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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赖斯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科学增长指数规律是普赖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起点，其思

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好奇与思考、学术生涯早期在物理学与数学方面的积淀，以及从布拉格

和帕金森那里得到的直接启发。从“科学是‘印纸中心’的累积活动”这一基本认识和假设出发，普赖斯继承

并发展了基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形成了“普赖斯三定律”。与此同时，普赖斯利用“科学引文

索引”探秘科学论文的网络结构，描绘了从知识基础走向知识前沿的科学发展整体图景，开启了科学计量学

引文分析主流方向。普赖斯既是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的积极宣扬者，也是富有成效的实践者。
关键词: 普赖斯; 科学史; 历史统计; 科学论文; 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①定量研究也即计量研究，但是中文"计量"一词既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一种研究对象，容易产生歧义。比如，“计量史学”
( Quantitative History) 和“计量学史”( History of Metrology) 中的“计量”显然有着不同所指，前者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后者则是计量

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倾向于使用“定量”一词。
②1984 年普赖斯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国科学学界率先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84 年第 9 期) 上刊出一组纪念文章，在国内产生了

较大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红州和蒋国华撰写的“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获得大量引用。见参考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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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以数理逻辑和实验方法为典型特征

的西方科学逐渐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一批学

界先驱开始有意识地以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开创

了若干研究领域，并促使其脱离亲本学科而走向独

立。普赖斯就是这批学界先驱中的重要一员，他一

生跨越了科学史、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

等研究领域，并在各个领域均做出过重要贡献，生前

获得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 4S) 的贝尔纳奖、技术

史学会( SHOT) 的达·芬奇奖章、科学史学会( HSS)

的萨顿纪 念 讲 座，逝 世 后 被 誉 为“科 学 计 量 学 之

父”、“科学学伟大先驱”。
尽管普赖斯学术生涯丰富多彩，学术研究成果

丰硕，涉及多个研究领域，但正如其美国开门弟子、
科学史家比弗所指出的［1］，普赖斯一生学术研究的

逻辑主线是科学史的定量研究①。而且，普赖斯的

定量研究工作就是从科学史出发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定量研究也是普赖斯科学史研究最为出彩的

部分。
科学史定量研究的早探索可追溯到 19 世纪后

期，少量自然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比如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的“遗传理论”，植

物学家阿尔丰沙·德堪多的《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和

科学家的历史》等［2］。进入 20 世纪，开始出现比较

完备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比如柯尔和艾姆斯的“比

较解剖学史: 文献统计分析”，雷诺夫的《18、19 世纪

西欧物理学发展中创造力的波型涨落》［3］，皮特林

·索罗金有关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指数增长的研

究，罗伯特·默顿有关科学和技术兴趣中心转移的

研究［4］，等等。这些主要聚焦于科学随时间发展的

早期研究工作，还不十分成熟，影响也比较有限。按

照美国学者汤普森“定量研究四阶段”评价标准［5］，

真正将科学史定量研究发扬光大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当属普赖斯。
国内学者较早、也较多地从科学计量学视角对

普赖斯进行介绍②，充分展现了普赖斯作为科学计

量学家的身份、地位和贡献。实际上，对科学自身进

行定量研究既是科学计量学的应有之义，也是科学

史研究的固有传统。对此，国内已有个别学者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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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定量研究视角给予关注［7］［8］，本文将沿着这一

视角③，主要通过系统梳理普赖斯的学术经历，总结

其科学史定量研究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过程，阐明

普赖斯如何从一个物理学者起步，转而投身科学史

并开展基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又如何发

展出引文分析的主流方向，从而奠定了科学计量学

的学科基础，力求对现在的科学史研究和科学计量

学研究给予启迪。

③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科学史定量研究和科学计量学具有明显区别。科学史定量研究并不具有独立学科地位，而是传统科学史研究方

法的一种补充或修正，它可以栖身于任何“科学”定义( 近代科学，古代科学，地方性知识，博物学等) 之下，呈现出巨大的时空弹性; 科学计量学

作为科学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并非一种特殊的科学史研究技巧，而更多的与当下的科学发展相联系，在科学较高的发展水平上( 近代科学

以来) 分析其结构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者一开始就具有密切联系———科学计量学是从“内史论”传统的科学史定量研究发展起来

的，两者具有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方面，也有相互结合的内在要求和呼声。作为一种历史回顾，本文采用科学史定量研究的视角。

