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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农学研究的综合效益分析.

杨学先刘拓元姬肖兵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北京〉

摘要

简要回顾了我国核农学发展历史。用科学计量法分析了核农学

的科学地位，指出核农学在农业科学体系中占有1%--..3% 的比重，在

核科学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 以上，但在基础科学研究体系中所

占的比重还不足 0.3%。通过引文分析法对国内外科学文献若干引文

指标的对比指出，我国的核农学研究水平略高于国内科学研究的平

均水平，接近甚至达到国际水平。概述了我国核农学的科学贡献及其

主要成就。统计了我国效益型核农学研究的经济表现，在最近的25

年间核农学对我国农业生产表现增益的贡献达250 亿元，其科技投

入产出比为 1: 31。比较了国内外核农学的发展水平，扼要讨论了当

前我国核农学研究所处的困境及其出路。

·由中国原子能农学会供稿.

·即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农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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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FOR NU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HINA·

(In Chinese)

Yang Xuexian Liu Tuoyuan Ji Xiaobing

(INSTITUTE FOR APPLICATION OF ATOMIC ENERGY , CAA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nuclear一agricultural sciences (NAS) in Chi

na was introduced. The proportion of NAS estimated by the scientometrics is

about 1%"""'3% to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s , 3% to the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nd below o. 3% to the foundational life science , respectively. Ci

tation indexes of NAS in China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scientific

literatures domestic and abroad with bibliometric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outcomes of NAS in China were described. In the past 25 years ,the contri

bution of the NAS to the gross agricultual prod~ction in China was up to 250

hundred millions yuan RMB , corresponding to the ratio of 1: 31 of integrated

scientific investments to the output.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he devel

opment of NAS in China and that abroad.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NAS were also discussed

• Contribut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Nu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s (CSNAS)

•• Namely I Institute of Nn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s. CN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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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自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展核技术农业应用(核农学〉研究以来，至今已走过了近

40 年的历程。在这期间，我国的核农学研究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效益上均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为我国的农业科学和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赢得了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外同

行的关注和赞普.

当前正处于世纪之交，技术经济活跃之时，机遇与竞争并存，困惑与希望同在。为使

我国核农学这朵科苑中的奇商成为蹄世纪的花朵永放异彰，我们特将近 40 年来我国核农学

研究的科学贡献及其主要成就作一扼要回顾与总结，以便客观地认识我们的过去与现在，真

实地展现我们的工作及其价值，从而在缅怀与激励中继续不懈地追求、探索与前进。

1 我国核农学发展的简单回顾

关于我国核农学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迫溯到 50 年代中期。

早在 1953 年，国际社会提出丁原子能用于和平的计划，从而为我国原子能在农业上的

应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1956 年，我国正式开始执行核技术农业应用研究计划。 1957 年，国内第一个也是国际

上率先成立的核农学专业研究机构一一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室(1960 年发展为

所〉在北京诞生，之后我国又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 1979

年组织、协调国内核农学研究的学术团体一一中国原子能农学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国内

有 21 个省(市、自泊区)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原了能农学会(组)，各级学会〈组)会员达

二千余人。这样，我国便形成了两个比较完善的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网络，为我国核农学

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以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友挥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关于核农学的发展历史可见诸于许多论若中[】叶，本文不再作进一步叙述。

我国的核农学科技工作者，正是在前人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团

结协作，终于使我国的核农学事业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和成就，

对我国的农业科学与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宜耍的贡献，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下面

我们将对上述诸方面作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2 核农学的科学地位

核农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掺适于核科学技术和农业科学的各专业领域，虽然

我国核农学的研究已经历了近 40 年的历程，然而对其本身及其学科体系的认识和论述还仅

仅是初步的、极不完整的，至于对官在科学中的地位更是模糊的。我们现采用科学统计法

(文献计量法) ，以量化的形式直观地揭示它在各门学科中的地位。

在→定的时期内，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着学科的发展状况。因此，某一学科

的文献量基本可表征它在科学中所处的地位。

2.1 在基础生命科学中的地位

美国生物科学情报社数据库<8IOSIS) 是世界上大型数据库之一，是有关生命科学的

最权威的综合性数据库。我们统计了该库中历年来有关核农学的全部文献盘，由此可计算

出它在整个库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即直观反映了核农学在整个基础生命科学中所占的



比重即所处的地位，其结果示于囡1.

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 BIOSIS 的库容量每年以 10%-15%的高速度递增着，到 1991

年，年入库量已超过 54 万筒，其中核农学文献所占的比例近 15 年来却始终稳定在 0.22%

-0.35%的范围内，显然核农学文献量也在稳步增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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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 核农学文献在各数据库〈学科领域〉中所占的比例随年度的变化

1-一的IS ，

2-一中国农业文献库$

3-CABI-PBA,
4-CABl-SF,
S-BlOSIS.

