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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

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各领域学术带头人,有效推动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建设和

发展.本文依据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３９８８个“杰青基金”项目的资助信息,
简单介绍了“杰青基金”的资助情况,借鉴文献计量学主题演化思想,总结归纳了基础研究学科演化

的特征与趋势,分析了“杰青基金”在推动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结

果表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支持优势学科,扶持弱势学科,鼓励交叉学科,促进学科协调演化

等方面释放了巨大动能,有效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学科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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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
是我国为促进青年阶段高层次人才的成长,鼓励海

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科学基金.

１９９４年春天,“杰青基金”作为我国国家层面上第一

个面向４５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专项科学

基金,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批共有４９位学者获得

该项基金的资助[１].截至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已累

计资助基础研究领域各学科领军人才３９８８名,为科

技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支撑.经过多

年的发展,“杰青基金”在把握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前

沿、引领学科发展、解决关键科技问题、抢占科技制

高点、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
科技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２].

学科是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学科

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实现重点突破与跨越、推动科

学进步与创新的重要保障[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其他资助学科

发展的主要部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相比,其资助活动有着独特的

于璇　理学博士,助理研究员.２０１７年至

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 人

才处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项目

资助政策与管理.

地位和作用,它直接资助基础研究项目和人才,以此

推动学科发展.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

“科学基金”)设立之初,就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组

织架构,并按照各门学科组织项目申请和评审.基

于中国基础研究的特点和满足学科发展不同层次的

需要,科学基金的资助涵盖了数理、化学、生命科学、
医学、地球科学、材料与工程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

科学等学科,基本覆盖了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的各个

学科领域;同时科学基金在学科分类基础上设置分

类编码,经多次大规模调整和修订,目前已形成一个

多层次、综合性编码体系,亦称“申请代码”或“学科

代码”.科学基金学科申请代码由于有服务于科学

基金项目管理的目的,与传统学科概念并不完全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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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不可否认,学科申请代码可以被申请人用来确

定研究定位和聚焦研究内容,有着引导学科发展的

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基础研究相关“学

科”的资助重点和发展情况[４].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杰青基金”作为行之有效

的促进我国高层次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

要途径之一,在过去２５年里,为大批有才华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在国内开展高水平的研究构筑了良好的

物质基础,稳定和吸引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回国

工作,并在促进优势学科国际化发展、扶持薄弱学科

全力追赶、培育新兴交叉学科迅速崛起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和“基金委年度

报告”中的“杰青基金”数据比对结果作为分析依据,

涵盖自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８年获“杰青基金”资助的学者

共３９８８人,在简要介绍“杰青基金”资助情况基础

上,以学科代码为标识,将主题演化思想融入到学科

布局分析中,梳理了基础研究学科发展过程中呈现

的发展规律,并借助ITGInsight等可视化软件工

具[５],分析了“杰青基金”在推动基础研究学科发展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１　立项与资助情况

１９９４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杰青基金”,旨
在解决当时我国科研队伍人才老化、后继乏人等问

题,资助青年学者独立科研,支持其自主选择研究

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并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未来

职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２].该基金为受资助的青

年学者在今后几年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充分发展提

供保障,这个良好的开端也为基金获得者后期成为

各自领域内的学科带头人,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科

学事业发展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６].
自批准设立以来,“杰青基金”遴选和培育了

３９８８名青年领军人才,资助范围涵盖８个科学部

的数 百 个 分 支 学 科 领 域[７],包 括 数 理 科 学 部

５８３人、化学科学部５６９人、生命科学部６４８人、地
球科学部４１５人、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７１２人、信息