1 深埋心底的思想火花

普赖斯在科学史定量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成

就，是发现了科学增长的指数规律，这一发现源自

何处?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普遍的表述是:“1949 年

普赖斯在新加坡执教时，负责保管一整套《皇家学

会哲学学报》。由于十年一叠地放在床头书架上，

使得杂志靠墙排成指数曲线状，这个现象被他意外

地抓住了”［9］。或者，“( 普赖斯) 他就天才的发现，

一叠叠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靠墙竟堆成了一条

完美的指数曲线”［10］。上述回答转述自普赖斯晚年

的一段回忆，这样的表述中，似乎普赖斯发现科学增

长的指数规律是“妙手偶得之”。然而重读原文，可

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我十年一叠地把它

们( 即《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放在床头的一排书架

上。之后用了一年时间，把它们从头到尾通读了一

遍，从中受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史家的启蒙教育。作

为副产品，我发现这一叠叠靠墙堆放的学报呈现出

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后来，我又统计了所有其他

我所能找到的各种期刊，发现这条增长速度惊人的

指数曲线的存在，显然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11］。
值得注意的是，普赖斯花了一年时间通读了全

部期刊，这说明他对科学史研究已经产生了相当的

兴趣，否则很难理解一个人能够系统而长期的阅读

这些古旧的刊物。此外，普赖斯并没有止步于“偶

然一瞥”的发现，而是继续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后

续研究工作，直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既体现

了普赖斯有志于此的决心，也展现出普赖斯在科学

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能力。否则，类似这

样的指数曲线，不过是任何一个普通图书管理员的

寻常之见。笔者曾指出，普赖斯发现指数规律并毅

然投身科学史研究，这在当时科学史学科还远未职

业化的情形下，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临时起意［12］，而

有着更加深远的思想源头。
普赖斯于 1922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

普通犹太家庭，父亲 Phillip Price 是一位裁缝兼机器

修理工，母亲 Fanny de Solla 是当地的一位歌手，普

赖斯还有一个姐姐 Joan Cravitzz，比他略长几岁。在

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普赖斯，对机械工具充满了亲

近感，小时候的普赖斯特别喜欢摆弄一种名叫麦卡

诺( Meccano) 的模型玩具，尝试装配出不同的组合，

并执着于它们为何能够如此运作，每每得不到满意

的答案时，他会跺着脚尖叫: “不! 不! 快告诉我它

是怎么运转的? 它的特殊性是什么?”［1］如果了解

了普赖斯小时候对于事物运行特殊性的执着，就不

难理解何以探寻科学的运行规律会成为他一生的关

注点。
在普赖斯的少年时代，由于纸张技术革新产生

了大量随手可得的廉价杂志 ( pulp magazine) ，而随

即诞生的专门科幻杂志，带来了科幻小说创作和消

费的繁荣。尽管当时学校禁止学生阅读此类杂志，

但是普赖斯仍然喜欢上了科幻小说，他跑遍了伦敦

郊区 4 个小镇的图书馆搜寻科幻杂志，偷偷地藏在

雨衣口袋里躲避学校检查，很快就读完了当时能够

找到的所有科幻小说。对普赖斯而言，科幻小说具

有一种“成瘾的魔力”，“它们实实在在的以奇怪的

方式使我很感兴趣，我的人生从此便与它结下了不

解之缘”［13］，普赖斯深深激动于科幻小说所展示出

来的科学奇妙和令人震惊的创造性，这种体验在很

大程度上引导他走向科学之路。
初中毕业后，普赖斯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校

Arthur Clarke 高级中学，让他欣喜万分的是，他有幸

认识了供职于该校的奥拉夫·斯塔普雷顿 ( Olaf
Stapleton) ———一位小有名气的科幻小说作家，得以

延续自己在科幻小说方面的兴趣，并进一步发展了

对科幻小说的理解。他认为科幻小说不仅仅是提供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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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娱乐类型的东西，而是让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

解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能够影响人们的思

维方式。后来，当普赖斯就职于耶鲁大学的时候，还

专门开设了关于科幻小说的讨论课程。
普赖斯非常喜欢数学，他数学极好，时常迸发出

一些新的想法，并敢于和著名数学家探讨交流———
他曾经收到了著名数学家哈代的回信。普赖斯在数

学方面的天赋———正如其所说的“左脑支配型的巴

比伦人”，为其后来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提供了强有

力的工具，使其能够走出一条独辟蹊径的科学史研

究之路。
16 岁那年，普赖斯高中毕业。在当时的英国，

传统大学虽然已历经六百多年的漫长发展，但依然

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摇蓝，上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也不纯粹是教育问题，而是关乎社会身份、经济