2.2 在世界农业科学中的地位

国际农业与生物学中心数据库(CABD是世界上颇具影响的三大农业文献数据库之一，

它覆盖着世界上75% 以上的农业文献，其中核农学文献在各专业领域中所占的比例各不相

同，例如在植物育种 (CABI-PBA) 专业中占 1%-3%，在土壤肥料 (CABI-SF) 专业

中占 0.5%-0.6% (见图1)，在其他专业领域中大约占O. 2%- I. 0%间，核农学在植物育

种专业中占有较大比宜。

2.3 在核科学技术中的地位

统计了近十多年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情报系统数据库(lNIS) 中核农学所占的比

例，其值波动范固较大，低的仅为3% ，高的达8.5%以上。由于统计的专业范围的变化·

·本工作的统计范因是将核农学扩展到包括放射坐态学和除临床医学以外的其他生命科学，因此所得结果较前文

[OJ显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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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IS 分类体系的变更) .导致此值与作者前文间的结果(约 1%) 不一致，即使按照前文的

保守的统计方法，根据对 INIS 数据库和日本核科技文献数据库的统计，核农学文献在世界

核科技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稳定在 0.5%...... 1. 0%的范围内[川e的]

2.4 在我国农业科学中的地位

为了探讨核农学在我国农业科学中的地位，作者曾以1989 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困书资料分类法》为基础，采用科学统计法，测算了核农学在我国大农业科学中

所占的份额，井用文献计量法进行了检验，从中得出结论，即核农学在我国大农业科学中

所占的比例或者说它应有的贡献为1%......3%. 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我国核农学的结构构成

为 84%的成分届应用基础研究. 16%的成分属应用开发研究me 该结果表明，核农学在我

国农业科学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我国对核农学研究比较重视及我国核

农学研究成绩斐然是分不开的。

作者也曾用文献计量法研究过核农学的定亟待征，据此得出结果，全世界核农学文献

的年报道量约为6000 余篇，约占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农业文献总量的2.3%· ;我国核农学文

献的年报道盘约为500 余筒，将近占全世界核农学文献年报道茧的10%[叭这是世界上任

何其他国家不能与之相比的。

应用生命科学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核农学能在其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1%......

3%). 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无论是在其存在价值上还是在未来发展上，都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角色。

3 我国核农学的研究水平

本工作采用引文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我国核农学的研究水平及其学术价值。

3· 1 我国核农学文献的半衰期及普赖斯常数

通过对我国核农学的核心朋刊一一《原子能农业应用)) / «核农学报》引文的分析，从

中导出了我国核农学文献的半衰期及普赖wi <D. Price) 常数。

文献的半衰 j倒是衡量研究工作新颖性的一种尺度，所谓半衰期是指某学科(专业〉在

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民一段时间发表的。由此导出的我国核农学

文献的半衰 j剧中文为 4.1 年，外文为 7.7 年，平均为 5.9 年[吨，而同期我国的物理学、自动

化技术及计算机科学、中国科学等四类文献的半衰期平均为 5.9-7.1 年口0] 。显然我国的核

农学文献在吸取最新研究成果方面稍快或至少相当于我国自然科学的平均水平。

文献的普赖斯常数是衡量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老化程度，是指某学科所引用的最近五

年内的文献占整个引文盘的百分比。由此导出的我国核农学文献的普赖 wi常数中文为

64.2%. 外文为 28.8% .平均为 46.5%[吨，而一般自然科学的普赖斯常数平均为 55% ......

70%. 可见我国核农学文献接近自然科学的平均水平. up接近"国家水准"。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文献的半衰朋及普赖斯常数均是大量数据的统计结果，仅是衡量

科学研究时效性的概附指标，只涉及数量关系，未考虑质量因素。尽管如此，上述结果与

我国核农学研究的实际状况还是基本相符的。

3.2 我国核农学研究水平与国际的对比

这个也恰落在1%-3%的范围内，与本工作结果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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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外科学研究的水平对比尤其涉及研究内涵的质量的对比，很难找到一个可供

操作的量化指标，本文现仅采用若干引文指标为判据，以现其国内外的差距，其结果列于

表 1 。

表 1 国内外文献引文指标比较·

论农文林引被文文引指献率标期/刊% I 美国 日本 确士 巴西 印度 中国 中国核农学

38.5 3.5 6 0.6 1.0

自然引鸭率学/论%文蚀 4.11 2.49 4‘ 27 1.37 0.91 0.46 <0.1

论文平均引文量.篇 世界平均 20.6 5.38 6.6

每百人R&.D篇人/员年i~ 43.35 8 7.32 2.075 20
文产出率，

铮亮申7;拍 6'

表 1 中左边 6 行数据是选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美国工程索引 «En、科学技术

