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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比资助项目数量、间隔时间、项目类型、论文产出等指标,分析3所独立医科院校

2009—2019年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获得后续国家基金项目资助与间隔时间系数情况,研究青年人

才成长周期规律,探索助力青年人才成长的措施。研究发现间隔时间系数可作为衡量科研工作延

续性的标尺、评判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能力的依据与评价科研产出质量的参考。从高校科研管理角

度提出应提升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优化管理服务,营造良好宽松的科研氛围,促进高端青年

人才培养,为青年人才持续、快速成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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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

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拥

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1]。《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等纲要性文件中也强调了高质量科

技人才队伍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意

义[2,3]。青年科技人才(以下简称“青年人才”)作为

最为活跃的科研群体,是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

基础与后备力量和高校科技工作的未来,关于青年

人才成长周期与绩效的研究也成为高校科技工作关

注的焦点[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

重要渠道之一,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为了培养

基础研究后继人才设立的项目。但大多数高校面临

的共同问题是,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

中,仅有小部分人后续能够获得国家基金其他类别

项目的资助。医科院校的青年人才面临着临床、教
学、科研等多方面工作的压力,成长更为不易。因

赵镇 南方医科大学科研院院长,副研究

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科研管理及医学

科研管理相关工作及研究。

辜承慰 南 方 医 科 大 学 科 研 院 科 长,讲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科研管理与医学

科研管理。

此,针对医科院校,分析青年人才后续获得基金项目

的时间间隔等规律,对完善医学领域青年人才发展

体系、推动医学领域高校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医科高校综合实力与影响力、促进国家医学领域

基础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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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青年人才成长

和培养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青年人才的定义

和划分[1012]、青年人才的特征和成长周期[1315]、基
金项目对青年人才培养的作用、青年人才成长、培养

的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
许多学者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例如,查静等[16]认为科学基金

的支持,有利于推动青年人才迅速成长,发表高水平

的学术论文,承担基金项目有利于促进青年人才学

术积淀,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申请后续基金项目的

能力。刘超等[17]讨论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促进作用,指出依托单位拥有

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以下简称“优青”)
为日后成长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以下简称“杰青”)的后备力量,成为“杰青”的“优
青”占比可以反映单位青年人才培养的成效。郭美

荣等[18]以1994—2008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为研究对象,定义基金获得者的成长周期并提

出其可以作为考量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的重要指标。
张楠楠等人[19]对我国医学领域2012—2018年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成长特征分析,总结得出

医学领域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医学领域竞争加剧,青
年人才培养体系对其成长有关键推进作用。

吕萍、胡建伟等人[20,21]基于大学和医院角度研

究青年人才培育,对人才培养与科研产出情况进行

分析,指出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应设立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进一步提

升人才培养能力。朱志成等人[22]指出我国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中面对多重压力和科

技资源的紧缺,需要引入第三方服务平台,清除学术

垄断、建立稳定持续的保障机制以帮助其成长。董

美玲等人[23]分享了中山大学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

的系列举措,包括分层次培养、破解瓶颈期、实行新

的评价与激励机制等,强调人才培养过程的经费支

持、国际交流和环境营造的重要性。
此外,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

青年时期更可能取得学术生涯中的重大成果,而基

金项目资助有利于提升科研人员的产出[2427]。
但到目前为止,对我国医学领域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的纵向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医学领域青年人才

相对于其他领域人才来说,具有其特殊性[28],本文

希望通过研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后续获资助

项目的间隔时间系数,研究青年人才的成长周期与

规律,探索青年人才组织管理方法的创新,为培育医

学领域基础研究后续人才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

数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近年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位

居独立医科大学前3位的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

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为例,对2009—2019年11年

间3所独立医科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获得

后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类别项目(以下简称“其
他项目”)资助所需的时间、项目类型、项目数量等

进行统计,通过历年数据的对比,分析青年人才的

成长周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产出绩效。本文数

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以及

Letpub国家基金查询网站(http://www.letpub.
com.cn)。

此外,为整体评价3所高校的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后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类别项目

资助所需的平均时间,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数构建了

间隔时间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T =Niti

Ni

  其中,ti 表示两项获资助项目立项间隔时间为i
年,Ni 表示间隔时间为i年的后续资助项目数,间
隔时间的加权平均值 T 即为各间隔i年的后续资助

项目数Ni 乘以相应的间隔时间ti,然后加总求和得

到总体值 Niti,再除以总的后续项目资助数

Ni。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3所高校历年青年科学基金立项及其负责人

后续获其他项目资助情况对比

3.1.1 2009—2019年青年科学基金立项数对比

对2009—2019年3所独立医科大学获得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总数进行统计(表1)。2009—

