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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优势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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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作为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具有良好的科学传统，创造了卓越的基础科学成就，也奠定

了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英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历史的教训。文章简
述了英国自17世纪以来各重要历史阶段科技创新发展的历程，系统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科技创新战略的

演进特征。最后，从持续保持基础科学优势、积淀深厚的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构筑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推进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等方面总结了英国科技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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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近代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之一，是第一次工业

脱节、科技创新乏力等问题，不断加强对科技创新的引

革命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科学传统。 16 世纪以来，

导和支持，布局关键科技领域，建立科技与产业之间的

英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达尔文、

协同机制，将基础研究优势转化为创新动力，推动经济

法拉第、卡文迪什、汤姆逊、麦克斯韦等在经典力学体

社会发展[2]。

系、进化论、电磁学和微积分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为现

1 英国科技创新的历程

代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英国的科学技
术实力特别是基础研究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英国通

1.1 17 世纪，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转

17 世纪，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科学体制，培育了追

变。但从 19 世纪末开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

求卓越的科学传统，奠定了深厚的科学根基。文艺复兴运

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逐渐衰退，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被

动为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思想解放的基础。英国资产阶级

超越。进入 21 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针对科技与产业发展

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思想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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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环境，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条件[1]。海外

聚后，逐渐呈现了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趋势。例如，英

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张使机械发明受到重视，航海业刺激

国在电磁学领域拥有开创性的科学成就，但在以电力技

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英国率先建立了专利制度，

术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兴起时，却未能抓住发展先

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发明者的热情。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

机，电机、变压器、二极管等关键性的技术发明源于英

标志着科学组织的建制化形成，促进了科学交流和科学

国，却最终在德国和美国得到大规模产业应用 [4]。工业

价值观的普及。这一时期，英国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

革命带来的经济高度发达反而导致英国在这一时期科技

学家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如

创新动力不足。此时，英国有大量国家资本用于海外投

培根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实验科学、近代归纳法的创始

资，社会生活呈现贵族化和绅士化，企业家安于现状、

人，深刻影响了英国科学思想和文化的形成；牛顿建立

惧怕技术更新带来损失，科技发展依靠个人活动、教育

了经典力学理论体系，主导了 17—18 世纪的物理学；波

相对滞后，国家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十分有限。 19 世纪

义耳阐述了化学元素的定义并将实验法引入化学研究，

下半叶，英国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

[3]

确立了化学作为科学的独立地位等 。

1.2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英国诞生了工业革命

善，政府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也缺乏系统连贯的政策指导
和合理投入；而美国和德国则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以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催生了英国工业革命，

电力、化学和汽车为核心的技术和产业，生产制造能

科技与生产结合促使英国成为引领世界的工业强国。工

力大幅提升，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分别在 19 世纪 80 年代

业革命始于纺织业，飞梭、珍妮机、水力纺织机等技术

和 20 世纪前 10 年超过英国[5]。

发明及应用。瓦特对蒸汽机的重大改良解决了关键的动

1.4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英国政府对支持科技的态度

力问题，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纺织业并进一步扩散到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军事和国家竞争力相关的

矿、机械、交通、冶金等工业部门，机器代替手工劳

科技领域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第一次世界大

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推动工业革命走向高潮[2]。第

战暴露出英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工业领域长期积累的弊

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科学事业生根于伯明翰、曼

端，促使英国政府意识到支持科技的重要性，意识到现

彻斯特、利兹等制造业发达地区，尤其是月光社①的成员

代工业国家的发展必须依靠系统组织的科技活动。因

均重视科学知识的应用及工艺技术的革新，在一定程度

此，英国政府开始积极投入科技与教育事业。尤其是第

上促进了科技与工业的发展及相互结合[4]。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投入的研发经费快速增长。英