地位等方面。普赖斯没能读大学，他到了当地的一

所技术学院做兼职物理实验助理，几年后成为助理

研究员。就是在这份不起眼的工作中，普赖斯熟悉

了当时所有实验仪器的拆解和组装，他和科学仪器

的缘分悄然开始。
英国是世界继续教育之乡，勤奋好学的普赖斯

参加了伦敦大学成人教育学习，选择了物理学与数

学专业，于 1942 年获得了理学一等荣誉学位。就在

这一年，普赖斯将母亲婚前的姓氏 de Solla 作为自

己的中间名以示尊敬［14］。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普

赖斯并没有停止脚步，四年后，他又以课外学习的方

式获得了伦敦大学金属物理博士学位④。

④ 对于普赖斯所取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的学科名称，有三种不同的表述: 第一种是“物理学( Physics) ”，这是最宽泛、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最

早见于普赖斯本人提供给赵红州等人的译文，见参考文献［15］; 第二种表述是“实验物理学( Experimental Physics) ”，始见于普赖斯逝世后其学

生的纪念文章，见参考文献［16 － 18］; 第三种表述是“金属物理( Metallurgical Physics) ”，出现于科学史家比弗的纪念文章中，见参考文献［1］，

这与本文作者潜伟教授从美国阿德勒天文天象馆所获得的普赖斯档案目录索引( 编号 S11 ) 中的表述相一致。考虑到这一时期普赖斯主要发

表金属红外发射率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参加了英国钢铁协会的研究项目，故采用第三种说法。

在此期间，普赖斯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他在

Nature 等杂志上发表了一批金属物理和数学领域方

面的论文，表现出厚实的学术功底。与此同时，普赖

斯开始关注科学增长及其限度问题: “科学研究能

否保持日益增长的势头? 一个新发现能否持续打开

科学发现的大门? 知识的边界是否会持续扩展，我

们终将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地方?”［19］此时的普赖

斯，并没有找到答案。
恰在此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点燃了普赖斯脑海

中灵感的火花，指引他找到求解之道，并逐渐发展成

为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主线———科学史定量研究。

那是 1942 年的一天，普赖斯作为一个刚毕业的物理

学士，在皇家学会聆听了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主任劳伦斯·布拉格爵士的一个报告。在讨论培养

物理学者的问题上，布拉格指出，英国每年在 100 万

人口中仅仅能培养出几个优秀的物理学者。这使普

赖斯觉得，作为刚刚本科毕业的物理学者，在这个社

会热望的然而稀缺的行当中，自己有足够的参与空

间。但是最激发想象的是，普赖斯突然意识到，如果

能够做出数量级的猜想，就能够产生精确的量化理

论，如果这是可能的，就可以使用科学的客观性和一

切力量去解释定性现象。普赖斯感触至深的是:

“经济学是一个学术领域，它已经提供了关于世界

上所有商业和金融以及商品分布的概观，我想我们

也能够为科学做同样的事情，从而满足我们对于科

学为什么以其自身的方式运行的好奇心”［20］。

2 发现科学指数增长规律

1946 年，普赖斯申请到了战后首次的联邦基金

奖学金，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一年之后，访学归来的普赖斯和来自丹麦哥本哈根

的 Ellen Hjorth 女士结为夫妻。他们一生相伴，共养

育了三个儿女: Linda de Michele、Jeoffrey 姐妹和和

小儿子 Mark。
尽管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当时英国国内能

够提供的物理学工作岗位特别稀少，普赖斯未能找

到满意的工作，这时他的数学才能派上了用场。二

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掌控了新加坡，从 1946 年开始

陆续恢复、新建了几所大学，大量招聘教师。普赖斯

接受了莱佛士学院的邀请，前往新加坡担任为期三

年的应用数学讲师教席。
这一决定为他赢得了生计，却造成了学术研究

的困境。在远离欧陆科学中心、缺乏研究条件的新

加坡，普赖斯在金属物理方面的学术研究逐渐陷于

停顿。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知识的海洋

里，我们多半会被偶然的风暴吹到意想不到的地方，

正像在寻找印度群岛的航海中，却发现了美洲一

样”［21］。就在普赖斯来到莱佛士学院的时候，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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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也来到了这里教授航海史，他最终成为了普

赖斯的同事和良师益友，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帕金

森定律”的发现者———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

森。作为历史学者的帕金森和作为物理学者的普赖

斯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彼此启

发了对方［22］。帕金森在航海史方面研究颇深，这也

激发了普赖斯的历史研究兴趣; 而普赖斯长于数学

的天赋，也帮助帕森斯把关于描述官僚主义的灵感

形成了更为精确的定量化表达: 管理队伍不可避免

地以每年 5． 7% －6． 56%的速度膨胀。
1949 年，莱佛士学院与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