会议录索引 «ISTP» 和科学评论索引 «ISR» 为统计源的结果，最右一行〈中国核农学〉是

选用国际核情报系统核文摘(INIS Atomindex)、美国能源研究文摘 (ERA)、美国政府研

究通报与索引 (GRA创)和国际农业与生物学中心文摘 (CABI) 为统计源的结果。前者是

综合性科技检索工具，后者是核科技和农业科技检索工具，尽管两种统计源不同，但上述

8 种检索工具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影响较大的出版物，因此上表中所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仍

具有可比性。

由表 1 看出，就表中所列的三项指标说明我国的核农学研究水平均高于国内的平均值，

而每百人研究和开发人员 (R&D) 的年论文产出率已大大超过日本等国。综上所述，我国

的核农学研究水平略高于国内平均水平，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

核农学作为核技术农业应用的具体体现，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整体生

态效益，就我国核农学研究的规模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已为国内所瞩目。国际上一些知名

人士也高度赞誉了我国核农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在世界上最突出的" [川12川E叼]

4 我国核农学研究的科学贡献

核农学对我国科学体系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

4. 1 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体系

核技术应用于农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我国在 50 年代中后期才逐渐介入这一领域。

然而，在 70 年代以前宫仅仅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或研究手段应用于农业科研中，直到 70 年

代初期，法固和印度的核研究机构才分别提出"放射农学" (Radioagronomie)· 和"核农

业科学" (Nuclear Agricultural Sciences t NAS) 的概念。自此，原子能或核技术的农业应

用才作为一门学科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 80 年代初，我国的核农学工作者始将广义的"核

农学" (NAS) 概念取代了沿用已久的"原子能农业应用"，并逐渐确立了它的科学内涵和

地位。所谓广义的核农学是指核科学技术在大农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其中包括狭义的

"核农学" (Nuclear Agronomy) (如核素示踪学、示踪动力学等〉和"放射农学"(如辐射

遗传育种学、昆虫辐射不育学、辐射微生物学等〉以及"放射生态学"等，这些学科的创

·亦称"辐射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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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填补了我国自然科学尤其农业科学的空白，也丰富了核科学技术的内涵与外廷。但是，核

农学毕竟是一门十分年轻的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体系尚不健全，尤其理论体系还

有待逐步完善和充实。

关于按农学的棋念及内涵，可参阅有关学者的专门论述IlNS]

4.2 促成了核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

现代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是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全方位的协同"作战"体系，核农

学就是这样一个核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的典范。

众所周知，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对象正在由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过渡，并由此形成了

分子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工程。核农学中的核素示踪法正是为这种研究生物体由简单物质到

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最灵敏、最直观、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它所起的作用可达

70%; 在现代生物技术中，用标记的DNA或 RNA作为探针进行分子杂交，从而观察和认

识生命过程的本质及其细微变化，其研究成果的90%也是依赖核京示踪法而完成的。在

1982 年我国成功地合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也是借助于核素示踪法

而得以证实的川，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示踪原子，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将难以进行。在现

代生物技术中，核索示踪法的作用可与工具酶相提并论。

核技术在生命科学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可通过文献计量法加以证实，有关学者以美国

"生物化学杂志" (]. BioI. Chern. ，)为例，统计了其中应用核技术的文献所占的比例，其

结果[口]如下z

1944 年占 5% ， 1956 年占 46% ， 1966 年占>50% ， 1970 年后占>60% 。

作为放射农学，它在细胞工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核辐射为诱导体细胞变异、

促进细胞融合及外源基因导入等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核农学与生物技术相结合，不但促进了后者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对核农学自身的理论

建设及方法完善得以互补和借鉴。事实上，核农学也正是在与各姊妹学科的互相渗透中逐

渐发展并日益成熟起来。

4.3 跻身于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之列

研究表明，核农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技术，就其应用的广皮

与深度而言，它可以与现代某些高新技术相提并论，对于农业科研与生产而言，它可以和

激光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及生物技术等并称为现代农业发展的

促进剂。

根据国家科委划定的属于高新技术范畴的12 项科学技术，只有核技术这一项对农业的

'影响最为直接、成效也最显著，井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一一核农学。目前，核农

学己跃然跻身于"当代科技新学科"之列[18] 。

4.4 充实井丰富了多方面的科学内容

我国利用核技术造出了400 多个植物突变品种，开辟了创造新种质资源并丰富生物多

样性的途径。

昆虫辐射不育技术的应用成功，填补了我国一项害虫生物防治技术的空白。

牺射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为减少或降低农副产品的损失和食品的加工贮藏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现代化技术。

7



小剂量辐射剌激农业生物生长发育技术是农牧业生产中一项最"清洁"而无任何污染

的增产技术。

同位素示踪应用研究及放射生态学研究为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与管理、标准制订及环境

评价等提供了直观而科学的依据。

核农学如此多样的方法、现代的技术、新颖的思想，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增添了绚

丽多彩的一页。

4.5 拓宽了农业教学知识结构，建立了稳定的人才培养体制

核农学的确立填补了我国农业科学和教育上的空白，尤其拓宽了农业教学的知识领域

和结构，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

早在 60 年代以前，我国的农业高等教育中有关专业所开设的生物物理或农业物理课

程，其内容也仅仅涉及声光电磁等经典物理因素及核辐射对农业生物的作用及影响，直到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核农事业的迅速发展，核农学才作为一门学科逐渐登上了高等学校的

