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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构建了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为主体的人才资助链,助推基础研究优秀人才的快速成

长.本文以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为案例对象,回溯其科学基金资助及人才成长历程,
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其人才成长的各阶段特征及总体特征.研究发现:科学基金在促进高水平人

才成长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作用,助推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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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近年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人才类系列项目着力

培育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并向国家重点研究领域

输送创新知识和人才团队.分析科学基金人才成长

的特征有助于为科学基金把握人才各阶段特征提供

借鉴,同时有助于为人才发展提供引导.很多学者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人才”为

研究对象,对其成长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

该领域拔尖人才的成长规律及特征[１３].基金资助

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

题.Jacob和 Lefgren发现受到资助的人员在５年

内发表学术论文获得２０％的增长[４],国内学者也对

科学基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与

探讨[５７].

但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在优秀人才成长不同阶段

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选择获批２０１６
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负责人为案例对象,通过追

溯其科学基金资助历程,分析人才成长的总体特征,

并进行典型案例筛选,通过回溯人才的成长历程,获

取其论文信息、获奖信息等,对人才成长的各阶段特

征进行挖掘分析.

１　总体情况特征

以获得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的７７
名学者为研究对象,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管

理内部系统获得项目负责人获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数据,共计８５７项;考虑到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中的国际(地区)交流项目(以资助参加或主办国

际会议为主)和部分应急管理项目(以战略研究为

主)较少涉及具体的基础研究内容,本文予以剔除,
共获得６７４项有效项目资助信息,人均获科学积极

项目资助８．７５个,人均受科学基金资助２４０５．９０万

元.
基于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一期资助３年,一次延

续资助３年,二次延续再资助３年”的资助方式,

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中有３８人则获得

首次资助(占比近５０％),２９人获得第２次延续资

助,１０人获得第３次延续资助,具体情况如图１所

示.从图中可以发现:
(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在杰出团队的培育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相

互支撑关系,同时获得其中任意两类项目的占比在

７０％以上.
(２)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中,有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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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获不同类型科学基金项目共现图

(注:图中节点连线粗细反映同时获得两种不同类型项目的相对数量,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标注(x,y,z),x表示２０１６年

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人数,y表示获得第二次延续资助的人数,z表示获得第三次延续资助的人数;其余类型项目标注
(x,y),x表示获得该类型项目的人数,y表示获得该类型项目的总数)

人曾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占比３５．０６％,其
中首次获科学基金资助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有２３人,具体如图２所示),占比８５．１９％,说明

青年科学基金充分发挥了“种子基金”的作用,在
人才成 长 前 期 提 供 了 有 效 支 撑,拓 展 了 人 才 储

备.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中有６９人曾获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占比８９．６１％,显示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是培养杰出团队领

头人的坚实基础.
(３)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中,７０

人曾获得面上项目,占比９０．９１％,人均获面上项

目资助２．４２个,其中首次获科学基金资助为面

上项目的有３３人,占比４２．８６％,具体如图２所

示,占比均为最高.可见面上项目资助在科研能

力训练和杰出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助推

作用.

图２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首次获

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型及比例图

２　案例回溯分析

本文根据以下条件按照优先级对２０１６年７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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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进行筛选以确定典型案

例:１)是否为２０１７年两院院士候选人,数据来源为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网２０１７年两院院士第

一轮候选人名单;２)获得国家三大奖(国家自然科

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以上数量,数据来源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公布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国家三大奖获奖项目名

单;３)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两院院士评选

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数据来源为科技网新闻

公布的每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两院院士评选

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４)获科学基金人才类项

目资助数量;５)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类型数量;

６)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整体情况(项目数量/资助金

额),上述三 项 的 数 据 来 源 为 科 学 基 金 数 据 库;

７)ESI论文数量,数据来源为 WebofScience检

索SCI/SSCI获取每个人的 ESI论文.同时考虑

到学科的差异性,本文从８个科学部中各筛选１
名学者 作 为 案 例 研 究 对 象,其 中 数 理 科 学 部 为

ZYL、化学科学部为 YJH、生命科学部为 LFG、地
球科学部为 PYX、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为 NZR、信
息科学部为 LY、管理科学部为 TLX、医学科学部

为 HXJ,并获取其基本信息,如:学术经历、科研

奖励、论文信息(中文期刊论文依托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 台,英 文 期 刊 论 文 依 托 WebofScience
数据库);同时考虑到学者可能曾发生依托单位

变动,故本文依托其简历对其进行了检索策略的

完善,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２．１　基本情况分析

从年龄来看,学者年龄分布集中,平均年龄为

５３岁.从教育背景来看,８位学者均拥有博士学位,
其中 ４ 人 为 本 科—硕 士—博 士,３ 人 为 本 科—工

作—硕士—博士,１人为本科—硕士—工作—博士.
本科—硕士—博士连贯的教育经历下成长的人才在

高水平人才中的人数较多.此结果与陈晓剑等对基

础研究拔尖人才的关键成长路径研究中的结论相一

致[７].从国际交流看,学者们注重出国交流,案例中

６人有出国交流经历,其中２人有海外留学经历、２
人有超过１年的国外访问学者经历、２人有海外工

作经历(任职研究员、客座教授).