并，组建马来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 ，学

校正在新建图书馆，暂时把刚刚收到的一整套《皇

家学会哲学学报》杂志交由普赖斯保管，于是就出

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广为人知的一幕: 普赖斯发

现，逐年堆放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竟然呈现出一

条完美的曲线。这个现象使他联想起了自己对科学

增长及其限度的思考，联想起了聆听布拉格爵士报

告时的灵感，联想起了与同事帕金森交流中谈到的

指数增长，于是，他根据《物理学文摘》《行列式理

论》《数学文摘》和《数学评论》，统计了物理学、行列

和矩阵的数学理论两个领域中科学论文的增长情

况，发现科学论文的指数增长似乎是普遍的，而且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完美存在［23］。普赖斯将这个发

现写入《科学发展的定量测量》一文，正式提出科学

指数增长，并在 1950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作了报告。

⑤ 普赖斯首次公开使用“大科学”( Big Science) 这一术语，见于 1963 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书中阐述了“大科学”相对于“小科学”的特异

之处。本文认为，普赖斯在 1956 年开始使用的“大规模科学”( Science in the Large) 一词，及其蕴含的对科学发展当前状态的具体描述，和日后

使用的“大科学”一词几无差别。可以认为，1956 年普赖斯提出“科学学之问”之时，已经基本形成了“大科学”观念。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职业科学史家内部，实证

主义科学史和观念论科学史研究纲领占据着主导地

位［24］，普赖斯的这篇论文既非科学家或者科学事件

的历史，也非某个科学理论的历史，因而在当时并没

有引起什么反响，这让他多少有些失望。颇有些墙

里开花墙外香的意味，这篇论文却在科学史研究领

域之外产生了影响。此后不久，“科学学奠基人”贝

尔纳在其新著《历史上的科学》中，就引用了普赖斯

的这一研究发现［25］。

3 从“科学学之问”到“普赖斯三定律”

1950 年，普赖斯返回伦敦。新加坡三年时光，

培养了普赖斯在科学史方面的兴趣，科学论文指数

规律的发现更使他倍感兴奋。一开始，他打算沿着

这个方向到最早成立科学史系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

博士，但因为和当时的研究传统不符而无法实施，于

是转而 到 剑 桥 大 学 攻 读 科 学 仪 器 研 究 方 面 的 博

士———这既延续了他儿时的兴趣，又有相当丰富的

实验室工作经历为基础。事实说明，这一选择结出

了硕果。关于“英国文学之父”乔叟“行星赤道仪”
研究、苏颂天文钟( 水运仪象台) 研究以及安提凯希

拉岛古希腊日历计算机研究，奠定了普赖斯在技术

史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巨大声誉。
尽管此时普赖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仪器，

但他并没有忘记指数增长规律的事情。在剑桥大学

期间，普赖斯结识了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曾给

了自己灵感火花的布拉格爵士，并受命对卡文迪许

实验室档案和收藏进行归类整理。这项看起来枯燥

乏味的工作，普赖斯有条不紊的完成了，他制作了

《卡文迪许实验室档案编目》，同时还从中获得了远

超于此的收获。普赖斯发现，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

现代科学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比如知识层面

进入了新的尺度、私人实验室变为社会资助实验室、
科学家高度专业化、科学研究形成团队、科学人才培

养成为科学发展的必要环节等［26］，这成了他提出现

代科学从“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⑤的直接经验。
一旦认识到这一深刻变化，普赖斯的学术视野豁然

开朗，基于“大科学”这一时代背景，普赖斯提出了

“科学学之问”———“( 大科学时代) 科学本身成为科

学是否可能? 能否科学地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诸

如人力资源短缺、专业化，以及科学和技术在国家和

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27］普赖斯的

答案是肯定的，他提出要在科学史研究中发展一种

定量方法，如同经济学家描述和解释经济世界一样

理解科学世界。
1957 年起，普赖斯开始频繁造访美国，他先是

到筹建中的史密森研究院历史与技术博物馆做了一

年时间物理学史、天文学史顾问，后来又到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1959 年，耶鲁大学科学史