1.3 19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错失新工业革命的良机

国的科技与产业开始服务于战争，一些重要的科学发

英国在电气技术革命中错失发展良机，科技和工业

现和技术发明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卢瑟

优势地位逐渐被美国和德国取代。 19 世纪英国在物理

福提出原子核式结构模型（ 1911 年）并实现人工核反

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成就依然突出，如道尔

应（ 1919 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1928 年），罗伯

顿提出原子理论（1803 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

特 · 瓦特发明雷达（ 1935 年），惠特尔发明喷气式发动

并发明圆盘发电机（1831 年）、麦克斯韦建立电磁理论

机（1930 年）等。此外，英国在量子物理、天文学、数

（ 1873 年）、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 1859 年）等。

学和生物学等传统优势领域也取得许多突出成就。20 世

19 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财富的高度汇

纪下半叶，冷战对峙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

① 月光社是由十几位生活在英格兰中部的科学家、工程师、仪器制造商、枪炮制造商在 1756 年组成的社团。1765—1813 年，成员们定期
在英格兰的伯明翰聚会。起初学会的名称为月光派（Lunar Circle），1775 年正式更名为月光社（Luna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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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兴起，英国重点投入原子能、航空航天、军事技术

张，推动了核工业、航空业等新工业的产生；英国在第

等领域，飞机、雷达等制造技术达到欧洲领先水平。同

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设立“工业研究协会”，政府配

时，英国布局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等战略领域以促

套支持企业开展应用研究，先后成立了 20 个工业研究协

进经济振兴，其中在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领域的成果

会，覆盖约 50% 的工业行业[6,9]。

最为突出，如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953 年）、单克

1915 年，英国成立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管理政府实

隆抗体技术的发明（1975 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

验室，支持工业研究协会的研发活动。1918 年，内阁大

（1978 年）以及克隆绵羊的诞生（1997 年）。不过，英

臣理查德 · 霍尔丹等提出有关政府如何组织科技活动的

国的电子信息技术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开始落后于美

建议：认为科研工作应该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不宜有

国、日本和德国[6-8]。

过多的行政干涉和过度集中化。“霍尔丹原则”深刻影

1.5 20 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竭力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响了英国政府的科技管理工作。1920 年，英国医学研究

英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重科学、轻应用、科研成果

理事会（ MRC ）成立，资助医学及相关生物学领域的

转化缓慢、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等问题。20 世纪 90 年

研究，这种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研究资助模式逐渐推广到

代开始，英国政府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将科技发展

农业、自然环境等领域。大学在基础研究中占有主要地

目标转向服务于经济发展。21 世纪以来，发展知识经济

位，1919 年英国政府改组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主管政

成为英国科技、工业和商业共同的目标。英国立足于深

府对大学的资助，政府的资助力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厚的科学基础和优良的科学传统，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

间大幅增加。大学承担了许多战时的研发工作，原来依

体系，努力保持高水平和高效率的科研产出并着眼未来

靠私人捐助的大学在战争结束后逐渐演变为由公共资金

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资助的机构[6,9,10]。

加强科技、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至今，英国

2.2 冷战对峙促使国防研发占据主导，冷战后期开始转

仍保持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

2 英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演进特征

向民用研发

二战结束后，英国科技政策受到冷战对峙的影响，
全面参与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争，重点发展原子能、航

英国科技政策肇始于两次世界大战，在科学传统、

空、导弹等国防科技，研发经费以政府为主导并持续增

社会思想、国家发展、国际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长。 20 世纪 60 年代，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土崩瓦解，经

英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不断优化，科技与创新已成为英

济停滞不前，国际地位明显下降，伴随着冷战缓和、国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防技术研发热潮的冷却，科技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科技

2.1 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政府大规模投入科技与教育事业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依然雄厚，

但技术装备落伍、工业衰退，许多战备物资依赖进口，

投入优先领域选择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英国政府开始
将科技发展的重点转向民用研发，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
整。

科技人才短缺，战争的迫切需求促使政府担当投资和组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存在的“重科学、轻技术”

织科技与教育事业的重任。英国政府通过成立政府实验

现象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少、经济效益差等问题突

室、支持工业研究协会、增加对大学的拨款等举措支持

出。撒切尔政府（1979—1990 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

研发和人才培养。政府重点支持军事装备和工业领域，

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向私营企业

其次是卫生和农业领域。战争期间政府实验室不断扩

倾斜的科技政策。一方面，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

486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5 期

基础科学优势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革，减少对“近市场”研发的公共投资，鼓励企业增加

