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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是驱动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把握人才成长规律成为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选

拔优秀科技人才的关键.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者为对象,本文通过

采集其履历信息,运用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等方式挖掘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研究表明境

外经历有助于青年科技人才能力的提升;高成就导师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不同学科领域青年科技

人才的成长经历差异显著,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院校类型、境外经历时间长短及境外学习目的地上均

有体现.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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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青年科技人才是最

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群体,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生力军.为加强对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培养,我国政

府设立了不同层次的科技人才计划(项目),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设立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杰青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
青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人才项目,专门用

于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支持.
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科学设立评价

目标、指标、方法,对于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
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改进科技人才评

价方式,统筹科技人才计划,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

标、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导向,加大对优秀人

才和团队的稳定支持力度.分析青年科技人才成

长的典型特征、准确把握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对
于促进科技人才培养和优化人才资助体系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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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为准确把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国内外许

多学者对优秀人才的成长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究[１３].

部分学者针对成长过程中的某些特征进行了总

结[４６],发现绝大多数优秀人才就读于重点高校、拥

有出国访问等经历[７];学者个人发展注重学术贡献、

个人学习积累等[８];李晓轩等认为师从名师、名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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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著名研究机构科研经历等因素可以构成积

累优势,使研究人员更有可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成为

拔尖人才[９];此外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由社会组织构

成的人际关系网,有助于行为人目标的实现[１０],而
师承效应对高层次科学家成长也有重要影响[１１,１２].

针对影响因素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多数学者采

用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１３１５];也有部分学者采用方

差分析检验教育背景多样性对成才时间的影响、运
用多元回归探究人才在博士阶段的学习经历对科研

成果的影响、采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博士后经历对

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影响[１６１８]等.

上述学者主要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人才成长过

程的特征进行总结,并探讨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与

取得个人成就间的关系,但对人才成长整体特征以

及特征变量间的联系和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方法

较为简单,且很少专门针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特征

进行分析.

优青项目设立于２０１２年,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与杰青项目之间的重要衔接,重点支持在基础研究

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

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

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杰青项目和优青项目在我国科技界受到广泛关注,

分析优青项目获资助者后期进一步获得杰青项目资

助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对于理解和把握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具有启示意义,对于资助机构、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选人育人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获优青项目资助并后续

在２０１８年前获杰青项目资助的１３２名学者(以下简

称“典型学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提取自典

型学者的履历信息,包括年龄、学科领域等基本信

息,教育与科研工作经历等成长经历信息以及个人

成就信息等,具体如表１所示.

１．２　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从学者基本信息、成长经历信息、个人

成就信息三类履历信息(表１)展开分析,重点针对

典型学者的相关信息从跨机构合作、跨国/境合作、
特征词共现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和关联关系可视化

展示(图１).可视化工具采用科研关系构建与可视

化系统ITGInsight(V１．４．０)[１９].其中,将学者从本

科到博士后期间的学习及科研经历所处的院校、国
家/地区变化视为跨机构、跨国/境合作培养,为后续

进行教育背景和境外经历特征分析做铺垫.为展示

不同成长特征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影响的差异,本
文将同一学者的不同主要特征划分为两组:将所属

科学部、境外学习时间、成才时间这三个特征绘制为

“特征词组１共现图”,用于后续境外经历特征分析;
将境外学习时间、成才时间、导师身份这三个特征绘

制为“特征词组２共现图”,用于后续导师身份特征分

析.在可视化知识图谱基础上,对１３２位学者的履历

信息进行深入挖掘,绘制双重特征的交叉分析图,并
归纳为教育背景、境外经历、导师身份三类特征进一

步剖析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典型特征.

