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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设立以来的统计数据以及2017年197份结题报告,
从整体资助数据和年度截面数据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状况,并基于其

定位分析了短期产出和长期资助绩效。研究发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
科学成果、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为我国的基础研究杰出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

献。最后,根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产出特点,提出了发挥国家风投基金作用、分类评价、扩大

规模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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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

金”)是中国政府为促进青年人才成长、培养造就

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设

的人才项目[1]。自1994年设立以来,杰青基金已

为我国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和科技战

略人才,其发展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

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有研究从资助成效和人才培养视角对杰

青基金展开了分析,资助成效方面分别从资助机构、
学科、地区和经费等指标分析杰青基金资助现状[2],
并以专利产出[3]、论文产出[4]和学科发展[5]等特征

衡量杰青基金资助成效;人才成长方面从流动特征

探究其成长规律[6],或者从多视角分析其杰青基金

项目负责人成长路径[7]。综合来看,杰青基金在促

进基础研究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发挥的积极

作用。在当前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时期,杰
青基金如何进一步在国家人才体系中发挥引领作

用、提高资助绩效是当前基金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从杰青基金的发展历程和定位出发,利用定量

和定性的方法从短期产出和长期绩效分析杰青基金

的资助成效,从战略发展视角提出完善措施具有重

要意义。

方勇 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技术创

新管理。在科技评价的第三方评估、科技

项目评价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多次为

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成果转化、科技项目管

理等领域的政策建议,在国内外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60余篇。

1 资助现状分析

1.1 总体资助情况

杰青基金自1994年设立以来,资助强度和规模

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资助强度从每项60万元逐步

增长至400万元(数学和管理科学280万元),资助

规模从每年50项上升至300项。1994—2020年,
杰青基金实际资助4582项,资助经费103.29亿元。
根据资助强度和规模,杰青基金可分为五个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为探索期(1994—2001年),资助周期

为3年,资助强度60万元/项到80万元/项之间,资
助规模从50项上升到150项;第二阶段为调整期

(2002—2005年),资助周期延长为4年,资助强度

提升到100万元/项,资助规模扩大到160项左右;
第三 阶 段 为 扩 张 期(2006—2013 年),资 助 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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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资助强度增长至200万元/项,资助规模也扩

大到200人;第四阶段为发展期(2014—2018年),
资助强度达到400万元/项,资助周期于2015年延

长至5年,资助规模保持在200项左右;第五阶段为

变革期(2019年至今),资助规模扩大到300项,资
助周期和强度保持不变,见表1。

1.2 申请与资助

近十年杰青基金申请量大幅上升,2018年以前

资助率逐年降低。杰青基金作为我国资助杰出青年

人才开展基础研究的人才项目,吸引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申报,而随着海外回国人才和本土优秀人才的

逐渐增加,项目申请竞争日趋激烈,资助率从十年前

的10%左右连续下降到2018年6.69%。2019年杰

青基金改革,资助规模从200项增加到300项,因而

资助率显著回升至9.37%,接近十年前的水平,见
图1。

杰青基金是我国影响力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国家对杰青基金持续的关

注和不断增加的资助经费在其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1994年设立之初时总经费规模为0.3
亿元,规模较小且分布范围不广;到2000年时,基金

表1 杰青基金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

阶段
资助规模

(项)
平均资助

强度(万元)
资助周期

(年)

第一阶段(1994—2001年) 50~150 60~80 3

第二阶段(2002—2005年)150~160 100 4

第三阶段(2006—2013年)160~200 200 4

第四阶段(2014—2018年) 200 400 4~5

第五阶段(2019年至今) 300 400 5

图1 杰青基金项目申请量、资助量与

资助率的变化趋势图

规模已达到2亿元左右,稳定增长至2013年的资助

强度约4亿元;在杰青基金成立20周年之际,2014
年的资助经费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增长,单项经费由

200万元到400万元,总额接近8亿元。2019年资

助规模由200项上升至300项,资助经费随之增长

至12亿元。

1.3 资助分布情况

杰青基金在学科分布上有较为完整的资助体

系,对于各个学部的资助力度已经较为稳定,整体可

分为三个类别:以2019年的资助情况为例,工程与

材料、化学和信息科学部为第一梯队,三个科学部的

资助项目数量均超过40项,分别为56、45和43项,
资助经费分别达到2.24亿、1.8亿和1.72亿元;生
命、医学、数理和地球科学部为第二梯队,资助数量

超过30项,分别为38、37、35和32项,经费为1.52
亿、1.48亿、1.29亿和1.28亿元;管理科学部属于

第三梯队,2019年资助数量为10项,资助经费0.28
亿元。

杰青基金经多年发展,资助覆盖范围十分广泛。

2011—2019年,杰青基金资助机构地区覆盖27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宁夏、青海、内蒙古和西藏