２．２　阶段特征分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是创新团队的领军人

才,可以代表该学者在其所在领域已达到较高学术

水平.为保证不同学者的可比性,本文案例回溯研

究的时间跨度限定为从学者博士毕业后发表首篇期

刊论文的年份到学者首次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

的第二年结束.分析表明学者成长为高水平人才所

需的时间跨度平均为１８．３７５年.在此时间跨度内,
不同学者人均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７．２５个,人均获

科学基金资助１７７５．６７万元.
为分析学者不同阶段的成长特征,本文将学者

成长为高水平人才的时间平均分为三个时间段,计
算八位学者每年累计论文被引次数的变化,可代表

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变化,进而反映学者的成长过程.
以年为横轴、论文累计被引次数为纵轴,绘制学者各

阶段论文累计被引次数的时间变化图,并对学者受

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型和时间进行标记.从图

３—图５中可发现:
(１)在第一阶段,学者论文累计被引次数有明

显的增长趋势.从科学基金资助的结构上来看,学
者受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型主要为面上项目.学

者在受科学基金资助后的１—２年,学者的论文累计

被引次数有增长加快的趋势,反映出科学基金对人

才成长的促进作用.
(２)在第二阶段,大部分学者论文累计被引次

数的增长趋势放缓.从科学基金资助的结构上来

看,此阶段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型种类较多、资助

图３　论文累计被引次数的时间变化图(第一阶段)

图４　论文累计被引次数的时间变化图(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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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论文累计被引次数的时间变化图(第三阶段)

总额有所提高.从科研成果来看,此阶段科研成果

较丰富,获国家三大奖的数量、论文总被引数最多,
反映出科研总产出在此阶段质量较高.从图中可观

察到,部分学者在受科学基金资助后的１—２年内,
其论文累计被引次数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反映科学

基金资助的助推作用.
对比图３与图４发现,学者在人才成长的过程

中与科学基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第一阶段中,有

２人未受科学基金资助、２人在前三年未受科学基金

资助;而在第二阶段中,仅有１人未受科学基金资

助,其余学者在此阶段至少在研一个科学基金项目,
反映科学基金对优秀人才的稳定支持.

(３)在第三阶段,大部分学者论文累计被引次

数的变化不明显.从科学基金资助的结构上来看,
此阶段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型主要为重点项目和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总额显著提高.从科研成

果来看,获国家三大奖的数量减少,ESI论文数量则

显著增多,反映学者在此阶段已成为高水平人才.
从图中可观察到,学者论文累计被引次数的增长与

ESI论文数量有显著关系,显示出科学基金资助已

取得显著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学者成长为高水平人才

的时间平均分为三个时间段,划分标准缺乏数据支

撑,有待后续深入分析.另外,本文筛选的八位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中,李付广自本科毕业后一直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在确定研究时间段时是从

其本科毕业后发表的首篇期刊论文的年份开始;本
文以从数据库中获取学者的期刊论文的信息为基

础,对于研究时间段范围外的科学基金资助的影响

未考虑在内,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未来将开展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３　结　论

通过回溯７７位２０１６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

责人的科学基金资助历程,及８位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负责人的成长历程,对人才成长的各阶段特征进

行了分析.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１)科学基金

资助有效助推优秀人才成长,但在人才成长不同阶

段表现不同.在第一阶段,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类

型以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主体,有效拓展了

人才储备,为培养国家杰出团队领头人打下坚实基

础;在第二阶段,科学基金与人才成长的联系更加

紧密,项目资助类型较多、项目资助金额明显提

升.在前两个阶段,大部分人才在受科学基金资助

后的１—２年内成长加快,反映科学基金资助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第三阶段,项目

资助类型以重点项目为主,人才成长受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影响不显著,但开始孕育重大突破性成果.
(２)整体上看,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与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在杰出团队的培育过程中形成了较为

紧密的相互支撑关系.(３)高水平人才在成长的

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在第一阶段学术影响力

增长迅速;在第二阶段稳步增长,科研成果的规

模、水平整体质量较高;在第三阶段,科研成果受

广泛认可,成为其所在的领域的领军人才.(４)连

续、良好的教育经历,出国交流的经历对高水平人

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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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资助号:１１４７５０９２、１１４７５０９９、１１６７５０８８、１１７２５５２２)等资助下,清华大学

牵头的中国暗物质实验(ChinaDarkmatterExperiment,CDEX)合作组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在４—５GeV能量范围内自旋无关暗物质直接探测灵敏度达８×１０－４２cm２,是该能区正式发表的最好结

果.相关成果以“LimitsonLightWeaklyInteractingMassiveParticlesfromtheFirst１０２．８kg×dayData
oftheCDEXＧ１０Experiment(基于CDEXＧ１０实验首批１０２．８公斤天数据的轻质量暗物质限制)”为题,于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在线发表于PhysicalReviewLetters(«物理评论快报»)上,论文链接为:https://journals．
aps．org/prl/abstract/１０．１１０３/PhysRevLett．１２０．２４１３０１.

暗物质是指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但参与引力相互作用的不可见物质.天文学观测和研

究表明,暗物质广泛分布在宇宙的各个角落,约占整个宇宙物质质量的８５％,在物质起源和宇宙演化过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暗物质探测方法大体分为三类:间接探测实验、直接探测实验和加速器实验.

２０１８年CDEX合作组在１０２．８公斤天的物理数据基础上,给出４—５GeV 能量范围内自旋无关暗物

质探测灵敏度为８×１０－４２cm２ 的世界最好水平,该研究结果是CDEXＧ１０实验的第一个物理成果.CDEX合

作组在国际上首次采用液氮直冷方式,建立和运行总质量约１０kg的点电极高纯锗探测器阵列进行暗物质直

接探测实验,并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有效降低探测器的测量阈值,以及环境辐射、探测器自身材料放射性等本

底的干扰.

CDEX合作组是由清华大学牵头,由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雅砻

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研究人员联合组成.目前正在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空间安装一个容积约

为１７００m３ 的大型液氮恒温器,预计将于２０１８年底投入使用,CDEXＧ１０实验将在该大型恒温器内运行,预期

将取得更多更好暗物质物理成果,并为未来吨量级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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