表１　青年科技人才履历信息相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备注

基本信息

姓名

年龄

所属科学部①

成长经历信息

本、硕、博与博后所属

院校及机构类别②

境外学习时间③

境外学习国家/地区

导师身份④

个人成就信息 成才时间⑤

① 以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部分类为标准,在图中简写为:数理、化学、生
命、地球、工材、信息、管理、医学;
② 所属院校/机构类别分为:９８５高校、２１１高校、其他高校、中科院、境外高

校院所;
③ 涵盖学者在境外学习或研究经历,在可视化分析图中表示为tn,其中n
为时间长度(年);境外学习的时间和国家/地区统称境外经历;
④ 指学者博士阶段导师的最高成就身份,包括所在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

士(简称“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简称“长江学者”)、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简称“杰青学者”)、其他.
⑤ 指从博士毕业到获得优青项目的时间长度,在可视化分析图中表示为

t－n,其中n为时间长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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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设计图

２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典型特征分析

２．１　年龄和领域特征分析

经统计,１３２名典型学者中,男性１１５人,占比

８７．１２％;女性１７人,占比１２．８８％.获优青项目资

助时平均年龄为３５．６岁,且主要集中在３４~３８岁

区间,共１００人,占比７６．５２％;年龄为３９~４０岁的

青年学者为９人,由优青项目申请条件可知该部分

学者为全部为女性(图２).

图２　典型学者获优青项目资助时年龄分布图

　　对典型学者所属科学部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优青

项目获资助者所属科学部进行统计,绘制环形对比

图,可发现两者的科学部分布比例基本相当,如图３
所示.

２．２　教育背景特征分析

典型学者均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就读博士院校

为“９８５高校”的人数是境外高校院所的２倍,有在

境外高校院所开展博士后科研经历的学者比例达

７５．８２％.博士后制度本身致力于培养和实践相结

合,且鼓励人才流动,虽不能保证具有绝对正向的作

用,但合理选择博士后科研单位及方向对青年学者

而言也是成长成才的一种重要途径.
典型学者本科毕业院校以“９８５高校”为主,占

比达６４．４％;博士阶段部分学者进入中国科学院、
境外高校院所学习,但仍以“９８５高校”为主;博士后

阶段选择出国/境的人数超过“９８５高校”.图４反

映了典型学者跨机构合作培养特征,国内各类研究

机构均与境外高校院所有合作培养关系,其中“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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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典型学者(内环)及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优青项目

获资助者(外环)科学部分布图

高校”和境外高校院所的合作培养关系最为密切.
研究表明,境外高校院所的学习或科研经历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成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与陈晓剑等

人有关国内外高校混合培养模式可能成为关键成长

路径的研究结论一致[１２].

图４　典型学者跨机构合作培养图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在该类院校中有过学习经历的学

者人数,节点下方对应学者所属科学部.节点红色、绿色、
黄色分别表示学者在此类机构进行本科(红色)、博士(绿
色)、博士以后(黄色)阶段研究的人数占比,对应颜色同心

圆直径越大则人数占比越高.连线表示学者在不同类型院

校之间共同培养,连线数字表示学者在不同类型院校学习

的人数.

图５反映了不同学科领域典型学者的教育及博

士后经历对比情况,纵坐标为不同成长阶段对应院

校类型的学者人数占比,如左侧第一条蓝色柱形对

应地球科学领域学者本科阶段属于“９８５高校”的学

者人数占典型学者中地球科学领域总人数的百分

比.研究发现,不同学科领域典型学者的教育及博

士后经历存在明显差异.博士后阶段不同领域学者

的院校选择差异更加明显,管理和化学领域的差异

尤为显著,选择在中国科学院、２１１高校开展博士后

研究的学者较少;化学、生命、地球、数理、信息领域

的学者主要选择境外高校院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
材、医学领域的部分学者未开展博士后研究,部分则

选择境外高校院所,两者比例基本相当;典型学者中

未开展博士后研究的学者以管理领域为主,这可能

与学科特点有关.对于博士阶段的经历,化学、生命

领域典型学者在中国科学院学习比例最高;其他领

域典型学者主要在“９８５高校”学习,数理领域典型

学者在境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最高;在本科阶段,
各领域典型学者主要毕业于“９８５高校”,数理领域

部分典型学者毕业于境外高校.
图６反映了典型学者教育及博士后经历所属的

机构类型随着时间的演化情况.典型学者２０１２年

和２０１３年所属机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拥有境外

高校院所教育或博士后经历的比例呈现出逐年增长

趋势,拥有“９８５高校”教育或博士后经历的比例逐

渐下降.总体而言,拥有境外高校院所的教育或博

士后经历更有助于学者的个人发展,这也成为现阶

段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整体趋势.