4个省(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外,各地均有分布,集
中分布于我国东北、华东和华中地区,以北京、上海

和江 苏 为 主。从 资 助 经 费 来 看,北 京 获 得 资 助

20.25亿元,占比最高,达到34.76%、其次是上海、
江苏和湖北,分别占比14.11%、8.08%和5.39%。
而广西、新疆和海南在9年期间的资助数仅为1项,
项目数量的空间分布见图2。分析发现,空间分布

和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可以为科研发展提供更大的发

挥作用,扩大人才优势。
杰青基金资助范围按照依托单位性质划分包括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其他三个部分,2011—2019
年期间,杰青基金依托单位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其他依托单 位 占 比 极 低。高 等 院 校 共 获 得 资 助

1326项,经费40.98亿元,分别占杰青基金资助项

数和经费数的70.42%和70.36%;科研单位获得资

助550项,总经费约17亿元,分别占比29.21%和

29.23%;其他依托单位获得的资助较小,共获得7
项,总 计 经 费 2400 万 元,分 别 占 比 0.37% 和

0.41%。依托单位的集中度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条件支撑支持力度更高,是我国主要

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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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2019年杰青基金项目各学部资助项数与经费比较

科学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项数(项) 经费(万元) 项数(项) 经费(万元) 项数(项) 经费(万元) 项数(项) 经费(万元)

数理 24 7770 24 7770 25 8120 35 12920

化学 30 10500 30 10500 30 10500 45 18000

生命 26 9100 26 9100 25 8750 38 15200

地球 21 7350 21 7350 21 7350 32 12800

工程与材料 37 12950 38 13300 38 13300 56 22400

信息 28 9800 28 9800 29 10150 43 17200

管理 7 1715 7 1715 7 1715 10 2800

医学 25 8750 24 8400 24 8400 37 14800

总计 198 67935 198 67935 199 68285 296 116120

图2 杰青基金资助项目的空间分布图

2 短期产出分析

2.1 人才培养

杰青基金最主要目的是培养优秀基础研究人

才,不仅包括项目负责人,而且包括项目研究团队。
从项目负责人的角度来看,杰青基金显著促进了人

才的成长。通过统计2017年结题的项目负责人的

科研工作发现,他们在项目执行期得到了诸多其他

基金项目的支持,承担项目的能力显著增长,共获得

资助1053项,其中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81
项、面上项目66项、重点项目61项,人均获资助

5.32项,共 计 资 助 金 额9.02亿 元,人 均 获 资 助

740.66万元。
同时,从项目研究团队的角度而言,团队成员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人才培养效果显著。对2017年结

题的197份结题报告统计发现,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1738人,博士研究生1618人,博士后294人。在人

员职称晋升方面,13人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11人

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3人晋升为高级工程师,4人

晋升为研究员,24人晋升为副研究员。此外,有2
人获得杰青基金资助,15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

2.2 学术产出

基础研究的重要产出是以知识为代表的学术论

文,通过对2017年结题项目统计发现,杰青基金在

项目执行期内,学术产出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论文产出数量逐年递增,年度产出成果基

本均衡。对2017年结题的197份结题书统计发现,
在项目执行期发表论文总数为6839篇。按照项目

执行进度,论文发表数量随着研究进程逐年递增,但
总体 较 为 均 衡,从2014—2017年 分 别 为 1219、

1690、1747和1835,如图3所示。
二是项目负责人的学术贡献主要以全方位负责

的通讯作者为主,较少承担学术研究的具体工作。
以论文署名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杰青基金项目负

责人以第一作者的发文量很少,大多数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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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的6839篇论文中,项目负责人为通讯作者

的论文达到4397篇,占比64.29%;既非一作又非

通讯作者的文章数量为1847篇,占比27.01%;为
第一作者的论文有595篇,占比8.70%;如图4
所示。

三是杰青基金学术产出质量较高。本文基于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检索出2017年结题的