讲坛。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现行的高等农业院校中，约有60%以上的生物物理或农业生

物物理课补充或充实了有关核农学的内容，如《植物辐射诱变迪传育种学》、《核技术农业

应用》、《同位素示踪学»(核萦示踪学〉、《核技术生物学应用》、《农学中同位萦示踪技术》

以及《辐射加工》等，从而大大扩展了农业院校教学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

了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我国约有30%的农业院校及近5%的核农研究机构中还设有生物物理(农〉专业硕士

学位培养点，浙江农业大学和中国农科院原子能刊用研究所(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农学研

究所)还设两个生物物理(农〉博士培养点。几年来，这些人才培养基地已为我国各有关

行业和单位培养、造就和输送了千余名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包括近百名硕士毕

业生和十余名博士毕业生等国内急需的高层次科技人员，为我国的农业科研和教育做出了

重要贡献。

5 主要成就及其经济表现

目前，我国的核农学研究已成为改造我国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科技手段，

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系统和全面论述(2.3.19-叫，这些学者们从

作物的辐射改良(植物辐射迪传诱变育种〉、昆虫辐射不育技术 (SIT) 防治害虫、同位素

示踪技术应用、小剂量辐射剌激生物生长、农副产品辐射保藏、农用标记化合物及农用核

仪器仪表的研制、放射生态学等诸方面以大量的事实、具体的数字直观地展现了核农学的

突出成就。

5. 1 核辐射改良作物(植物辐射诱变育种)

辐射育种是核技术农业应用的主要领域，根据作者的研究，它在核农学研究中所占的

比亚约为 37.4%是核农学研究的虫点课阻之一[31 J 。我国的植物牺射诱变育种研究工作比国

外起步大约晚 30 年，但发展很快，自 60 年代中WJ第一批育成的稻、麦等品种问世至今，我

国已在 37 种植物上育成 408 个优良突变品件。据国际原子能机掬(lAEA) 统计的资料[川，

截止 1993 年，全世界利用核牺射诱发突变在 140 多种植物上育成的新品种为 1772 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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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报道[剖，我国在 1949-1990 年间，在 40 种作物上累计育成新品种约 3600 余个，我

国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 80%以上。

综上我们不难推断，比国外晚起步近 30 年的中国辐射育种培育的突变品种敖却占世界

各国(除中国〉总数的近 1/3; 占全国农业科技人员总数仅 1/60 的核农学科技人员育成的

农作物(不含花卉)新品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10 以上。显然我国的植物辐射诱变育种的成

就已跃居国内外先进水平。

我国的植物诱变育种工作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得到了国家和各级政

府的奖励。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用核辐射所育成的 408 个新品种中，已有 345 个品种得

到应用推广，并在生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有 13 个〈截止 1994 年已有 15 个〉品种获

得了国家和部门级奖励，占各种获奖优良品种敖 027 个作物品种)的 10.2%(叫。截至 1992

年，在前 25 年问我国辐射育成的品种新增产的价值累计达 200 亿元以上，平均每年增值 8

亿元以上，将近占全国农业年增总产值的 1% 飞年推广种植面积达 900 万 hm2 (1 .35 亿

亩〉以上，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 6.5%左右，我国的辐射育种工作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已成为

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2 农用同位素示踪技术

同位京(核京)示踪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是核农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比重·

约为 19.5%[3IJ。农用示踪技术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它的意义在于揭示和阐明农业生产过程

中各种囚京的作用机理，为农业技术的实施、环境评价及宏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而它所

产生的经济效益则是潜在的、问接的，因而大量的示踪技术的经济效益是不可直接测算的。

现仅以15N 标记的氮肥为例说明其效益是极为显著的，应用15N 示踪技术表明，水稻施肥采

用一次全忡忡层施肥法可使化肥利用率提高10%-20%，平均增产5%-12%。此技术

累计推广面积已达47 万 h时，获经济效益达5.7 亿元。通过多种核京示踪研究了作物的生

理生化过程，从而改进了作物的栽培技术，由此获得的经济效益约为1η7 亿元[阳23.2川自叼]

示踪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了农用核仪器(表〉及分析技术的发展，这些仪器

(仪表〉及其应用技术在农业生产、农业工程及农业气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已广泛

应用的中子测水仪直接经济效益达40 万元;在水库及农泡上的应用节支达300 万元，等等，

这些可测算的总的经济效益达1500 万元阳，无法直接测算的问接的经济效益达2.1 亿元

以上。同位素示踪技术在农业科研与生产中尤其在现代生物技术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