科学部４７９人、管理科学部１２５人以及医学科学部

４５７人.“杰青基金”资助的基本情况(按科学部统

计)如表１所示.
回顾２５年的发展历程,“杰青基金”的申请条件

与资助模式发生过多次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是坚持

本土培养与海外延揽并重的定位[２].为应对日益激

烈的国际竞争,弥补实际科研需求的增长,“杰青基

金”的资助强度和规模不断增加[８],目前资助强度已

由设立初期的６０万元/人增加到４００万元/人;资助

规模从建立之初的４９人逐年增长并稳定在当前的

２００人左右.截止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项目的累计

申请量共３４４７６人次,实际资助３９８８人次,获得

“杰青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众多.近年来,科学基

金人才项目申请量不断激增,目前“杰青基金”项目

的年申请量已突破３０００项,并呈现缓慢增长的态

势.随着我国基础研究的高速发展,青年人才数量

增长加速,“杰青基金”的竞争日益激烈.由于资助

量保持稳定,“杰青基金”的资助率出现逐年下降趋

势,目前资助率不到７％,远远低于设立初期２５％左

右的资助率,具体情况如图１所示.

表１　“杰青基金”资助基本情况(按科学部统计)

科学部
资助项数

(项)
资助项数

比例(％)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金额

占比(％)

A．数理科学部 ５８３ １４．６２ １０８１７８ １２．９０

B．化学科学部 ５６９ １４．２７ １２６１８０ １５．０５

C．生命科学部 ６４８ １６．２５ １２６６９０ １５．１１

D．地球科学部 ４１５ １０．４１ ８９２４０ １０．６４

E．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７１２ １７．８５ １５６６１０ １８．６８

F．信息科学部 ４７９ １２．０１ １０９４１０ １３．４７

G．管理科学部 １２５ ３．１３ １９７７４ ２．３６

H．医学科学部 ４５７ １１．４６ １０２４９０ １２．２２
合计 ３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８５７２ １００．００

　　注:医学科学部自２００９年从生命科学部分离正式设立,
表格数据由项目批准号统计得出,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

的统计数据根据申请代码进行了调整.

图１　“杰青基金”申请资助率年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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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与基础数据

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是将数理统计和

计算技术等数学方法应用于定量分析科学活动的投

入(如科研人员、研究经费)、产出(如论文数量、被引

数量)和过程(如信息传播、交流网络的形成),从中

找出科学活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分支学科.其定量

研究的领域涉及科学技术和其他重要学术情报的定

量研究;情报的产生、传播和使用的定量研究;图书

馆、档案和数据库等定量研究,以及情报方面的数学

模型研究[９].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

的各个领域都带来巨大的革新,日益电子化、数字化

的信息资源让人眼花缭乱.如何从海量资源中获取

价值信息并进行有效的知识挖掘,探索信息资源的

本质与规律从而得到参考和借鉴,已成为科学计量

学的研究重点.主题演化作为科学计量学的重要方

法之一,可以反映研究主题随时间的变化,包括主题

内容或强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对科研人员

来说,跟踪主题的后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题.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大规模数据,并且按照时

间片来获取研究主题的演化特征,非常具有实际

意义[５].
主题演化可以体现主题随时间变化的新陈代谢

过程,反映某一主题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其原

理是使用固定时间窗口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数据进

行划分,在每个时间段内以论文中的关键词作为主

题表征,分别构建共词网络,接着对该网络进行处

理,通过社区发现算法找出每个时段上的网络社区,
并为每个社区赋予主题标识.利用相关性算法,探
测前后时段中网络社区间的相似性,以此确定社区

间的演化关系,即整个研究主题的演化过程[１０].共

词网络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差异揭示了主题是如何演

变的.例如,一些主题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或消失;一
些主题在演化过程中获得或失去重要性;另外,有些

主题则与其他主题合并或分裂.
本文借鉴主题演化的分析思路,选取自１９９４年

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３９８８个“杰青基金”
项目的资助信息作为基础数据,提取每个“杰青基

金”项 目 申 请 时 的 一 级 学 科 申 请 代 码,使 用

ITGInsight软件将“杰青基金”８个科学部的一级学

科申请代码资助情况绘制成学科演化图,来反映某

一学科申请代码的资助规模及其演变情况.该图可

以展示学科申请代码资助的开始、增强、减弱等过

程:节点代表学科申请代码;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学科

申请代码;节点大小表示资助项数的相对多少,即资

助规模的大小,每年将各个学科申请代码按照资助

规模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连边则表示下一年

度资助规模的增多或减少.分析学科申请代码演化

图可进一步归纳各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与规律,总
结“杰青基金”对推动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所产生的

作用.