2019年,南京医科大学共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175项,去除2019年立项的138项(2019年获资助

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需至2020年才可统计

其获得的其他类别项目),共1037项。首都医科大

学共获得927项,去除2019年立项的112项,共815
项。南方医科大学共获得758项,去除2019年立项

的128项,共63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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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所高校2009—2019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南京医科大学 26 52 86 94 115 112 129 132 148 143 138

首都医科大学 17 36 85 76 89 88 99 96 111 118 112

南方医科大学 28 24 55 56 56 62 64 83 97 105 128

3.1.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其他项

目资助比例对比

  图1展示了3所高校2009—2018年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项目资助比例,发现3所

高校虽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总数有差异,但
后续其他类别项目资助比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南

京医科大学1037个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中,
后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类别项目资助的共

计200人,占总数的19.29%;首都医科大学815个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中,后续获得资助的共计

156人,占总数的19.14%。南方医科大学630个青

年科学 基 金 项 目 负 责 人 中,后 续 获 得 资 助 共 计

151人,占总数的23.97%。

图1 3所高校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

其他项目资助比例

图2 3所高校历年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

获得其他项目资助人数

3所 高 校 获 得 后 续 资 助 的 平 均 比 例 仅 为

20.82%。说明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后,仅有

1/5的申请人后续能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

类别项目资助,其中,面上项目占后续资助项目总数

的92.37%。
对2009年以来每年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负责 人 后 续 获 得 资 助 的 人 数 进 行 分 析(图 2)。

2014年(含)之前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负

责人中,南京医科大学获得后续资助的人数共计

178人,高于首都医科大学的128人和南方医科大

学的111人。2015—2017年,南方医科大学后续获

得资助的人数高于其他2所高校。

3.1.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其他类别项目数量对比

  对3所高校后续获得资助的项目数量以及相应

人数进行分析,后续获得1项项目资助的人数占总

人数的比例为72.50%,后续获得2项项目资助的

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19.84%,后续获得3项项

目资助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4.72%,后续获得

4项及以上项目资助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仅为

2.95%。

图3 3所高校后续获得资助其他项目整体数量分布图

表2 3所高校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后续获资助项目数量

后续立项数 1项 2项 3项 4项 5项

南京医科大学 147 38 9 3 3

首都医科大学 117 32 3 4 0

南方医科大学 105 31 12 4 1

3.1.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其他项

目类型分布

  从后续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析,南京医科大学

有187人 后 续 获 得 了 面 上 项 目 资 助,占 总 数 的

93.5%;另外13人还获得其他类型项目的资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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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6.5%,其中,7人获得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3人获得过4次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

项目1项、培育项目3项),1人获得过联合基金培

育项目,2人获得过国际合作交流项目,1人获得过

科学部主任基金。首都医科大学有142人后续获得

了面上项目资助,占总数的91.03%;另外14人还

获得其他类型项目的资助,占总数的8.97%,其中,

1人获得杰青项目,2人获得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3人获得过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项目1
项、培育项目2项),1人获得过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9人获得过应急管理项目。南方医科大学有144人

后续获得了面上项目资助,占总数的95.36%;另外

7人还获得其他类型项目的资助,占总数的4.64%,
其中,3人获得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人获得

过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2人获得过联合基金重

点支持项目,1人获得过应急管理项目。

3.2 3所高校历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后续其他

获资助项目间隔时间系数对比

3.2.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后续其他获资助项目

间隔时间分布

  对3所高校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

项目资助的间隔时间进行分析(图4),按照前后获

得资助的间隔时间对获得后续资助的负责人进行分

类,从整体情况分析,3所高校均有少部分基础良

好、成绩突出的申请人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研阶

段便获得了其他项目资助,大多数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是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后的3~4年

获得后续资助。南京医科大学曲线峰值出现在第4
年,首都医科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曲线峰值均出现

在第3年。一旦研究缺乏延续性,项目中断3~4年

后,再次获得项目资助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图4 3所高校青年基金项目与后续其他

获资助项目间隔时间分布

图4虽然能够看出大多项目获得后续资助的时

间间隔,但是包含的信息较少,也无法体现这一结果

是否具有一般性的规律,因此使用前文提到的时间

间隔系数对数据进行分析。

3.2.2 历年青年科学基金立项项目负责人后续获

资助项目两两之间间隔时间系数对比

  将3所高校2009—2017年间每一年获得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负责人后续获得资助的项目数

与间隔时间数据代入到间隔时间系数公式中,将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后续获得资助项目每两项间的间