和改进研究生培养计划、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1]。其中，

研发投资，企业逐渐在研发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 [11]。另

技术预见至今仍持续开展并产生深远影响，其面向科技

一方面，政府积极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设

和经济长期发展，凝聚政产学研各方智慧，识别战略性

立“联系计划”、发展大学科技园等举措，加强产学研

研究领域和新兴技术，着力支撑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优

之间的联系；调整基础研究布局，在大学建立交叉学科

化领域布局和科研资助方向[1,15,16]。

研究中心；顺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注重信息、生物和

2.4 新世纪之交，以发展知识经济为核心构建国家创新

新材料等战略科技领域的发展以振兴经济。例如，制定

体系

“阿尔维信息技术研发计划”“信息工程先进计划”等

世纪之交，英国连续发布了多个以创新为主题的白

高技术重点研发计划。此外，还采取了削减国防研发经

皮书，反映出知识经济浪潮下国家发展对科学与创新的

费、推进公共科研机构私有化改革等举措[12-14]。

依赖和需求。1998 年发布《我们竞争的未来：建造知识

2.3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明确以科技推动经济振兴为目标

驱动的经济》白皮书，将发展知识经济作为英国制定科

进入20世纪末，英国政府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

技、工业和贸易政策的基石。 2000 年发布《卓越与机

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状况：基础科研优势与科技成果应

遇——面向 21 世纪的科学与创新》白皮书，是英国 21 世

用于产业的弱势形成了强烈反差；政府缺乏清晰的科技

纪发展科学与创新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科学是推动社会

政策主张和有效的执行机制，科技人才培养也存在一系

前进的动力，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关键，二者结合是英

列问题等。英国政府认识到，应该在保持英国卓越科学

国 21 世纪科技政策的核心[8]。此外，2001 年发布的《变

基础的同时，通过科技界、工业界和政府的紧密结合促

革世界中的机遇——创业、技能和创新》，2002 年发布

进经济发展。为此，英国政府进一步改革分散的科技管

的《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和技术的发展战略》，

理体制，1992 年内阁成立科学技术办公室（OST ），由

都体现了以创新促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8,17]。

政府首席科学顾问负责科技政策与管理事务。为了科技

为了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政策与工业政策更加协调统一，1995 年 OST 从内阁并入

英国 2004 年首次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科学

贸易与工业部，保持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职能[1,8]。

与创新投入框架（ 2004 — 2014 ）》（以下简称“十年框

1993 年，英国发布了首个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架计划”），提出英国科学与创新的发展目标是建立英

《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白皮书，

国的科学与创新体系，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知识

明确提高国家竞争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生活质量是

中心[15]。2006 年，英国调整十年框架计划，提出建设创

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该战略强调科技发展是英国经济

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将健康领域纳入国家研发投入

振兴的关键，英国要在保持科学领域优势的同时，加

的总体框架，提出 5 项关键政策：① 促使科学领域的公

强科学、工程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发掘科技潜力并服务

共投资通过创新路径对经济产生最大的影响；② 提高研

经济增长。该白皮书第一次明确了科技为国家创造财富

究理事会的运作能力；③ 支持卓越的大学研究；④ 支

的目标，改变了政府不介入“近市场”研发的政策。由

持世界级水平的健康研究；⑤ 加强科学、技术、工程与

此，推动了一系列新政策和举措的实施，包括开展技术

数学（ STEM ）教育 [16]。从十年框架计划实施看，研发

预见、发布科学工程与技术展望、成立科学技术委员

经费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保持了持续增长，带动了私

会、重组研究理事会、私有化改革公共科研机构、开展

营资本对研发的投入，理工科学生和科技劳动力资源增

全民科普运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计划、支持大学科研

长迅速，创新对于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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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达到了 63%[18]。