３　“杰青基金”推动基础研究学科发展分析

３．１　不断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协调演化

“杰青基金”的资助工作一直坚持支持优势学

科,扶持弱势学科,鼓励交叉学科,促进学科协调演

化的总体思路.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资助

基础研究学科分布的气泡图如图２所示,图中横坐

标表示８个科学部的８７个一级学科,气泡大小表示

某年度该学科资助项目数的相对多少,不同科学部

间的学科资助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数理科学部、工
程和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的各学科受“杰青基

金”资助一直相对均衡,资助规模处于领先地位,表
明我国基础研究相关学科已集聚大量优秀青年学

者,形成了良好的人才效应;化学科学部和地球科学

部仅部分学科长期受到“杰青基金”重点资助;而生

命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仅个别学科一

直受“杰青基金”重点资助,大部分学科则在不同阶

段受到“杰青基金”的关注,表明这些学科的发展尚

不均衡,学科间的均衡布局还需进一步加强.
(１)统筹兼顾,均衡发展

推动基础研究学科发展一直是“杰青基金”设立

的初衷之一,其在学科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而独特

的角色.在科学基金的评审与资助工作中,合理的

学科布局至关重要.“杰青基金”的任务是培养和造

就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其基础研究领域分布必然对

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１１].实际上,在
“杰青基金”设立早期就已经提出评审工作应结合学

科研究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宏观调控,并
明确指出应避免过于集中某一领域.２５年来,在各

科学部的共同努力下,“杰青基金”资助的一级学

科申请代码数量由设立之初的３４个迅速扩展到

２０００年的７７个,并进一步扩展为当前的８７个,占
全部一级学科申请代码的９４．６％,具体情况如图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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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杰出基金”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分布气泡图

图３　“杰青基金”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覆盖图

　　(２)全面布局,择优支持

“杰青基金”引领并反映了我国高端科技人才的

聚集与回归,通过培养学科发展中最活跃、最先进的

要素———领军人才,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学科繁荣

发展和整体水平的大幅提升.对资助学科申请代码

进行聚集度分析,可以发现８０％的“杰青基金”项目

聚集在约４４．６％的一级学科申请代码(４１个),体现

了学科布局中的择优支持,具体情况如图４所示.
而通过解读“杰青基金”资助人数排序前十位的一级

学科申请代码演化图(图５)则可以发现:B０１(合成

化学,原无机化学)学科领域的发展一直得到众多优

秀青年学者的高度关注,形成很高的人才聚集度,其
资助规模排名除在２００５年有所下降外,一直稳居资

助数量前三位,为该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坚

实后盾,进而推动我国无机化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使
该学科一直保持传统优势;A０１(数学)和 A０４(物理

学Ⅰ)等学科领域早期资助人数占比较高,但近年呈

小幅下降趋势;F０１(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与 F０２(计
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尽管早期资助规模较小,但近

年来资助规模一直稳居前列,大批优秀青年学者快

速聚集并茁壮成长,推动相关学科的跨越式进步;

A０５(物理学Ⅱ)、B０３(化学理论与机制)、E０２(无机

非金属材料)与 D０７(环境地球科学)等学科领域的

“杰青基金”资助规模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反映出人

才聚集度的变动,同时表明“杰青基金”作为集聚人

才的驱动力量,正在推动这些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

领域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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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杰青基金”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累计分布图

图５　“杰青基金”资助人数前十位一级学科申请代码演化图

３．２　把握学科资助规律,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

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将学科发展战略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力求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基础研

究的战略地位,以前瞻的思维谋划未来发展战略.
一方面,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积极探索对优势领域