5.3 昆虫辐射不育防治技术

利用核辐射防治寄血是现代生物防治技术中一项唯一有可能灭绝寄虫的有效手段，也

是一项无公寄生物防治新技术。我国自60 年代初开始先后对玉米坝、柑桔大实蝇等10 多

种害虫进行辐射不育研究井进行区域f~放试验，获得了预期的良好结果，尤其近几年对柑

桔大实蝇的规模抨放试验，使它的为寄率由常年的5%-8%下降至IJ 0.005%，达到濒于灭

绝的阻皮[川S] ，显示了极大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该项技术大面积推广需要经费较大，致

使在目前广泛推广应用尚有不少困难。我们企盼着昆虫辐射不育技术尽快发挥更大效用。

据 1993 年《中国年鉴3 所报道的数据推算，在1985-1992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地额平均约为8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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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农副产品的辐照加工

我国的农副产品与食品(以下简称为u食品勺辐照加工研穷t作始于 1958 年，至今

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在理论研究、工艺设施及商业化进程Y斗'/叫H 取得了可在的进步与成

就，并先后建立了多种民间学术团体与业务协作网络在此期间岳开过30 多次全国性(乃至

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议，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品辐照专业技术体系I叫。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副产品因虫害、每变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40

亿元，仅水果一项每年的损失就达3 亿元【3飞由此看来，发展辐射保藏技术对于我国有特

殊的吸引力。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农用辐照装置已达50 座左右，全国28 个省(市、自治

区〉的 100 多个单位分别对200 多种食品进行辐射加工处理(研究)。自1984 年以来国家

又颁布了一系列的辐照食品卫生标准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叫，到1994 年已批准 10 种辐照食

品可以上市销售。据最近统计，目前我国进入市场的牺照食品已达14 kt，全国辐照食品的

商业化总量达50 kt 以上，总产值超过1.5 亿元，直接经济效益2000 万元口9·341，我国的食

品牺照加工业已形成规模效益，并正在向集团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我国的食品牺照加工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即现

有牺照装置及加工技术，由于启动资金、管理、效益、流通等诸多问题而尚未充分发挥其

效能。据统计，目前我国的食品牺照装置的平均利用率还不到20%[39)，显然，我国的食品

牺照加工还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我们企盼着这一技术得到更大的发展。

5.S 小剂量剌激增产技术

我国早在 60 年代初就已开展了用小剂盐的核辐射剌激生物的研究工作，以促进其生长

发育、提高产量，曾先后对样蚕卵、鱼、虾及一些作物等进行中子等牺照研究，井取得了

可在的成果。

用小剂量的中子牺照样蚕或家蚕卵，可使蚕茧产量提高10%~20%，丝长增加。此项

技术已在河南、辽宁、山东、吉林等10 多个省市推广，截至1985 年已累计增收 300 多万

元，取{得导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阳H协川.3叫7η]

用小剂盘的中子牺照虾卵和幼{体卒'能提高孵化率和存活率，并能加速生长发育，产量

可提高 10%~20%，此技术已在渤海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示范试验和推广，直接经济效益

1000 万元[40.41) 。

我国核农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经济效益也是显著的。

6 获奖成果及其经济表现

6· 1 获奖成果统计

自 1978 年我国开始设立科技成果奖励以来，回家对全国各类科技成果授予国家级四大

奖共 8587 项，其中核农学获奖 35 项，占 0.41% 。截止 1992 年，我国核农学共获各类奖计

900 余项，兹将它在农业系统巾所占的比例列于表 2。核农学获省部委级以上的奖共计 500

项左右，占农业系统的 13%以上。这些结果表明，核农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越它

在农业系统中所占的比亚(I%~3.%) ，在总体上显示了较高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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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78-1992年核农学获奖成果统计

奖励类划 农业部系统奖敷 核农学部分 核农学所占比例.%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381 10 2.6

国家四大奖· 641 35 5.5

〈其中国家发明奖〉 (137) (11) (8.0)

省部委级奖 2780 460 16.5

其他类奖. • 630 400

合计 4432 905

"包括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侄雾里火奖.

.. ..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奖、各部门奖和各类专项奖等.农业部系统一程中此类奖不包括核农学部分

6.2 获奖成果经济表现

在荣我国家发明奖的11 项成果中，其中§项在1'" -. .t 'J 年间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达 200

亿元以上，平均每项成果每年创效益 1 亿元以 L.; 这些树果及其效益列于表 3.