业提供金融、财税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帮助；积极参

为适应全球化趋势增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

与全球科技创新活动，通过“牛顿基金”等方式发展

英国 2008 年发布《创新国家》白皮书，提出建设一个通

全球科技伙伴关系 [23]。随后，制定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

过创新带动全社会繁荣的创新型国家，营造最佳的创新企

战略或路线图，如“新兴技术与产业战略 2014—2018”

业和公共服务方面环境，构建以政府为引导，企业、机构

（ 2014 年）、“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 2015 年）、

和个人等全社会参与的创新体系，关注创意设计、公共服

“英国动物替代技术路线图”（2015 年）、“英国合成

务等“隐性创新”，强调开放创新和创新国际化[19,20]。

生物学战略计划”（2016 年）等，政府引导未来新兴技

2.5 金融危机后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术研发投入和商业化投资，以期形成新兴产业并快速占
领全球市场。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

近年来，英国进入“脱欧”程序之后，科技创新

焦点。为促进经济复苏，2011 年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

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政府采取一些改革举措应对变化。

部发布《面向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提出一系列完

2015 年，以皇家学会会长保罗 · 纳斯为首开展了对研究

善英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创新生态系统作用，促

理事会的评估及建议，英国政府据此改革科研与创新资

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将生命科学、纳米技术、高附

助体系。2017 年 4 月颁布《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案》，成

加值制造业、数字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作为优先发展

立英格兰研究署，承接原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资

战略领域。2012 年，英国政府依据技术预见成果，提出

助大学科研活动和知识转移的职能；组建国家级科研资

了 8 项重要技术领域：大数据、卫星和空间技术、机器

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由 7 个研究理

人和自动化系统、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技、

事会、英国创新署和英格兰研究署共同组成，汇集 60 多

先进材料和储能技术

[21]

。随后，英国把知识密集型服务

亿英镑科研预算，将政府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创新的投资

业和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相继出台了 11 个重点产

纳入清晰统一的战略框架，该机构已于 2018 年 4 月正

业战略规划，包括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农业技术、汽

式运行 [23]。为振兴“脱欧”后的英国经济，英国政府在

车、建筑、信息经济、国际教育、核能、风能、石油和

2017 年 1 月发布《构建我们的工业战略》绿皮书，将投

天然气、专业和商业服务，政府与产业建立长期战略伙

资科研和创新作为 10 项核心政策之一，针对研发投入强

伴并共同培育商业机会[22]。

度较低、科技成果转化不足、试验开发阶段投入比例较

2014 年，英国发布了面向未来 10 年的科学与创新

低等问题，提出至 2020 年增加 47 亿英镑政府研发投入，

发展新规划——《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与创新》。该

设立“产业战略挑战基金”，激励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和

规划将发展未来新兴技术及新兴产业作为优先领域；政

技术转移，评估企业研发的税收环境等举措。经过社会

府在继续保证英国的优势地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辅

各界的广泛征询，英国政府于 2017 年 11月正式推出《产

助建立科技和产业之间长期有效的投资和转化机制；

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白皮书，聚焦新技术革

2016 — 2021 年计划投资 59 亿英镑用于科研基础设施建

命带来的全球性变化趋势，指出英国未来面临的四大挑

设；强调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人才培养；支持

战（人工智能、清洁增长、未来交通、老龄化社会）和

开展卓越性研究活动；开展对高校和研究理事会的外

实现经济变革的五大基础（创意能力、人力资源、基础

部评估；持续激励创新活动，继续建设技术创新中心

设施、商业环境、区域发展）。在促进创意的涌现和转

（至 2018 年已建成各类技术创新中心 10 个）；向企

化方面，白皮书围绕政府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创意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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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化能力、区域科技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及全球科学

得英国国民对科学的追求近乎狂热，而皇家学会、月光

与创新合作提出相应政策，核心举措包括：未来 10 年将

社等科学社团的成立又助推了人们的这份热情，营造了

研究和开发（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

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时，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