和学科前沿问题重点、持续支持的新手段;另一方

面,激励科研人员主动从事学术价值高、难度大、需
要长期坚持的基本问题研究.与此同时,随着科技

进步和社会发展,相关学科既交叉融合又不断分化

产生新的分支学科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显著特点,为
适应新学科的不断产生与发展,自然科学基金委对

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多次调整[１２].例如,为优化医

学科学领域资源配置,２０１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生

命科学部基础上,调整设立了医学科学部,与数理科

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

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共同组成了学科领域布局更

趋完善的８个科学部组织架构.近年来,自然科学

基金委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学科布局

进行了优化调整:如生命科学部增加合成生物学申

请代码C２１０２,设立交叉融合科学处,探索鼓励交叉

融合的资助机制;地球科学部增加环境地球科学和

土壤学学科申请代码 D０７,强化对环境地球科学的

支持,同时对地理学和遥感科学、地质学、地球化学

学科的申请代码进行优化调整[１３];信息科学部增加

人工智能和交叉学科中的信息科学两个申请代码,
并对其他申请代码进行优化调整;化学科学部进行

了全面的学科调整,从国家战略发展层面重新规划,
以化学与化工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分类资助和管

理,形成了包括合成和催化等８个核心化学新的资

助学科方向,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化学发展的趋势和

促进中国化学研究的转型发展[１４].
长期以来,“杰青基金”遴选并培育的领军人才



　

　６２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有效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
把握学科资助规律不仅能够反映学科演化与发展的

趋势,体现不同时代的国家战略需求,还能够帮助科

研人员洞悉重要但国内现有基础薄弱、或有发展前

景但目前研究基础薄弱、或从国家长远发展角度看

需要维持但目前处于消亡状况的学科或领域.本文

依据基础研究学科演化的发展趋势,归纳出以下５
种资助特征:

(１)学科发展稳定,人才相对聚集:这些学科领

域往往是成立较早,具有悠久学术传承的传统优势

学科,科研人员集聚、设备资源丰富,是产业、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学科,获资助人数处于遥遥领

先位置,如 A０１(数学)、B０１(合成化学)、E０２(无机

非金属)和 H１６(肿瘤学)等.
(２)学科建设薄弱,人才较为匮乏:由于研究基

础薄弱、实验或观测技术手段落后、研究周期长、研
究难度大、出成果慢或是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远等

原因,部分学科建设未得到应有重视,愿意从事该学

科研究的人才少,做该学科方向研究的人才得不到

及时有力支持,是学部中的“短板学科”,如 A０３(天
文学)、B０７(化学生物学)、E０７(电气科学与工程)和
H２４(地方病学/职业病学)等.

(３)学科发展迅速,人才逐渐聚集:这些学科领

域往往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密切相关,是由多学科

融合创新形成的新兴学科,属“热点”学科,如 D０７
(环境地球科学)、E０３(有机高分子材料)、F０１(电子

学与信息系统)和F０３(自动化)等.
(４)学科发展进入成熟期,人才向新兴或交叉

学科流动:随着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出现与崛起,
成熟期后的传统学科人才开始向交叉与新兴学科流

动,这些学科领域已积累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人才

呈现溢出效应,如 A０４(物理学Ⅰ)、B０３(化学理论与

机制)、D０４(地球物理学与空间物理学)、E０１(金属

材料)等.
(５)学科发展波动前进,人才队伍动态平衡:这

些学科领域受重视程度往往受经济、政策、技术和市

场环境的影响较大,人才处于流动状态,如 B０５(材
料化学与能源化学)、C０９(神经科学与心理学)、E０９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F０４(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

件)和 G０１(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４　典型科学部分析

生命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医学科学部各

基础研究学科领域受资助规模逐渐呈相对均衡态

势,研究布局总体保持稳定.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

部、信息科学部仅部分基础研究学科领域受到重点

资助,弱势学科缺乏关注,发展不均衡.数理科学

部、管理科学部的一级学科申请代码少,各学科领域

受重视程度均衡,但资助规模比例占自然科学基金

委整体的比重则差异较大.本文选取生命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以及管理科学部作为典型代表对“杰青