隔时间作为ti,得出10年间每一年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获得者获得后续资助的加权平均间隔时间系数,对

3所高校间隔时间系数做横向和纵向比较(图5)。

图5 3所高校历年加权平均间隔时间系数

因2016年及以后距今时间较短,可能存在数据

误差,因此主要采用2015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分析。
从图5可以看出,3所高校在2010—2015年间,除
去2011年南京医科大间隔时间系数低于3,其余均

介于3—4之间,曲线比较平稳,说明这一现象与年

份无关,具有一般规律性。分析其原因,这一方面是

由于青年人才的职称限项所致(高校青年人员大多

为中级职称,只能主持1项国家基金项目);另一方

面是通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平均需经过

3~5年的积累,这部分青年人才独立开展科学研究

的能力得以提升,在取得良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后,
逐渐具备了深入开展研究的能力和实力。

3.2.3 历年青年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与其负责人后

续获得第一项其他项目间隔时间系数对比

  将3所高校2009—2019年间历年获得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负责人后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其他类别项目数与间隔时间数据代入到公式中,
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后续获得第一项项目资助的

间隔时间作为ti,得出3所高校的整体间隔时间系

数介于3.72~3.94之间(图6)。南京医科大学

(3.93)与首都医科大学(3.94)后续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其他类别项目资助所学的平均时间差别不

大,南方医科大学(3.72)略低于其他2所高校。这

一数据可以简单直观地体现高校青年人才整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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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资助的情况,也同样可以按照年度进行统计,对
青年人才的培养效果进行评估。

3.3 历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登记SCI论文数

对比

  为了寻找3所高校获得后续资助项目人数差异

的可能原因,本文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

学基金共享服务网站,查询了2009—2018年上述3
所高校青年基金结题报告登记的学术成果,针对学

术成果中的SCI论文(剔除 Meta分析及案例报告

论文)情况进行统计。
从图7来看,3所高校2009—2018年结题的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登记SCI论文总数整体呈现上升趋

势,从侧面表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完成质量在逐

年提升。从图8来看,2015年以来,3所高校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结题登记SCI论文平均数比2015年以

前有了显著提高,2015年达到峰值。

SCI论文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质量的重要

指标,也是后续申报基金项目的重要基础[2931],南京

医科大学的SCI论文发表数量高于其他二所高校,
另一角度折射出南京医科大学后续获得项目资助数

量高于其他2所高校的原因。

图6 3所高校加权平均间隔时间系数

图7 3所高校2009—2018年青年基金项目

结题登记SCI论文总数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图8 3所高校2009—2018年青年基金项目

结题登记SCI论文平均数

4.1.1 间隔时间系数可以作为衡量科研工作延续

性的标尺

  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获得后续资助的间

隔时间看,项目负责人在研究初期获得项目资助的

连续性,对整体科研工作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前期

研究一旦中断,后续再获得项目的难度会进一步加

大,尤其是在项目中断3~4年后,后续再次获得项

目资助的可能性将会极低。由此可见,利用间隔时

间系数,能够较好地衡量青年人才科学研究工作的

延续性。

4.1.2 间隔时间系数可以作为评判独立开展科研

工作能力的依据

  青年人才由于刚刚完成角色的转变,短期内难

以建立系统的科研思维,即使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在独立开展研究、科研成果产出方面仍然存在经

验不足的问题。能够获得后续项目资助,则证明青

年人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深入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实

力。因此,关注间隔时间系数,将其作为评判青年人

才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能力的依据,能够更有针对性

地设置青年人才培养策略。

4.1.3 间隔时间系数可以作为评估学校发展均衡

度的要素

  间隔时间系数可以作为评估不同高校青年人才

培养效果的参考指标,学校整体间隔时间系数小,说
明青年人才在完成常规工作后,还能够比较好地完

成科研工作,保证均衡发展。
不同学科的间隔时间系数也可以作为评议学科

发展均衡度的要素。从各单位不同学科的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间隔时间系数分析,优势学科的间隔时间

系数低于学校平均系数,如南京医科大学的预防医

学学科、泌尿学科等,而有的学科间隔时间系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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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学校平均值,甚至无人获得后续资助。从上述

时间间隔系数的差异,可以体现出学科发展的均衡

度,上述数据可作为优势学科实力的参考指标之一,
也可以据此加强弱势学科建设和支持。

4.2 对策建议

4.2.1 加大青年人才培养投入,提升青年人才研究

的延续性

  大多数青年人才在一开始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

较为严重,高校只有提升对青年人才成长周期的重

视程度,在制度层面完善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保障

体系,在措施层面优化高校科技资源配置,给予青

年人才更多的经费与平台支持,才能提升青年人才

成长的延续性,更好地助力青年人才成长[32]。比

如南京医科大学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

过程管理和人才可持续发展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33]。高校应关注青年人才获得基金项目的时间