２．３　境外经历特征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典型学者中拥有一年及以上境

外教育或科研经历的比例高达８０．３％.从典型学

者境外教育或科研经历的时间长度来看,主要集中

在１年(２５人)或４年(２３人),即青年学者大多会选

择出国学习或参加科研,即使在国内就读也会选择

参与１年期的出国访学,如图７所示.
对于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时间长度,有学者认

为拥有全职境外经历比仅拥有兼职境外经历优势更

大[２０].本文将学者境外学习或科研经历划分为两

类,分别为全职境外学习/科研经历学者(如境外博

士、博士后)和兼职境外学习/科研经历学者(如短期

访问、交换),前者境外学习时间一般为４年及以上,
后者境外学习时间一般不足４年,多为１年左右.
经统计,在拥有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典型学者中,
属于全职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共５６人,平均为

５．８９年;属于兼职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共５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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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学科领域典型学者教育及博士后经历对比图

图６　典型学者所属机构类型演化图

注:图中数字表示当年获得优青项目的学者中曾在该类别机构学习的人数.

平均为１．７８年.从学科领域来看,管理领域学者全

部拥有境外经历;数理、化学、生命、医学领域典型学

者以全职境外经历为主,占比均超过５０％.
从成才时间来看,无境外经历学者的成才时间

大多为５~１２年,平均为７．４年;仅拥有兼职境外经

历的学者成才时间大多为５~９年,平均为７．１年;
拥有全职境外经历学者的成才时间多为３~１０年,
平均为６．８年.相较之下,拥有全职境外经历的学

者比没有境外经历的青年学者的平均成才时间缩短

０．６年左右,这反应了境外经历的长短对于青年学

者成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同时全职境外学习经历或比短期访学对青年学

者科研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全职境外学习经历可

能比短期访学的促进作用更高.
田瑞强研究发现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博士学位

的国别(地区)对人才的职业成长有显著影响,其中

在美国的学者正向影响最大[２１];但随着职业发展阶

段的提升,国别(地区)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根据典

型学者跨境合作培养图(如图８所示),可以发现除

中国外,美国(７２人)、德国(１４人)、中国香港(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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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典型学者科学部及其他特征词共现图

注:图中节点大小代表人数多少,连线粗细表示学者

同时拥有两个特征的相对数量多少.

图８　典型学者跨境合作培养图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典型学者在该国/地区学习/科

研人数及对应科学部的人数,连线粗细表示典型学者同

时在两个国家/地区进行学习/科研的相对人数.

教育/科研经历的学者人数最多,反映出这几个国

家/地区为典型学者最主要的境外学习目的地.其

中到美国留学的学者数量至少是其他国家/地区的

５倍,显示出美国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对青年学

者更具吸引力,且在青年学者成长成才方面具有重

要影响.此外,不同领域学者在境外学习/科研目的

地的选择存在差异.管理领域学者的境外经历全部

在中国和美国;工材、化学、数理领域的学者留学范

围最为广泛;生命、医学领域的学者多集中在美国、

英国、德国等国家.

２．４　导师身份特征分析

以每名典型学者博士阶段导师身份、成才时间、
境外学习时间进行共现分析(如图９所示),可以发

现“长江/杰青学者”“院士”节点周围的连线密度明

显小于“其他”节点,即院士、长江/杰青学者导师对

于青年学者的影响较为显著.同时可发现院士导师

的学生多数拥有全职境外学习的经历,长江/杰青学

者导师的学生一般也拥有一定的境外教育/科研经

历,其他导师的学生则没有显著特征.进一步分析

发现院士导师的学生成才时间较短,均值为６．８３
年,而长江/杰青学者导师和其他导师分别为７．１１
和７．１４年.导师身份代表了其在自身学科领域的

学术地位,只有获得较高学术成就才会被授予院士

等身份或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的支持.典型学者成

才时间的分析结果表明,导师学术成就的高低或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未来学术职业生涯发展的

快慢.