表 3 核农学在国家发明奖部分成果敢益[叫

成果名称 受奖时间 统计期限 效益，亿元

高产、总产棉花新品种
1981 年 一1985 年

，鲁仰 1 号
57

早熟、硬位、大部型玉米
1982 年 1978"'-1987 年

自交系原武 02
8.95

橡胶树在北纬lB-24 皮
1982年 一1987 年

大面积种植技术
-150'

优良大豆品种铁丰18 号 1983年 一1987 年 5.67

利用原子能辐射引变育成
1983年 1980-1988年

水稻新品种原丰早
12-18

大豆新品种黑农26 1984 年 一1985 年 2.6

冬小麦新品种山农牺63 1985 年 1980-1985年 7.86

牧草绿肥新品种早熟沙打旺 1987年 1984一 3.3

β射线引变育成抗逆性强
1987 年 1984-1988年

的小麦新品仲川牺1 号
0.56

"节约 20 多亿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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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成果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早稻良种"浙辐 802"，最

大年推广种植面积达 120 万 hm
z
，现已在全国累计推广 1000 hmz ，是目前水稻品种种植面

积最大的一个，已连续 6 年累计创效益达 22 亿元 F "原冬 3 号"小麦在 1986-1993 年间累

计推广种植 100 万 hm
z
，创效益为 2.5 亿元;甘蓝型油菜新品种U甘油 5 号"，在 1985 至 1988

年间累计种植 122 万 h~12 ，总效益达 3 亿元以上。获部级技术改进奖的"应用同位京示踪法

研究氮肥增效剂的肥效和残留"，改进了施肥方法，提高了肥料利用率，仅此每年可创效益

达 3 亿元;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推广的星火项目"中子牺照刺敌对虾增产技术"，已在沿海地

区推广 300 多公顷，净增效益 100 万元左右，等等。

在核农学的获奖成果总数中，大约已有 20%以上的成果在生产中得到应用(这个比例

在高于"热性"农业科技成果 10%的转化卒，而大大低于"温性"成果 40%-60%的转化

率l~勺，在 1993 年之前的 25 年问累计创表现效益大约 250 亿元左右，年均约占全国农业总

产值的 0.16%0· 我国的核农学研究为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6.3 获奖成果妓益比较

通过对 1982 年全国获奖成果的比较可知，在全国170 项国家发明奖中，一、二等奖共

19 项，其中核农学奖各占1 项，占上述两种奖总数的10.5%，在上述 170 项奖中，年经济

效益在 0.1 亿元以上的共13 项，年创效益共31 亿元，其中核农学奖3 项，··占总项数的

23% ，年创效益 14 亿元，占总效益的 45% ，核农学项目的平均年效益为4.7 亿元，是其他

类项目(1. 7 f乙元fa) 的 2.76 倍。

在 1983 年国家科委批准的 214 项发明奖中，一等奖共 5 项，其中核农学奖占两项...;

在 1985 年全国首届发明展览会上，获得经济效益在 1 亿元以上的 33 项发明奖成果中，农

业方丽的成果占 22 项，其中核农学成果占 1 项:在 1978-1980 年的 976 项发明奖中，其

经济效益达 1 亿元以上的前 10 项均为农业成果，其中核农学奖占 1 项;等等，这些结果充

分说明，我国的核农学研究不但基础扎实，效益显著，而且它的成果己登上国家级的殿堂

井可与其他行业的佼佼者相比较。

7 生态效应

40 年来我国的核农学研究不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

应。

7.1 自然生态妓应

核农学是利用核素的特性(放射性衰变号质量差异〉提供的信息来揭示农业生产过理

的，因此它不破坏或耗损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反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恰是为了保护自然

环境并为之进行科学评价而发挥了作用，例如l利用示踪技术研究水土保持、资源开发、放

射生态评价等已取得一系列可在成果。

然而，利用核技术进行农业研究，势必存在核泄漏与核安全问题，由于我国公民的核

知识及核安全意识缺乏，加之管理不善，40年来我国农业系统登记在案的大小核事故将近

* 1993 年 f中国年鉴 3 所报道的敖据计算，在 1986 年一1991 年间，全国农业，也产值年平均为 6100 亿元.

..橡胶树北移载培技术、玉米自交系原武 02、鲁棉 1 号.

…铁丰 18 号大豆、原丰早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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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核事故(不含军工系统〉总数的 5%，产生了一定的负生态效应.但我国核农学研究

导致的核事故在全国核系统中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事故级别及事故率在不断降低，由此所

产生的负生态效应定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

7.2 人文生态效应

随着科学的普及，核技术已深入到国民经济乃至人民生活当中.很多非核、非农的科

技人员在 80 年代之前还完全不知"原子能农业应用〈核农学)"为何等神密事物，如今已

有不少人丁解到它的部分梗概，有的甚至对核技术能在农业上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惊喜，尤其在1983 年全国举办核科学技术应用巡回展览之后，原子能农业应用已在全国

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国的核农学研究队伍骤然焕发了新的生机，产生了正的人文生态效

应。

7.3 社会生态效应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核农学研究及其成果已被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每年大约产生500

600 篇公开发表在各种载体上的文字与声像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报道材料中，约有

14.4%是通过新闯媒体传描的I313，其中包括报纸、广描和电视，社会影响很大.在我国核

农学研究的队伍中，除了专业研究机构之外，非核、非农系统的研究占30%-40%之多[311 ，

在地域上遍布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省)，形成了一个密布的有机群体，并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生态效应。

8 科技投入及效益分配走向

近 40 年来我国的核农学事业迅猛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核农学效益的分配走向及其对该学科发展的影响。

8. 1 科技技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六五"以来的 15 年间，社会对我国专业核农学研究机构的资金总投

入约为 1.22 亿元，其分项费用及其动态变化列于表 4..