197个杰青基金项目的论文产出和被引频次,检索

结果 显 示 发 表 论 文 总 数4759篇,总 被 引 次 数

111209次(包 括 自 引 和 他 引),篇 均 被 引 次 数

23.37次/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

发布,2016 年 SCI期 刊 论 文 篇 均 被 引 频 次 为

11.80次/篇,杰青基金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

远超国际基线水平。

2.3 学科发展

论文产出总量上,超过1000篇发文的有三个

学部,分别是化学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和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其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发文1708篇,
占比24.97%,其他科学部发文数均少于1000篇。
在项均发文数量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居于首位,

图3 2017年杰青基金结题项目执行期的论文发表数量

图4 2017年杰青基金结题项目执行期

发表论文的作者分布

47.44篇/项;其次是信息科学部46.32篇/项;化学

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分别42.61和41.57篇/项;最
少的是生命科学部15.42篇/项,见表3。

项目负责人在各学科上的学术贡献差异显著。
从统计数据来看,各学部论文署名情况与学部发文

数量存在明显差别。第一作者发文占比较高的为数

理科学部和地球科学部,分别为18.73%、18.66%,
最少为化学学部,为0.86%;通讯作者占比最高的

为化学科学部,为90.16%,其次是生命科学部和医

学科学部,分别为86.78%、79.05%,其他科学部都

在30%以上;既非一作又非通讯作者占比最高的为

管理科学部,为56.01%,其次为数理科学部,为

48.21%,见表4。

3 长期效益分析

3.1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科学家

杰青基金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大

批高水平科学家。杰青基金资助的学者引领了中国

前瞻性基础科学发展,不断为科学前沿提供新思路、
新方法,作为科研领军人才及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日

益凸显,是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重要力量。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情况为例,1995—2019年间

增选的13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共

628人,其中275人曾获杰青基金资助,占总人数的

39.80%。1995年以来,每届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杰青基金获得者占比逐渐提高,2019年增选的科

学院院士中占比达到73.44%,见图5。在2019年

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80.36%的60岁以下

院士曾获杰青基金资助,50岁以下的院士全部都曾

获杰青基金资助,院士的学术成长生涯中杰青基金

的作用越加凸显。

表3 各科学部杰青基金项目数量及发文情况

科学部
项目

数量
占比

发文

数量
占比

项均

发文

数理 26 13.20%  726 10.62% 27.92

化学 31 15.74% 1321 19.32% 42.61

生命 26 13.20% 401 5.86% 15.42

地球 21 10.66% 604 8.83% 28.76

工程与材料 36 18.27% 1708 24.97% 47.44

信息 25 12.69% 1158 16.93% 46.32

管理 7 3.55% 291 4.26% 41.57

医学 25 12.69% 630 9.21% 25.20

总计 197 100.00% 6839 100.00%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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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涵盖每年自然科学所有领

域的重要进展,入选的研究成果能反映出杰青基金

获得者作为学术带头人发挥的作用。2009—2019年,

杰青基金获得者作为第一完成人入选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81项,占入选总人数的81%,参与完成82项,
参与总人次达到133次,见图6。

表4 各学部论文作者统计分布

学部 论文总量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既非一作又非通讯作者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理  726 136 18.73%  240 33.06%  350 48.21%
化学 1321 9 0.68% 1191 90.16% 121 9.16%
生命 401 15 3.74% 348 86.78% 38 9.48%
地球 627 117 18.66% 348 55.50% 162 25.84%

工程与材料 1685 184 10.92% 954 56.62% 547 32.46%
信息 1158 59 5.09% 710 61.31% 389 33.59%
管理 291 20 6.87% 108 37.11% 163 56.01%
医学 630 55 8.73% 498 79.05% 77 12.22%
总计 6839 595 8.70% 4397 64.29% 1847 27.01%

图5 历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杰青人数及比例

图6 杰青基金获得者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人数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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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了一批优秀科研团队

通过项目资助,杰青基金建设了一批有较强科

研实力的科研团队。杰青基金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均

为本领域杰出的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有效推动了

他们的研究活动,这表现为他们的研究条件得到极

大的改善,在一个杰青基金项目负责人周围逐渐会

聚集起一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形成一个日渐强大

并致力于攻难破艰的科研团队。以2013获杰青基

金资助者为例,通过跟踪发现其在后续发展中共有

3个科研团队获得了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成长为领

域内的重要科研力量。

3.3 取得了一批科学前沿成果

当前,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学科越来越多,很多

科学前沿问题都不再是仅靠单独一个学科所能解决

的,而是要靠多个学科的协作与综合。杰青基金项

目负责人由于站在学科前沿,同时又容易在科学界

构建广泛的人际网络,所以他们会渐渐承担起学科

合作与融合的联络人与协调人,集结了一批科研人

才,取得了一批科学前沿成果。2017年结题的杰青

基金在项目执行期间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了诸多高

水平学术论文,其中,Nature发表73篇,Science发

表7篇。

3.4 实现了一批科研成果转化

通过杰青基金的资助,诸多项目产生了一定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2017年结题项目为例,取
得专利授权的杰青基金项目负责人共计102人次,
数量达862项,占统计人数的51%,而在取得专利