例从 1.7% 提升至 2.4%，未来 5 年将政府研发投资从 95 亿

的创新文化在科学革命后也逐步得到确立。历史学家确

英镑（2016 年）提升至 125 亿英镑（2021 年）；将企业研

认，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必要的科学知识早在其 100 年前

发税收抵扣率提升至 12%；为“产业战略挑战基金”再投

的科学革命就已存在，只是等着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社

资 7.25 亿英镑（第一轮已投资 10 亿英镑支持机器人、新

会条件成熟；或等待一些自学成才的天才发明家，如纽

能源电池、制药、卫星等关键技术领域创新）等[24]。上述

科门、瓦特等，将现有的知识和工艺技术结合为具有决

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将有助于英国重振创新经济。

定性影响的新技术。

3 经验与启示

3.1 雄厚的科学基础是英国崛起和发展新经济的源动力

另外，创新文化需要制度保障。英国早在 1624 年
就颁布了《垄断法》，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专利制度的国
家。1852 年，英国推出《专利法修正令》，成立国家专

英国作为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的崛起与其深厚的

利局，此后逐渐将版权、设计、商标等管理职能纳入，

科学积淀密不可分：实验哲学思想的产生以及数学、力

并于 2007 年更名为英国知识产权局，以更好地服务于各

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和

类知识产权领域，促进了英国新兴经济产业尤其是创意

文化基础；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组织的建制

产业的发展。400 多年来，英国逐渐形成了健全的知识产

形成，其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科学

权法律、执法和司法体系，建立了便捷高效的综合性管

发展及民众对科学的认知，使得科学成为一种文化和信

理机构，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并根据工业

仰；月光社的建立促进了科学、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

发展、商业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知识产权制度，扩大保护

这些科学基础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工业生产需

范围，不断激发社会创造和创新的积极性，将成果转化

求相结合，形成了推动工业革命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体

为生产力和社会效益。

上看，英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反映在不同时期的科

3.3 高质量、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新经济发展的强

技政策中；英国的高校重视精英教育和基础研究，拥有

大后盾

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实验室；科研活动受到政府双重资

英国具有悠久的科学传统和深厚的科学基础，学

助体系的支持。这些条件使得英国更利于产生基础性、

科体系均衡完备、优势突出。英国在生物学、医学、环

理论性的科学突破，在基础研究领域保持高效率的产出

境、物理、数学、空间科学以及商业管理、社会科学等

和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在生物、空间、新材料等领域的

领域的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剑桥大学、牛津大

卓越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撑了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高技

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吸引

术与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科学基础是英国技术创新和

了全球大量优秀人才。英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位居

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同时，英国保持了较高的科

3.2 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沃土

研产出效率。根据 2013 年的科研绩效评价结果，英国

科学革命在工业革命和英国后续崛起中的重要性不

以世界 0.9% 的人口、3.2% 的研发经费和 4.1% 的研究人

仅仅体现在诸如力学和数学科学理论的突破上，还体现

员，获得世界 6.4% 的期刊论文（世界排名第三位）、

在科学革命所倡导和培育的“发现精神”。科学革命使

11.6% 的引文（世界排名第三位）和 15.9% 的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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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第二位）[25]。

显的技术优势。近年来，英国积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英国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高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

布局新兴技术领域，促进产学结合，建立技术创新中心

英国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作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负

网络持续催化创新；努力改进技术研发与应用不足的弱

责制定科技政策和预算，在科技资源统筹上发挥重要作

势，重点发展大数据、卫星和空间技术、机器人和自动

用，协调各政府部门以及研究理事会、高等教育拨款机

化系统、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先进材料和储能技术

构、英国创新署、英国皇家学会等非政府部门的预算和

等新兴技术以及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

提请议会批准，并由政府科学办公室和政府首席科学顾

业，使其成为驱动英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问协调科研经费配置。英国科研的双重资助体系强调稳
定、协同和竞争并重，由非政府部门独立负责管理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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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Science Advantage Instills New Power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ay of United Kingdom Becoming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LIU Yun1* TAO Siyu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As a sour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ttributed to a decent scientific tradition,

Britain has created remarkable basic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Britain to become a powerful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tain has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ll major historical stages in Britain since the 17th centur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K’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two world wars.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Britis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e., to maintain the basic
scientific advantages, to accumulate deep scientific spirit and innovation culture, to build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new era,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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