表 4 1981-1995 年我国核农学的资金投入/万元

时间

1981-1985 韭民

1986-1990 年

1991-1995 年

合计

事业费

1000

1500

1700

4200

科研货

960

1300

1400

3660

基m费

500

1200

1500

3200

其他·

50

400

650

1100

合计

2510

4400

5250

12160

键含外资〈巴折合为人民币).

由表可见，若前 10 年我国平均物价上涨指数按10%、后 5 年按 11%计算，事业费基

本持平，保持者不变水平(增额主要体现在职工工资的提高)，科研费在前 10 年稍有上升，

而到"八五"期间则出现明显的负增长z 基建费在资金投入上增长势头较大，主要是我国

大型农用辐照装置项目的上马;在其他资金来源中，除吸收部分外资用于合作研究外，主

要是横向投入，尤其近5 年主要是来源于技术开发。

综上所述， 15 年来科技的社会总投入虽呈上升趋势，但幅度很小，其中上升额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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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基建项目的上马，而科研经费则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近年来我国核农学研究出现萎

缩的直接原因。

8.2 科技技人产出比

通过对所述的核农学研究成就及其效益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核农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特别是获奖成果都是在"七五"以前完成的.这些成果所产生的效益大部分是在1980-1990

年这 10 年间发挥出来的。事实上，在"六五"乃至"七五"期间的成果都是在此之前甚至

是在 70 年代完成的，而那时正是我国核农学研究得到的社会投入的力度最大因而产生的效

益也最为丰硕，即科研的投入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据此，我们不难计算出我国核农学研究

的科技投入产出比z 在 1981 年至 1995 年问科研总投入为366tJ万元，若再加上前期投入

0971-1980年间约计 1500 万元).总计 5160 万元，而同朋所产生的总的表现效益(包括

宏观社会效益和微观直接经济效益)约为250 亿元，由此计算出的科研投入产出比为1 I

480. 此值和报道的结果[Z7] 0 I 650-800) 稍有差异，主要与所考察的年限有关。

通常在考察科技投入产出比时，科技投入应包括事业费、科研费、基建费等，在 1971

年至 1995 年问我国核农学研究包括上述各项的全部科技投入 0971一1980 年间按 3200 万

元计)总计约为 1.53 亿元，再加上约有 1000 万元的科技成果推广费，这样总投入约为 1.6

亿元，而核农学研究总的表现增益为 250 亿元，扣除其他物化因素，并乘以适当的缩值系

数，这样有效增益约为 50 亿元，据此计算出的科技投入产出比为 1 1 31 ，我们可以比较一

下国内外农业科技投入产出比的水平[33] :

美国 1939一1970 年 1 18-10

前苏联 1971一1976 年 1 I 7.......8

中国 1972一1980 年 1 I 5.13

1981一1985 年 1 I 34 (全国获奖成果平均值)

1988 年 1 I 8 (全国 u丰收计划")

1991 年 1 I 6. 17 (全国直大科技成果平均值)

1971一1995 年 1 I 31 (核农学，本文〉

意大利 70-80 年代 1 1 5 I. 4(辐射育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另一组数据[叫，即我国将 1 元钱直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仅获得 2

元的效益，投入到科研中则可获得 6 元的效益。而投入到核农中可获得 31 元的效益，这个

值和l全因获奖成果的平均值相当。

通过这些数据的比较，再一次地说明我国核农学的效益在国内外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8.3 蚊益分配走向

如上所述，在1971 年一1995 年的 25 年问我国核农学研究累计创经济效益达250 亿元

左右，其中直接经济收益即核农学研究机构直接得到的实思还不足3000 万元，仅为总效益

的 0.1%左右，而且其中约有80%是农副产品的辐射加工收益所贡献的，仅有20%是由育

种和其他技术收益贡献的，换言之，核农学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几乎完全是"社会"效益，受

益的是广大农民，直接的体现是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即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核农学研究虽然为国民经济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然而自"八五"以来研究工

作却被日益紧缺的经费所困扰，工作开展举步维艰，有许多正在深入研究的工作到了濒于

中断的状况，这些状况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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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内外核农学发展水平比较

我国核农学研究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在其基础理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本队伍的培

养等方面业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有些研究成果已跃入国际先进行

列。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就整体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包括开发工作和

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时间上大体落后 10一15 年，某些领域甚至还长。现就

若干项内容与国外的比较列于表 5.