周期,重视青年人才的成长规律,缓解研究初期青

年人才资源短缺问题,中后期为青年人才的成长保

驾护航,保证在青年人才的发展道路上提供持续稳

定的政策保障,推动青年人才快速成为相关领域的

骨干科研力量。

4.2.2 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增强青年人才研究的

独立性

  青年人才初期独立性有待提高,对环境具有更

多的依赖性[34]。高校应该遵循青年人才的成长规

律,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与关怀,
让青年人才能够尽快完成角色的转变,顺利踏上科

学研究道路[35]。高校应结合间隔时间系数与人才

成长规律,在重要时间节点与人才成长阶段设置更

具针对性、更加多样化的措施,以加强人才科研能力

的培养。

4.2.3 转变青年人才培养思路,实行青年人才医教

研协同发展

  加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帮助负

责人走稳科研道路关键的第一步,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医科院校要打破现有框架体系,构建新的顶

层设计,促进医疗资源与科研资源的整合与融合,集
中精力紧抓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创新团队建

设,顺畅医、教、研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协同发展。
科研管理部门应提升管理水平,优化管理程序,简化

相关行政手续,为青年人才节省精力与时间;以课题

项目管人员,研究各级项目对青年人才培养的突出

作用,提升科研管理人员管理主动性,对青年人才立

案建档,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调研工作,针对

性地调整管理方向与措施。对由于临床或教学工作

压力大,影响项目申报或进展的青年人才,采取多种

措施,保障科研活动时间。

4.2.4 提升青年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层次青年人

才培养

  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但高

端的创新型人才十分缺乏[36]。高端人才是高校科

技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志。因此,高校应以科研项目

为基础,致力于培养高端青年人才。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着力于培养优秀的青年学术骨干人才,是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之间的

过渡与衔接,鼓励和帮助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积极

申报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符合发展条件与标

准的青年人才进行持续、连贯的管理与培养,为高端

人才培养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管理流程,能够促进

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为各学科领军人才做好储备。
建立不同类型青年人才培养体系,结合青年人才学

科特点、个人水平、自身优势进行分类引导、精准培

养[37],助力不同领域内优秀青年人才发展。推动

高端青年人才支撑平台建设,选择具有较好发展基

础的学科以及平台作为基础,通过优化科研硬件设

施与软件配置为高端人才培育营造良好的科研

环境。

4.3 研究总结

青年人才是高校科技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是高

校科技工作的未来,培养一批合格的青年人才,是
高校迎接社会发展变革与激烈竞争的重要手段。
高校要始终将人才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要位置,
不拘一格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将间隔时间系

数作为新的管理切入点,有重点、有针对性、科学

地培养青年人才,为青年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环

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激励和帮助青年人才快速

成长,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科研发展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为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注入新的

活力。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03-06.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2010-06-06)/[2020-03-15].http://www.gov.

cn/jrzg/2010-06/06/content_1621841.htm.



 
第36卷 第2期 辜承慰等:基于间隔时间系数的独立医科大学青年人才成长路径分析———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 307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05-19)/[2020-03-16].http://www.gov.cn/xinwen/2016-

05/19/content_5074812.htm.

[4] 韩宇,张志辉,刘卫,等.科学基金青年科研队伍的变化与

政策思考.科学学研究,2002,20(1):33—38.

[5] 查静,邹亚飞,郑传临.浅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为例.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6(1):37—41.

[6] 罗骏,周小丁,黄云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与探讨.中国科学基金,2016,30(4):336—339.

[7] 刘睿.中国高层次青年人才项目资助与产出分析———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7(3):

75—80,99.

[8] 庄俐,吴林妃.2006—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 项 目 资 助 情 况 剖 析.科 技 通 报,2014,30(8):

240—243.

[9] 聂珍,董晓静.青年科技人才评价问题初探.技术与创新管

理,2013,34(5):505—508.

[10]何土凤,刘俊彦.中国青年人才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国青

年研究,2018(11):42—49,41.

[11]房宏君,陈雄鹰,汪昕宇.国内关于科技人才的研究热点及其

演进可视化探析.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89—95.

[12]赵鹏飞,朱雪梅,郭威.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山西财经大学学

报,2015,37(S2):13—14,23.

[13]郭柏林,鲁世林.“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特点、

问题与对策———基于六所部属师范院校的分析.研究生教

育研究,2019(5):76—82.