学家富尔顿要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之外，建立一个独

立的科学史系，正在耶鲁大学访学的普赖斯受邀进

·076·



第 5 期 董国豪 潜 伟: 普赖斯与科学史定量研究

行了 5 次公开演讲，为此造势。1960 年，科学史系

成立了，普赖斯被富尔顿的热情和雄心所吸引，从此

就职于耶鲁大学科学史系，再也没有离开过。
1960 年代前后的美国正是科学史研究的学术

前沿，各种思潮在这里激荡交锋: 以柯瓦雷为代表的

科学思想史学派风头正劲，而默顿擎旗的科学社会

史研究开始全面兴起; 与此同时，库恩科学哲学的历

史主义转向风云初起，计量史学业已迅猛发展起来。
在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吸纳了默顿科学

社会学、贝尔纳科学学和一批文献计量学拓荒者的

思想，普赖斯逐渐形成了科学史定量研究的系统观

点，可以称之为“普赖斯三定律”⑥。
普赖斯第一定律是对科学增长的定量描述。普

赖斯基于“科学是‘印纸中心’( Papyrocentric) ⑦的累

积活动”这一基本认识和假设［30］，通过对科学活动

的产 出 指 标———科 学 期 刊 和 科 学 论 文“清 点 人

头”⑧，描绘了科学指数增长及其改进后的 S 型增长

曲线［32］。此外，普赖斯还统计分析了科学活动的各

种投入指标———科学家、科研经费等，发现了类似的

指数增长现象，提出“大多数科学家都生活在当代”
等透彻的观点。普赖斯发现，尽管各种科学指标都

是指数方式增长，但科学经费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科

学家的增长率，而一般科学家的增长率又快于杰出

科学家，这就产生了科学增长的内部抑制作用，从而

形成科学发展中的障碍赛现象———给先行国家以障

碍使得所有国家最终都并驾齐驱，由此引出了处于

科学指数增长不同阶段国家的科学政策问题。

⑥ 在最初含义上，“普赖斯三定律”是指科学发展的指数规律、分布规律，以及一国科学产出占世界的份额与其 GNP 份额成比例的规律，本文

在此框架下内容有所调整。见参考文献［28］［29］。
⑦ 为了定量研究的需要，普赖斯假定科学就是印在纸上( 科学通信、书籍、科学论文、预印本等) 的东西，因而表现为“印纸中心”。与之相对

的是，技术是机器、药物、程序等东西，表现为“印纸恐惧”( papyrophobic) 。
⑧ 普赖斯知道，以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作为评判科学成就的标尺存在问题。他说:“权且让这把尺子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中用的吧，谁敢把

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一篇论文，与物理学博士 John Doe( 意思是“某某人”，和汉语表达中的张三、李四差不多) 关于下巴苏陀兰( Basutoland)

森林中各种木材的弹性模量的一百篇论文划等号?”但是他认为，一把标尺毕竟是一个新的起点，可以作为以后改进的基础。见文献［31］。
⑨ 2016 年 11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统计显示: 2015 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 716． 1 亿元，应用

研究经费支出 1528． 7 亿元，两者的比例大约为 1 ∶ 2。见参考文献［35］。

普赖斯第二定律是对科学活动结构分布的定量

描述。普赖斯发现，科学家在论文生产率方面有显

著差距，这种差距远超任何国家经济财富分布和其

它任何竞争性活动。在洛特卡科学生产率频率分布

研究的基础上，普赖斯给出了科学论文生产率的函

数表达以及科学家能力层次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

了普赖斯定律等重要结论。与之类似的，国家和城

市的科学论文生产率也有着显著差异，科学发展呈

现出对抗均衡化的结晶化趋势，科学大国和科学大

都市贡献了全部科学论文的绝大部分［33］。普赖斯

还发现，进入 20 世纪以来，科学论文中联名文章的

比率稳定地加速增长，三人合著的增长速度高于两

人合著，而四人合著的文章又比三人合著增长更快，

体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合作的典型特征。此外，如

果考虑质量因素———使用被引用次数粗略表征科学

论文质量，那么科学论文也存在金字塔结构———每

一篇一流论文对应着四篇二流论文、九篇三流论文。
普赖斯第三定律是对科学活动和国家经济规模

之间关系的定量描述。普赖斯发现，一个国家科研

产出在世界版图中所占的份额，与人口规模、地理面

积或者人均 GNP 不成比例，而是与 GNP 份额成比

例，“一个国家的科学规模大体上是 GNP 的直接份

额。”［34］普赖斯依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发现，世界上每

个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投入

了大约 1%的 GNP 支持科学技术研发，而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获得的经费比例是 1 ∶ 2⑨，物理和化学

获得的经费比例是 3 ∶ 1，等等。普赖斯认为，这正

是科学的世界性、唯一性的反映，如果要发展科学，

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科学，而没有任何捷径［36］。
1961 年出版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 1963 年