表 5 国内外核农学发展水平比较

对比项目

学术机构

核农学研究

辐射语交育神

起步年份

第一个品种问世

育成品种总数

经济效益

国外

1966 年巴西核农学研究中心

(CENA) 成立

1970 年欧洲核农学技术学

会 (ESNA) 成立

1923 年匈牙利将同位素

亘里韭主用于农业

1928 年

1930 年首先育成大麦突变品种

-19:13年全世界 140 多种植物，

1722 个品种

1975 年法国"Delta" 水韬

推广面积占法水筒的 62% ，

英国 "Cal rose76" 水韬

种值面积占加州71<稽的 74% ，

美国抗病胡恨和薄荷

新品种 "Marray mitcham". 创

效益达 2000 万央元，

日本"黎明"水韬年效益 10 亿日元，

1980 年意大利 "Creso· 硬拉小麦年创

效益 960 万炎元，

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 "Diamant" 小麦

及其衍生

品种占欧洲描伸面积的 54.6% ，

保加利亚"Solia3· "大麦

占牙大捕的 90% ,

德国 "Nadia Trumpl"大麦占全国 33% ,

印度抗病玉米效益 400 万英元，

巴基斯组水翻新品种 "Reshmir

Basmat" 年

中国

1960 年中国农科院原子能

利用研究所<IAAE) 成立

1979 年中国原子能农学

会 (CSNAS) 成立

1956 年开鹿原子能农业

旦旦直直

1956 年

1964 年首先育成水韬突变品种

一1993 年 37 种植物. 408 个品种

一1993 年农作物年效益 50 亿

元人民币，种植面积

累计占全国拚地的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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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目 国外 中国

效益 240 万美元，

;It展中国家每年创收益达 20 亿美元，

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

经济效益

土壤肥料上应用

50 年代英苏两国合计每年达

"∞亿英元，

罗马尼亚年效益 36∞万美元，

斯里兰卡年效益 350 万美元，

农业工程上应用

农用标记化合物

昆虫辐射不育

研究品种致

中试品种It

规惧效益

全世界>500 种

全世界>200 种

全世界 30 件

1950一1970 年，荧国根除羊皮螺旋蝇，

年创效益 1.2 亿美元，

1977一1982 年，日本根除瓜实纯

和东方果蝇，

1979-1982 年，墨西哥全挽根除地中海

果蝇，年效益 15 亿美元，

食品牺照加工

装源量

商业化起始时间

首批上市时间

1969 年硝~ 20Ci lOCO ，一1985 年 30 万 Ci

70 年代末期，

1966 年加拿大〈马外薯) I

1958 年前苏联(马铃薯) I

1973 年日本(马铃薯九年处理量

15000 吨，

批准上市品神敖 一1993 年. 36 个国家计 80 多神食品，

1000 多种调味晶，

80 年代意大利，洋葱和大蒜年处理量

25000 吨，马铃薯 5000 吨 z

规概与产值

一1993 年 15 年累计 17 亿元

人民币，

计
'
'

合
币


支
民
-

节
人
一
种

收
元
一

ω

创
万
-
〉

年
∞
一
年

句
S
P
a
-
"

。

n
"
'
·
E
a
-
-

向
U
A
W

nwnud--

一1993 年>10 种

3 种

一1980 年成功地进行了

玉米蜒规模释放试验

一1990 年成功地进行了柑桔

大实现的规模将放试验

80 年代中剔，

1984 年〈大蒜等}

一1994 年. 10 种〈食品}

一1993 年各种食品累计达 5 万吨，

效益 1.5 亿元人民币，

荷兰处理香辛料每年 1000 吨 I 1993 年大蒜 1.4 万吨，

保加利亚年处理洋葱 6000 吨，

1982 年比利时处理干菜及香料计 1000 吨，

辐射加工产值 1989 年全世界总产值 100 亿荧元， 1993 年 4 亿元人民币，

10 小结

我国核农学研究已历时近 40 个春秋，在我国科学体系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在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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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大约占有 1%~3%的比重.我国的核农学研究水平相当或略高于国内平均科研水

平，有些领域已达国际水平。我国的核农学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和

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1970-1985 年间，由于科学的春风吹抚大地，从而核农学科研工作得到国家及各级政

府的经费支持，成绩突出，效益显著，是我国核农学事业蓬勃发展时期。

然而，自 1986 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核农学这株奇商在风雨中摇摆，经费萎

缩，加之农业科研自身研究周期长，应变能力低，关键技术可控性差、社会对其投入机制

尚未形成，与市场的结合点还很脆弱，因此未能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核农学的发展

仍面临着一波三折的崎坦道路。

我国核农学研究队伍有着较好的科研素质和坚实的基础，近 40 年来全国 2000 余名核

农学科技工作者风雨同舟，团结协作，取得了累累战绩，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发扬优良传

统，不懈地探索、追求、继往开来，定能闯过当前难关，迎来我国核农学发展的又一个春

天。

本工作得到了全国各有关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和通力协作，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数

据和史料 E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又承蒙黄彬、王琳洁、温贤芳等研究员的指导和审阅。在此，

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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