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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政策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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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给予女性科研工作者更大程度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早在２０１０年就明

确提出了“在各类项目评审中,注意把握在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也出台了许

多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具体政策.然而,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的
评审中,关于年龄限制条件的政策依然存在可以调整的空间.本文从实现更为合理的杰青项目男

女人数比例的视角出发,通过统计分析指出:在现行政策下,将女性申请杰青项目的年龄限制放宽３
年,可以为女性科研工作者带来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更好的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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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角色分工不同,女性科研工

作者在投入科研工作时往往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

战[１４].为了使不同性别的科研人员能够拥有平等

的发展机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项目资助

政策以及评审过程中一直倡导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支持女性科学工作者[５,６].例如,在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简称“青年项目”)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简称“优青项目”)的申报年龄规定上,对女性都

有所倾斜.青年项目规定申请当年１月１日男性未

满３５周岁,女性未满４０周岁[７];优青项目要求申请

当年１月１日男性未满３８周岁,女性未满４０周

岁[７].然而,目前杰青项目的申请条件规定男女申

请者在申请当年１月１日均未满４５周岁[７],尚未体

现出相应的政策倾斜.根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优青

数据,有高达３０．６％的女性是在３９岁或者４０岁时

获得优青项目的,要实现从优青到杰青的跨越,如果

分别卡在年龄的最高限,则男性至少可以有７年的

奋斗时间,而这部分女性则只有５年或者６年.从

科研进展来看,男性比女性多出来的这两年时间是

可以有足够的机会积累更多的科研成果的.因此,
从促进男女科学工作者平等发展的视角出发,应考

虑适当延长女性科学工作者申请杰青项目的规定年

龄.同时,这也是广大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主观需

求[２],更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８].

１　杰青项目女性申请者年龄政策问题的分

析与发现

　　本文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优青项目以及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杰青项目的基本数据信息展开论证研究.
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各年度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

男女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可以看出,无论是优青项

目还是杰青项目,男女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均呈上升

趋势;并且在绝大部分年份,女性在获得项目资助时

的平均年龄高于男性.
表１统计了不同性别科研人员在获得优青项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和杰青项目(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时年

龄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

是优青项目还是杰青项目,女性在项目获批时的年

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男性.其中,女性获得优

青项目时的年龄中位数比男性大１岁,而女性获得

杰青项目时的年龄中位数比男性大２岁.由此可

见,从长期的优青和杰青历史数据来看,女性科学工

作者相较于男性科学工作者需要略长一些的成长时

间,这个结论是有客观依据的.所以,要想延伸和拓

宽女性科学工作者的科研道路,帮助她们顺利获得

优秀人才项目的支持,适当延长杰青项目女性申请

者的年龄限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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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度优青项目男女获得者平均年龄

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度杰青项目男女获得者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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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度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例

表１　不同性别在获得项目时的年龄对比

获得项目时的年龄 平均数(岁) 中位数(岁)

男性优青 ３５．５６ ３６

女性优青 ３６．６４ ３７

男性杰青 ４０．７０ ４１

女性杰青 ４１．９４ ４３

２　关于适当延长杰青项目女性申请者规定

年龄的建议

　　从图３历年杰青项目和优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

比例可以看出,杰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例一直远

高于优青项目获得者.这意味着与优青项目相比,
杰青项目获得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男女比例严重

不平衡的现象.由于优青项目对女性申请者的年龄

限制有所放宽,近年来优青项目的男女比例一直保

持在４∶１~５∶１.反观杰青项目,在２００８年及以

前,杰青项目的男女比例曾长期高于１０∶１,近些年

也大约在８∶１左右.这种女性在科技领域人数偏

少、职位偏低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普遍,被称

为“女性在科学中的缺席”现象[９].

表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度各年曾获得过优青的

女杰青人数占比

年份 人数占比

２０１６ ２５．９３％
２０１７ ４１．６７％
２０１８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５７．９０％

　　假定优青项目的男女比例是相对合理的,接下

来考察将女性杰青的申请年龄放宽到(４５＋i)岁时,
杰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例与优青项目获得者的男

女比例是否基本相似.
对于每年的女性杰青项目获得者,有一部分是

由优青项目获得者转化而来的,另一部分则之前没

有获得过优青项目.各年获得杰青项目的女性科

学家中,曾获得过优青项目的人数占比情况如表２
所示.本 文 使 用 对 数 函 数 进 行 向 前 预 测 (R２ ＝
０．９９８３),这个比例将会增大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２．４０％,

２０２１年的６６．５４％以及２０２２年的７０．０４％,记为

Rt.因而本文在预测分析过程中,如果年龄政策放

宽导致增加n位由女性优青转化成的女性杰青,那
么从总体来看,应该增加n÷Rt 位由于年龄政策放

宽而产生的女性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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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度各年４５周岁且未