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蕴含了“普赖斯三定律”
的主要思想框架，尽管此后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著述，

但大都属于添砖加瓦的工作。在当时，普赖斯的研

究并没有获得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肯定，但在自

然科学家中间赢得了广泛赞誉。

4 从“普赖斯三定律”到科学计量学

以“普赖斯三定律”为代表的科学史定量研究

建立在对历史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这类研

究中，有关科学人力、经费、期刊、论文等与科学活动

相关的历史数据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同

样擅长定量分析的贝尔纳曾深有感触的说: “(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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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 由于缺少某些档案资料，我根本无法达到

这种精确性，有时由于其他档案资料过多而且凌乱

不堪，以致我只有在做出巨大努力之后才能达到这

种精确性。例如，谁也不知道各国有多少科学家

( 也许苏联除外) ，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钱”［37］。普

赖斯则利用大量历史数据，取得了系列定量研究

成果。
与此同时，普赖斯心中仍有一个困扰多年的问

题无法得到满意答案。自 17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科

学就走上了一条指数增长之路，因此每一代科学家

都面临着科学知识爆炸性增长和专业化趋势不断加

深的困境。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新知识如何从旧知

识中生长出来? 进而，如何表征科学发展的整体模

式? 普赖斯发现，“工作中的科学家总是使用诗歌

意境般的词汇，企图获得一种有关科学的整体模式，

譬如，人们常说研究前沿、孤立领域、边缘研究等等，

但是没有努力对这些术语做出精确解释”［38］。
普赖斯认为，把有关科学一般结构的那些松散

术语变为精确合理的表达是有可能的，他再次将注

意力投向科学论文。普赖斯注意到，科学指数增长

伴随着信息载体的变革，1850 年左右出现了学术论

文的现代规范: 结构严谨、措辞精炼，明确标注参考

文献，避免使用第一人称，等等。从而，科学论文具

有了日积月累的发展特点，每一篇论文都是在前人

论文基础上上建立起来，又反过来成为后人论文的

出发点，学术是一砖一瓦的累积事业，最显著的表现

就是对别人论文的参考引证。
尽管像这样的事实很早已经被科学家与管理

者、图书管理员和历史学家所知，但并未被慎重看待

并说明这意味着什么［39］。少数与普赖斯同时代的

学者尝试对此作出解答，贝尔纳于 1955 年高屋建瓴

地提出了科学发展整体图景的网状模型［28］，默顿将

参考文献作为“共有主义( Communism) ”［40］规范的

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讨论，而库恩则提出了从参考文

献探索科学革命踪迹的设想: “当每次科学革命改

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

变将影响革命之后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一种

这样的影响，研究报告脚注中所引技术文献分布的

转移，应作为革命发生的一种可能指标而加以利

用”［41］。然而，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上述努力只能

遗憾止步于普赖斯所说的“诗歌意境”。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

( E． Garfield ) 开发的索引工具———科学引文索引

( 即今日所熟知的 SCI) 面世，情况发生了转变。加

菲尔德和普赖斯曾在 1948 年伦敦国际科学情报会

上有过一面之缘，算是故交。1955 年，加菲尔德受

到美国《联邦谢巴尔德法令引文索引》( 1873 年创

制) 的启发，打算建立一种基于引文的数据检索工

具。1960 年，加菲尔德将自己在几年前成立的一个

小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并得到了

国家科学基金( NSF) 资助经费，建设基因文献引用

索引库项目。1963 年结项后，加菲尔德的后续申请

计划被拒，于是决定独立开展引文索引服务，并将其

命名为“科学引文索引”。
1962 年 3 月 6 日，加菲尔德给声誉正隆的普赖

斯去了一封信: “我愿诚挚地在您饱享声誉的大作

《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上再添上我的掌声。我想您

可能会有兴趣看看我们引文索引项目的一些资料。
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可以使用引文索引，但是

我在这个问题上更乐见像您这样专家的意见”［42］。
当时，加菲尔尔德主要是把他的引文索引项目

作为情报信息检索的新工具，并没有想到它能在分

析科学发展上产生多大价值。“当时我们还没法准

确地预测引文索引将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甚至也

无法预测使用它的目的，但是我当时明确感觉到必

须要创办这样的一种索引。同时，我也明确感觉到

这样的一种索引将可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现在，

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 4S 学会) 每年举办一次年会，

致力于这种了解科学发展的新方法的讨论。这可以

说是由 ISI 发展的索引技术的一个意外的‘副产

品’。”［43］

加菲尔德还把同样的信寄给了贝尔纳和鲍伯·
马丁( Bob Martin) ，他们都礼节性地回信表示 SCI 将

会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大展身手［44］，而普赖斯在 3
月 15 日的回信中，已经“小试身手”了:

“看到您送来的这些引文索引项目资料，我出

奇地兴奋。当然，我先前已经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

和科学信息委员会———我最近成为了它的委员，听

说过 SCI，但我还不知道您所建议的那些程序。我

所做的一些小计算你可能会感兴趣: 如果采用我的

计算，科学论文每年以 6 到 7 个百分点增加，平均来

看每篇论文参考引用了以前的 7 或 8 篇文献，这样

算来在任何一年中所有先前文献中的 50% 被参考

引用，也就是说，每篇论文在他出版后的两年内都有

一次机会被引用。”［42］

普赖斯的回信，拉开了两人之间奇妙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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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幕。自此，普赖斯得以免费使用加菲尔德的数

据，进一步探索科学论文背后的秘密。1964 年，加

菲尔德等人利用 SCI 开展了一项尝试性的科学史研

究，他们以 DNA 的发现为例绘制了一副引文网络

图，通过与科学史家描绘的里程碑事件拓扑图进行

对照，认为两者之间的具有高度一致性，“对于探索

历史的相关性来说，引文模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有
价值的手段”［45］。随后，普赖斯在《科学论文的网

络》一文开宗明义的提出: “参考文献的模式标示着

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46］。在这篇划时代的论文

中，普赖斯从论文引文率、被引率入手，描绘了科学

论文之间的引证关系网络，提出了区分不同学科领

域的“即时因子”———表征新近发表论文相对于较

早发表论文的频繁被引，揭示了科学知识从最新、最
活跃的表皮生长，从知识基础走向研究前沿的科学

发展整体图景。在此后的研究中，普赖斯进而提出

了衡量不同学科文献老化的量度指标———普赖斯指

数［47］，同时还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科学政策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普赖斯的相关研究赋予了“科学引文索引”新

的生命力，也使得论文参考文献成为科学史定量研

究的新指标之一。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普赖斯在基

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之外，开辟了基于引

文分析的主流研究方向［48］，深刻地影响了科学计量

学( scientometrics) 等学科的发展瑏瑡，因而后来被誉为

“科学计量学之父”。

瑏瑡 科学史定量研究“第二传统”———引文分析的出现，突破了“第一传统”———基于历史统计的定量研究的局限和不足，极大地推动了定量研

究向系统化和体系化迈进，也直接促使科学计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两种传统”此前曾栖身于科学史定量研究，那

么由此开始，则加速向科学计量学研究纲领聚拢。实际上，随着科学计量学在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学术期刊、学会建设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影

响日益扩大，它和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离。以致于，一旦谈及对科学自身进行定量研究，则必谈科学计量学，而来自科学史方面的声音

十分微弱。尽管如此，不可忽略的是，科学计量学是从科学史“内史论”传统的定量分析中发展起来的( 参考文献［49］) 。科学史和科学计量学

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的结合( 含科学哲学) 形成了科学学的基本理论———贝尔纳创建的科学学本身就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学派，而普

赖斯的研究正是从科学史出发的( 参考文献［50］) ，两者应当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加强互动。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科学史定量研究的两种传统

并不存在高下之别，尽管引文分析具有无可置辩的活跃度，但除了引文分析并非无事可为，“第一传统”的研究工作同样能够产生重要成果。
比如，赵红州对科学家社会年龄、科学中心、科学劳动智力常数等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51］) ，潜伟等人对科学图形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52］) ，杨中楷等人对诺贝尔科学奖成果性质技术科学趋向的研究( 参考文献［53］) ，等等。而且，两种传统也可以很好结合起来，正如普赖斯

曾经所做的( 参考文献［54］) 。

普赖斯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者，他常常在科学

史学会、技术史学会等知名学会发声，他的很多论文

就是在会议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普赖斯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到 70 年代后期尤

甚，但他仍然不知疲倦的奔忙。让他倍感欣慰的是，

他见证了科学史定量研究的新发展。当 1978 年《科

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杂志创刊时，他激动地写

道:“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每人的各种分析工具应

用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活动，那么我们只能算是一帮

文弱书生。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寄人篱下，充当我们

某些毗邻领域杂志的客座撰稿人。( 而今) 我们正

在向着我们自己的学科逼近，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新天地”［55］。
1983 年，在一次繁忙的伦敦之行中，普赖斯心