授权的102人中,已授权十项专利以上的杰青基金

项目负责人共计31人次;研究结果已被国家或企业

采纳成为标准的共计2人次;已取得软件著作权的

杰青基金负责人共计11人次,数量达到56项;此
外,在资助期间成功对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转化

或应用的杰青基金项目负责人共计34人次,占总体

人数的17%,其中涉及到技术转让的共计3人次,
转让的技术数量共计13项;涉及作价投资1人次;
涉及到产生经济效益的共计34人次。另外,杰青基

金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参
加科普活动或举办科普讲座的共计14人次;撰写教

材或科普文章的杰青基金项目负责人共计24人次;
接受媒体采访与报道的共计11人次。

4 讨论与建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

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

杰青基金工作座谈会上对杰青基金改革做出重要指

示,要求杰青基金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

创新能力上要发挥更大作用,探索把杰青基金当作

国家“风投基金”来使用。根据杰青基金的产出特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发挥杰青基金风险投资作用,鼓励科研人

员勇闯科研“无人区”。
从学术产出情况来看,杰青基金已经获得了很

多的优秀成果,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建设

了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科研团队;但其年度产出较

为均衡,说明申请人在选题上更偏向已有深入研究

的问题,能快速发表成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杰青基金的发展应进一步鼓励创新,发挥杰

青基金风险投资作用,资助其选题更关注国际前沿

科学难题,瞄准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政策上为

项目执行营造宽松环境,不过度的追求数量评价指

标,催生更多的国际前沿科研成果。
(2)按不同学科分类评价,并根据学科特点设

置不同评价指标。
杰青基金在不同科学部的产生成果具有明显的

不同特征,这与各个学科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在杰

青基金的评价中,应根据学科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规范。对各个科学部而言,如化学科

学部应更关注高质量论文的原创性和源头创新性;
工程与材料、信息科学部应同时关注成果的学术水

平与应用潜力;生命、医学科学部则应关注解决社会

发展中关键共性问题提供支撑的力度;数理、地球科

学部由于产生高质量成果的长期性,则应更强调成

果的质量而非数量。
(3)完善项目成果考核制度,明确考核团队建

设的成效。
尽管杰青基金在不同学科上的学术产出上有较

大差别,但各学科都同时呈现第一作者论文极少、通
讯作者、其他作者多的现象,说明团队建设是杰青基

金的重要绩效。项目的结题考核应增加团队考核内

容,运用科学有效的考核方法,将团队考核与个人绩

效相结合,使项目的执行拥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并

针对不同学科的学术产出特点,绩效评价时关注通

讯作者论文,强化第一作者论文的评价,降低其他作

者署名论文的评价,完善团队的成果考核。
(4)持续扩大资助规模,淡化杰青基金品牌

效应。
从杰青基金的发展阶段来看,其资助量一直在

增加,但资助率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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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造成了杰青基金品牌效应突出,产生了一些负面

影响。杰青基金作为人才项目之一,意在支持在基

础研究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开展创新研究,
其根本目标是为了促进一流人才的成长。因此,杰
青基金今后的发展更应突出其人才项目的性质,持
续扩大资助规模,规范杰青基金的使用方式,杰青基

金的项目获得数量不作为各类专业评估的指标,强
调项目的长期人才培养成果,减少品牌效应带来的

负面影响,为青年人才营造潜心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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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orOutstandingYoungScholarsstatisticssinceits
inceptionand197aconcludingreportin2017,fromthewholefinancedataeconometricanalysisandannual
twoaspectsofthecaseofcrosssectiondat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or
OutstandingYoungScholarssituation,andbasedonitspositioninganalysistheperformanceofthelong-
termfundingandshort-term outputresults.Itisfoundthatthe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or
OutstandingScholarshasmadeoutstandingachievementsinpersonneltraining,teambuilding,scientific
achievement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ndhasmade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trainingof
outstandingtalentsinbasicresearchinChina.Finally,thepaperputsforwardsomepolicysuggestions
accordingtotheoutputcharacteristics,suchasgivingtheroleofthenationalventurecapitalfund,

classifiedevaluation,andexpandingth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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