[14]霍丽霞,王阳,王万鹏.地方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发展政策分

析———以北京为例.中国高校科技,2019(8):18—21.

[15]田永常,杜远生,张云姝,等.地质类高校科技人才评价体

系研究.科研管理,2018,39(S1):52—56.

[16]查静,邹亚飞,郑传临.浅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为例.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6(1):37—41.

[17]刘超,李东,鲍锦涛,等.“优青”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促

进作用及相关管理举措探讨.中国科学基金,2018,32(4):

387—392.

[18]郭美荣,彭洁,赵伟,等.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过程及

特征分析———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例.科

技管理研究,2011,31(1):135—138.

[19]张楠楠,于璇,肖瑜,等.医学领域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情况 及 项 目 负 责 人 成 长 特 征 分 析.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19,33(6):623—627.

[20]吕萍,贾川,刘扬,等.青年科技人才培育计划效果分析和

策略研究———以河北医科大学为例.中国高校科技,2017

(S2):77—78.

[21]胡建伟,单艳华.大学附属医院青年人才培养与科研产出情

况分析.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13(3):191—193.

[22]朱志成,乐国林.我国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与

管理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9):142—146.

[23]董美玲.高校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策略研究.科技进步与

对策,2013,30(16):138—141.

[24]LemanHC.Ageand Achieve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53.

[25]StephanP,LevinS.AgeandtheNobelprizerevisited.

Scientometrics,1993,28(3):387—399.

[26]ZuckermanH.Scientificelite:NobellaureatesintheUnited

States.TransactionPublishers,1977.

[27]Ebadi A, Schiffauerova A. How to boost scientific

production? Astatisticalanalysisofresearchfundingand

otherinfluencingfactors.Scientometrics,2016,106(3):

1093—1116.

[28]李杰,伍小松,陈光辉.2013—2017年湖南省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资 助 情 况 分 析.中 国 科 学 基 金,2018,32(6):

617—621.

[29]宋芳,张淋坤,张钟方.对2008—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口腔医学领域资助项目及SCI论文产出情况统计分析.

口腔医学研究,2019,35(2):189—193.

[30]田文灿,胡志刚,焦健,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纳米生物医

学领域资助项目绩效分析.中国科学基金,2019,33(1):

62—70.

[31]马路,高书春,戈一冰.临床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效 果 分 析:基 于 论 文 产 出 视 角.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19,33(2):180—185.

[32]邓永权.科研绩效管理若干问题的研究.科技管理研究,

2019,39(6):100—107.

[33]江胜强,李歆,周蓦.2007—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趋势分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18(6):485—488.

[34]苏榕,刘佐菁,陈杰.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的战略思考.科技管理研究,2019,39(5):82—88.

[35]褚怡春,杨永华,高翔,等.我国高等院校基础医学研究的

发展现状与对策: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视角的讨论.中国

科学基金,2016,30(1):89—95.

[36]张守营,徐晨曦.创新之报告 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亟待提

高———来自《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

的数据.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4(Z1):73—75.

[37]孙良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困境及提升

对策探讨.中国高等教育,2017(24):30—31.



 

 308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2年

AnalysisontheGrowthPathofYoungTalentsinIndependentMedical
UniversitybasedonIntervalTimeCoefficient

—ACaseStudy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GuChengwei1  LuoHuiwen2  DongHanqiong3  YinJiajun2  ZhangXinlu4  ZhaoZhen1*

1.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e,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

2.FudanUniversityShanghaiCancerCenter,Shanghai201203

3.SchoolofHealthServicesManagement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

4.NanfangHospitalof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nfykdxchengguo@126.com

Abstract Bycomparingthenumber,intervaltime,projecttypeandSCIpaperoutputofyouthfund
projectsovertheyears,thispaperanalyzesthesituationthattheprojectleaderofYouthScienceFundof
threeindependentmedicalcollegesobtainedthesubsequent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projectfundingandintervaltimecoefficientfrom2009to2019,studiesthegrowthcycleofyoung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talents,andexploresthelawofhelpingyouthscienceandtechnologyMeasuresfortalent
growth.Itisfoundthattheintervaltimecoefficientcanbeusedasascaletomeasurethecontinuityof
scientificresearch,abasistoevaluatetheabilityofindependentscientificresearchandareferenceto
evaluatethequalityofscientificresearchoutput.Therefore,fromtheperspectiveofscientificresearch
management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basedontheintervalcoefficient,itisproposedthatweshould
strengthentheattentionandsupporttoyoungtalents,optimizemanagementservices,createagoodand
loosescientificresearchatmosphere,promotethecultivationofhigh-endyoungtalents,and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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