脏病第四度发作而不幸辞世，被安葬于伦敦格林公

墓，魂归故土。普赖斯大半辈子都在探寻科学运行

规律，他坚信科学史的研究资料具有井然有序的累

积性，因而适合开展定量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功。在

新加坡期间，还是物理学者的普赖斯梦想有一天，

“普赖斯定律”能出现在他所从事的金属物理领域。
此后，由于学术兴趣转移到科学史，他失去了这样的

机会。然而，普赖斯最终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人文领

域的研究也能为研究者赢得“不朽之名”，这一点倒

是和自然科学完全相同。

5 结 语

普赖斯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史定量研究的集大

成者，与当时的学科发展环境密切相关: 一是二战之

后，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比较重视科学活动指

标的统计工作，建立了各类科学指标数据库，这在相

当大程度上解决了定量研究的基本难题。普赖斯利

用《物理学文摘》获得科学指数增长规律，利用《科

学引文索引》提出科学发展的“研究前沿”等均受惠

于此。二是在普赖斯之前已有不少拓荒者，使普赖

斯的研究工作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三是普赖

斯的研究恰好处于“科学是我们这个世界之核心组

成部分”的历史时期，“研究科学自身”逐渐从少数

人的偶然探索变为许多人自觉的学术行动，普赖斯

的研究产生了承接传统和开创新局的效应。“刚好

那个时期，作为本世纪六十年代学术蓬勃发展的一

部分，出现了两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科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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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书馆学，后者的性质与图书馆行业诸学派迥然

不同。这两个新领域似乎跟我不落常规发展的定量

研究方法，差不多产生了炼金术般的化学反应; 而科

学学，或者说科学计量学［50］，正是借助这种方法形

成的”［11］。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早在 1926 年就提出

的“洛特卡定律”，不得不沉睡了 30 余年方才重新

引起人们的重视，就连普赖斯自己的定量研究思想

( 最早于 1950 年发表的《科学增长的定量测量》) ，

也不得不经历 10 余年的沉寂; 而其代表作《小科

学，大科学》，也被认为存在延迟承认现象。
此外，这与普赖斯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一

是他本人曾经是数学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在转

行从事科学史研究时，会自然而然的使用数学化方

法，做出既不同于传统科学史家、也不同于科学家的

科学史研究。二是转行之后的普赖斯，迅速在科学

仪器史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声誉，他频繁活动

的英国和美国是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中心，因而成为

了有广泛影响科学史家、技术史家; 同时，普赖斯也

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亲手参与创建

耶鲁大学科学史与医学史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 物

理学家、科学史家等多重身份，使其可以从容游走在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其定

量研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三是普赖斯本人是一位

充满激情的演说家，在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几乎每

到一处，他都会抓住机会介绍自己的科学史定量研

究思想。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普赖斯所发表的

许多由大会报告整理的论文中包含着共同的论据、
论点和方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普赖斯是科学史定

量研究的积极宣传者、推广者，这一过程也使“科学

指数增长”等定量研究成果耳熟能详。仿照克拉夫

( H． Kragh) 对萨顿( G． Sarton) 的评价［3］，可以说，普

赖斯是科学史定量研究中的培根，也是开普勒———
不仅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宣传家，也是成果丰硕的

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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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 academic impact based on the impact level and variation degree of papers
ZHANG Juan，DUAN Zhi － guang，YU Oi，LI Wen － li，ZHANG Yu
(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 Taking 77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ACAS) and 82 Nobel prize laureates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as research sam-
ples，the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f scientists is conducted based on 2 － dimensional coordinate space． Two － 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
tems between average and high level of papers impact，and between impact level and variation degree of papers are set up，and demon-
str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reach the level of Nobel prize as a whole，ACAS’paper impact
needs to expand e2 times，although a few ACAS have reached the Nobel prize level．
Key words: biomedical science; scientist; SCI paper; citation; academic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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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an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ONG Guo － hao1，2，QIAN Wei1

( 1． Ｒ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

2． Mianyang Teachers’College，Mianyang 621000)

Abstract: Derek Price epitomize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The law of exponential growth of science as a starting
point of his quantitativ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uriosity and thinking about science in his boy-
hood，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the early years of academic career and the direct inspiration from Pragg and Par-
kinson． Based on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and hypothesis of“Science is the papyrocentric accumulative activity”，Pric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method 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formed“Price’s three laws”． At the same time，Price used the Sci-
ence Citation Index to explore the network of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whole world，depicting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
en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frontier，opening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citation analysis based on scientific papers． Price is both a
propagandist and a fruitful practitioner of quantitativ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scientific papers; quantitative study

·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