申请到杰青的女性优青人数

年份 ４５周岁女性优青人数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０１８ ２４

２０１９ ２８

２０２０ ２３

２０２１ ４２

表４　可申请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杰青项目

的女性优青的基数增加量 单位:人

年份 放宽１年 放宽２年 放宽３年

２０２０ ２８．００ ５２．００ ６４．０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５９ ４５．６５ ６７．１３

２０２２ ３３．６４ ５２．０７ ７４．５０

　　此外,根据２０１９年的项目申请数量与项目获批

数量,我们还计算了女性申请杰青项目的平均获批率

为１０．５０％,并以此作为本文后续年份计算的参考值.
表３给出了在各年份达到４５周岁且在２０１９年

杰青名单公布后未申请到杰青的女性优青人数.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现有政策下,表３中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统计出的达到４５周岁的女性优

青已经不能再申请杰青项目(事实数据);但如果放

宽政策,则其他年份达到４５周岁的女性优青仍然可

能在未来申请杰青项目(未来事件).
现假定所有女性优青在年龄满足申请条件的年

份都会申请杰青;如果记p为申请次数,则扣除可以

申请到杰青项目的人数后,有:

　Z扣除 ＝Z原 ×(１－平均获批率)p,p∈{１,２,３}(１)

　　其中,Z原 是表３中的第二列;Z扣除 是去除成功

申请到杰青的女性优青后剩余的女性优青人数,这
构成了受政策影响而增加的、可以申请杰青项目的

女性优青基数.
如果在杰青项目的现行政策中,对女性申请者

的年龄放宽１年、２年或３年时间窗,那么依据表３
中的数据和公式(１),可以申请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杰青

项目的女性优青的基数增加量如表４所示.
现在,记表４中可申请杰青项目的女性优青的

基数增加量为Xij;i＝１,２,３,表示放宽的年龄时间

窗;j＝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２,表示预测年份.记:女性申

请者年龄限制放宽i年时,年份j可以增加的女性

杰青项目获得者人数为Yij,则有:

Yij ＝Xij ×１０．５０％÷Rt (２)

表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度每年可以增加的女杰青人数

年份 放宽１年 放宽２年 放宽３年

２０２０ ４．７１ ８．７５ １０．７７

２０２１ ３．２５ ７．２０ １０．５９

２０２２ ５．０４ ７．８１ １１．１７

表６　三种放宽女性杰青年龄限制方案的男女杰青比率

年份 放宽１年 放宽２年 放宽３年

２０２０ ６．０２∶１ ５．４２∶１ ５．１５∶１

２０２１ ６．２７∶１ ５．６４∶１ ５．１７∶１

２０２２ ５．９７∶１ ５．５５∶１ ５．１０∶１

　　经过计算,每年可以增加的女杰青的数量 Yij如

表５所示:
以２０１９年的女杰青数量３８(人)为基础,考虑

到放宽申请年龄后女性杰青项目获得者的增加量为

Yij,则预测的年份的女杰青总量Zij为:

Zij ＝３８＋Yij (３)

　　因而,年份j的杰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率αj

的计算公式如下:

αj ＝３００－Zij

Zij
(４)

　　对于３种放宽杰青项目女性申请者年龄限制的方

案,通过公式(３)和(４)可以分别预测未来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各年度的男女杰青获得者人数之比,如表６所示.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对于杰青项目来说,如果将

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放宽３年,基本上可达到类

似于优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例(５∶１).

３　总　结

基于本文的计算结果,杰青项目申请的年龄限

制应采用与优青项目类似的设置办法,在现行政策

下将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放宽３年,即规定申请

当年１月１日男性未满４５周岁,女性未满４８周岁.
这样的政策改革将为女性科研工作者带来更加公平

的竞争机会和更好的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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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givefemaleresearchersagreaterdegreeofsupport,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clearlystatedin２０１０that“Inthevariousprojectevaluations,attentiontothepriority
fundingpoliciesforfemaleresearchersunderthesameconditions”．Manyspecificpoliciesthatsupport
femaleresearcherswerealsopromulgated．However,inthe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
Scholars,thereisstillroomforadjustmentregardingthepolicyofagerestric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
realizingamorereasonableproportionofmenandwomeninthe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
YoungScholarsproject,itisstatisticallycalculatedthattheagelimitforwomenapplyingfortheNational
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projectshouldberelaxedfor３yearsunderthecurrent
policy,whichwillbring morefaircompetitionopportunitiesandbetterdevelopmentsupporttofemal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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