基金”推动基础研究学科发展做进一步分析.
(１)生命科学部

在“杰青基金”资助下,生命科学领域培养了一

批学术基础扎实、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

创新人才和跨学科创新团队[１５].截至２０１８年,生
命科学部获“杰青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中有３８
人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４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生命科学领域各学科受资助规模逐渐呈相对均

衡态势,研究布局总体保持稳定.C０５(生物物理与

生物化学)、C０７(细胞生物学)、C０９(神经科学与心

理学)和C１３(农学基础与作物学)等学科领域早期

受到“杰青基金”的重点资助,资助规模相较其他学

科存在明显优势,凸显了早期该方向领军人才的聚

集与成长.近年来尽管部分学科资助规模仍然排名

靠前,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已无明显优势,显示出各学

科领域均衡发展态势,具体情况如图６所示.
(２)化学科学部

在“杰青基金”资助下,化学领域科学家在推动

化学与化工领域学科发展、取得突破性原创成果、培
养优秀青年人才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部分“杰青

基金”项目负责人面向国际学术前沿深入开展理论

和实验探索,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部分“杰
青基金”项目负责人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注重基础与

应用贯通,为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截至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杰青基金”项目负责

人中有４４人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１人入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B０１(合成化学)是化学科学部“杰青基

金”的重点资助学科领域,近年来长期稳居资助数量

排行榜第一位,且资助规模相较其他学科具有明显

优势,优秀青年人才的加速集聚为我国无机化学学

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后盾;B０３(化学理论与机

制)早期受化学科学部重点资助,但资助规模近年则

呈下降趋势;B０４(化学测量学)和 B０８(化学工程与

工业化学)等学科领域资助规模相对有限,但近年则

呈现增长态势,逐步位居资助规模前列,优秀青年人

才的集聚效应正逐步形成;B０２(催化与表界面化

学)、B０５(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B０６(环境化学)和

B０７(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资助规模则相对有

限,具体情况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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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生命科学部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演化图

图７　化学科学部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演化图

　　(３)管理科学部

在“杰青基金”资助下,管理科学领域在优化理

论、交通管理、运筹与管理、质量管理、金融管理与政

策、计量经济、公共管理与政策等方向涌现出一批优

秀人才,其研究成果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是管理理论实践化的优秀典

范.管理科学部各学科领域的资助规模呈现较大幅

度波动,但总体上 G０１(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科

学部资助的优势学科领域,已经集聚了一大批优秀

青年学者,成为推动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推动着学科的整体发展;G０２(工商管理)和 G０３(经
济科学)等学科领域的资助规模处于相对均势,受到

管理科学部的持续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管理

科学部学科代码的调整,近两年 G０３(经济科学)学
科领域没有申请人得到“杰青基金”的资助应引起关

注,具体情况如图８所示.

５　结论与建议

“杰青基金”由科技体制改革孕育而生,二十五

年来,其资助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学术领军人才和学

科帅才促进了我国优势学科的快速发展、薄弱学科

的全力追赶、新兴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推动了我国

基础研究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以及学科布局的不断

优化,牵引我国科学事业在国际化发展中从“仰视”
到“平视”演进,并趋向于高端引领,主要表现在:

(１)自设立以来,“杰青基金”支持了一批传统

优势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 A０１(数学)、B０１(合成化

学)、B０２(催化与表界面化学)、C０５(生物物理与生

物化学)、D０７(环境地球科学)、E０２(无机非金属材

料)、F０１(电子学与信息系统)、G０１(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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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管理科学部资助一级学科申请代码演化图