图９　典型学者导师身份及其他特征词共现图

注:图中连线粗细表示学者同时拥有两个特征词的

相对数量多少.

３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连续获得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资

助的１３２位学者的履历信息进行分析,从教育背

景、境外经历、导师身份等方面特征总结归纳出青

年人才成长的典型特征,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及

建议.
(１)典型青年学者本科一般毕业于“９８５高校”,

大多拥有博士后经历,其教育/科研背景呈现国内外

合作培养的特点.合作培养可以提高研究生的综合

素质、带动学校自身发展、扩大对外交流与影响、开
辟研究生培养新途径等[２２].因此应该鼓励青年科

研人才成长过程中的跨机构、跨国/境合作,鼓励联

合培养模式,通过启发人才的科研思路和方法、积累

科研经验,助推优秀青年人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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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典型学者境外教育/科研经历长短可明显

影响其后续成才时间.拥有全职境外经历对于青年

学者快速成长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建议用人单位

大力支持青年人才跨国/境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合

作,有条件的高校院所可以在境外建立国际化科研

平台.
(３)导师成就对青年科技人才成才具有重要影

响,高成就导师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目前“导师

制”是研究生教育中的普遍模式,导师在青年人才培

养中扮演重要角色,高成就导师由于学术水平较高、
国际视野较宽广,在培养优秀青年人才等方面更具

优势.建议用人单位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高成就导师的优势,带动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的

成长.
(４)不同学科领域青年学者的成长特征存在显

著差异,在不同教育阶段的院校类型、境外经历时间

长短及境外学习/科研目的地上均有所体现.建议

用人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创新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建
议资助机构把握不同学科领域青年人才成长规律,
明确资助导向、构建分类评审机制,并在项目评审、
人才评价中注意差异化管理.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获优青项目资

助,并后续在２０１８年前获杰青项目资助的青年学

者,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青年科技人才中的佼

佼者,但由于优青项目２０１２年才设立,且优青项目

获资助者仅能在结题当年才开始有资格申请杰青项

目,因此本文的分析对象相对有限.本文主要通过

可视化定量分析方法将典型学者成长过程中的典型

特征进行分析和呈现,但各特征因素与成长过程间

的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量化明确.另外,由于样本

数据的限制,本文也没有对后续未获杰青项目资助

的青年学者开展对比研究.相信随着未来还将有优

青项目获资助者进一步获得杰青项目支持,笔者在

后续研究中会继续完善样本数据,同时加强对具有

不同成长经历青年学者的对比分析,以便对青年科

技人才的典型特征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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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istheprimaryresourcetodriv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Graspingthelawoftalent
growthisthekeytopromotingthegrowthofyoungtalentsinscienceandtechnology,andisalsothekeyto
trainingandselectingoutstandingyoungscientistsandtechnicians．Thepapertakesthewinnersofthe
ExcellentYoungScientistFundofNSFCastheresearchobject,collectstheirresumeinformation,anduses
quantitativeanalysisand visualpresentation to excavatethe growth path ofyoung scientistsand
technicians．Theresearchshowsthatoverseasexperiencecontributestotheimprovementoftheabilityof
youngscientistsandtechnicians;theguidingroleofhighＧachievementmentorsismoreobvious;thegrowth
experiencesofoutstandingyoungscholarsfromdifferentsciencedepartmentsaresignificantlydifferent,

andthedifferencesarereflectedinthetypesofinstitutionsatdifferentstagesofstudy,thelengthof
experienceabroad,andtheareasofoverseasstudy．OurresultsarehelpfultoprovidedecisionＧmaking
supportfor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ionstotrainandselectyoungscientistsandtechnicians．

Keywords　young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talents;typicalcharacteristics;resumeinformation;visual
analysis;ExcellentYoungScientist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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