H１６(肿瘤学)等,这些学科领域为我国基础研究集

聚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正在推动相关学科的快

速发展.
(２)近年来,随着学科的不断演化和新兴学科

的兴起,“杰青基金”逐渐吸引并培养了一批耕耘在

新兴交叉学科中的优秀青年人才,这些优秀青年学

者开始聚集并茁壮成长,进而推动了相关学科领域

的快速发展,如B０７(化学生物学)、C２１(分子生物学

与生物技术)、F０６(人工智能)等.
(３)在关注传统优势学科、鼓励新兴交叉学科

的同时,“杰青基金”也注重基础研究学科领域的均

衡协调发展,在择优支持基础上注重学科均衡布局,
扶持冷门学科或薄弱学科,如 A０３(天文学)、D０２０１
(古生物学)、H２２(放射医学)等,推动相关学科领域

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在深刻把握学科发展规律,总结以往成功经验

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未雨绸缪,常思常省,牢记使命,
把握机遇,乘势而上.为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对接

国家战略,更好地发挥“杰青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项目６．６９％的资助率

已低于合理范畴,过低的资助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学术竞争过于激烈的局面,不利于优秀青年人才的

培养,不利于学科建设的长远发展.稳定的经费支

持是提升基础研究各学科领域优秀人才自由发展的

必要条件,建议在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前提下,未
来若干年适度有序地增加“杰青基金”资助规模,以
便与时俱进地支持更多优秀青年学者为促进基础研

究学科繁荣发展做贡献.
(２)目前 H１７(康复医学)、H２１(特种医学)和

H２４(地方病学/职业病学)等５个学科领域还没有获

得过“杰青基金”项目的资助,鉴于学科间发展的不均

衡,建议处理好择优支持与优化学科统筹布局的关

系,完善评审机制,在强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优秀

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对人才基础薄弱、研究周期长、
见效慢、实验条件差的特殊学科、弱势学科和冷门学

科的支持,以人为本,通过“杰青基金”的引领作用,促
进基础研究各学科领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

(３)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
科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

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

现交叉融合趋势[１６].目前科学基金共有一级学科

代码９２个,二级学科代码１０９５个,三级学科代码

２３５１个,过细的学科申请代码设置不利于促进学科

交叉.现有科学基金学科申请代码体系已不能应对

学科交叉融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亟需构建符合知

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构、知识层次与应用领域相统

一的学科布局[１７].一方面建议适当精简三级申请代

码,通过缩短学科代码或进行学科代码调整,鼓励科

研人员跨越学科边界,打破常规,独树一帜,做出更多

前瞻性、源头性贡献,促进中国基础科学从并行走向

引领;另一方面建议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要求

出发,对科学基金学科申请代码体系进行动态调整,
探索设立支持交叉科学的专门机构,及时构建具有交

叉融合特征的学科布局,加强对诸如人工智能、合成

生物学、量子科学等新兴和交叉学科优秀人才的支

持,以期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
２５年风雨兼程,“杰青基金”有效推动了基础研

究学科繁荣发展,促进了我国各领域高水平原创成

果不断涌现,为科技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当

前,科学基金正在进行“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

制、优化学科布局”的深层次改革.相信随着科学基

金学科布局的不断完善,“杰青基金”将在培养基础

研究优秀人才、引领学科发展、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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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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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supportsyoungscholarswhohave
achievedoutstandingsuccessesinbasicresearchtochooseresearchdirectionsandconductinnovative
researchindependently．Thefundhascultivatedandbroughtupalargenumberofacademicleadersin
variousfields,promoting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differentdisciplineseffectively．Basedona
datasetof３９８８obtainersofthefundforoutstandingyouthsfundedby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NSFC)since１９９４,thispaperbrieflyintroducesthefundingoftheNationalScience
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Byreferringtothethemeevolutionofbibliometrics,thepaper
concludesthecharacteristicsandtrendsofevolutionsofthesubjectapplicationcode．Besidesthis,the
paperanalyzedthegreatrolethe NationalScienceFund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playsin
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basicresearchindifferentdisciplines．TheresultsshowthattheNational
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hasexertedanimportanteffectonpromotingtheprosperity
anddevelopmentofourdisciplinesviaattachingimportancetosuperiordisciplines,supporting weak
disciplines,encouraging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ndpromotingcoordinativeevolutionof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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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distribution;discipline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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