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报

2018 年 8 月

第 37 卷

第8期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Aug. 2018, 37(8): 782-795
DOI: 10.3772/j.issn.1000-0135.2018.08.005

基于 DID 模型的科技政策创新能力资助效应实证
研究——以杰青基金地球科学项目为例
田人合 1,2，张志强 1，王
（1.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
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非 3，窦

610041；2.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安

100872；4.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5. 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摘

要

超 4，崔静静 5
710054；
100190；

010051）

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程表明，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我国 R&D 经费投入持续增加，科研论文成果增加显著，但是原始创新成果的产出是否取得显著增长引
起广泛质疑。实证研究以 1994—2013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项目为研究对象，以杰青科学家发表顶
级期刊论文产出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分析已有的针对杰青基金的研究后，提出“环境-动机-行为”分析框架及理
论假设，采用 DID 模型克服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分析杰青基金对科学家创新能力的资助效应，验
证理论假设并基于“环境-动机-行为”分析框架解释可能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杰青基金对 1994—2008 年杰青基
金资助效应显著的年份达到 9 年，显著比例达到 60%，资助效应显著且为正的共 8 年，这 8 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
学家相比没有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每年可以多发表 0.151~0.698 篇顶级期刊论文，相对同时期科学家论
文产出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1.094~3.378 篇顶级期刊论文。资助效应最大的是 2002 年杰青基金，杰青基金资助效应
从 2006 年开始下降，2007 年、2008 年杰青基金资助效应不显著。科技项目实施绩效评价时，可以通过该方法构
建对照组，实现因果效应推断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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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investment of R&D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have thu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output of original innovation results has been widely questioned. This empirical study is based on the
1994–2013 geoscience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of China,
taking the output of the top periodical paper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innovation ability.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 motivation behavior” using the DID model. In order to control
for the endogeneity caused by errors, we analyze the fund’s effect on scientists’ innovation ability, verif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explain possible reason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 motivation behavior” analysis framework.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nd has reached a significant 9 year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1994–2008
year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60%,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support effect and a positive total of 8 years. In these 8
years, the scientist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have not
obtained the scientists funded by the jsing fund, and can publish more 0.151–0.698 journals per year. Papers,
scientists can produce more than 1.094–3.378 papers on top journals. The biggest subsidy effect was found in the Jay
green fund from 2002; that fund’s effect began to decline in 2006. In 2007 and 2008, the effect of the JE fund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the control group can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is metho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ferring causal effects.
Key words: data science; DID model;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scientific 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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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全世界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发展，
与之相应的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发展，各项科技政策
逐渐完善。具体来看，首先，科技投入逐年增加，
根据 2016 年 Nature[1]文献中的数据，将我国 R&D
经费支出换算成购买力与其他六个国家对比，发现
2004 年我国 R&D 经费支出超过德国、英国和韩国，
2008 年超过日本，2014 年超过欧盟 28 国支出总和，
2020 年底这一支出将超越美国。其次，科技成果逐
渐增多，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我国科研论文产出在
国际中所处位置，借助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集团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数据库收录
的论文数量（限定在 article 和 review 两类）进行分
析，分析涉及 7 个国家（中国限定在中国大陆），指
标包括论文产出数量、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
数量，结果如图 1 所示。图 1a 中过去 20 年中国论
文产量从 1990 年的 6000 多篇增加到 2017 年的超过
32.31 万篇，1997 年超过印度，2006 年一举超过英
国、德国和日本。图 1b 纵轴表示各主要国家每年篇
均被引频次与当年美国篇均被引频次的比例，从中
可知中国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从 1990 年的只有美国
的 30%，上升到 2017 年的达到美国的 82.73%；但是
当 2006 年中国在论文数量上分别超过英国、德国

和日本的时候，篇均被引频次仍然远远落后于这些
国家，2012 年篇均被引频次超过日本，但直到 2017
年始终低于英国、德国和美国。图 1c 中中国的 ESI
高被引论文数量从 2007 年的 626 篇上升到 2017 年
的 3029 篇，2011 年超过德国，2012 年超过日本，
截止到 2017 年 ESI 高被引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
尽管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近几年快速
增长，关于科研创新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这些质
疑来自众多方面，有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公众，也
有科研工作者本身。如我国著名科学家施一公在
2018 年全国政协会议中公开指出 [2]，“中国论文数量
超过美国”，但是“垃圾文章太多”；周忠和院士也在
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 [3] ，“我们最缺的是重大原创性
成果”。这些质疑可以归纳总结为我国的科研经费资
助是否能够促进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这既是科技
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家及社会公众普
遍关系的问题。

2

研究综述
与本文研究问题最直接最相关的是各类科学资

助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这类研究按照评估对象可
分为三层：①微观层面，主要指研究者个体、研究
小组及某个研究项目等；②中观层面，主要指研究
机构，如研究所、大学、公司，以及研究计划和学
科领域等；③宏观层面，主要指国家（包括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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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区域和国际性组织。本研究对象为具体科研

研究，按照论文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标记为文

项目资助的科学家，定义为微观层面。微观层面的

献 1~文献 6[11-16]，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其中文献

国外相关研究中，Benavente 等 [4]通过使用断点回归

1[11]梳理了杰青基金实施早期的情况，并将杰青科学

方法对智利 FONDECYT 基金进行评估分析，发现相

家对科研环境的要求详细归纳为 9 条；文献 2[12]中发

比对照组 FONDECYT 基金对资助者科研论文产出

现杰青科学家普遍认为影响自身创造成就取得的关

数量有极大的促进作用。Arora 等 [5]研究 NSF 资助与

键因素归类为：外部环境（依次为：科研环境、社

科研人员科研论文产出之间的关系，发现 NSF 基金

会环境、生活环境）、重要他人（依次为：师长、领

对经济学家早期成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每增加 1

导、亲人、学术、朋友、学术权威等）以及自身因

万美元的资助给受资助者，可增加 12 篇论文产出。

素（包括科研思想和个性能力）；文献 3[13]根据科学

[6]

Popp 以 OECD 的 15 个国家 1991—2011 年的研发

家的陈述可以归纳出当前现实的科研环境中存在的

投入数据及 WOS 产出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每 100

问题：①“重工程应用，轻基础研究”；②对研究人员

万美元的公共研发投入可以为投入国带来 1~2 篇论

的考核面过宽；③管理激励角度只注重论文数量，

文。Azoulay 等 [7]以美国 NIH 基金为研究对象研究该

缺乏对论文质量的奖励政策；④配套的科研经费不

基金资助对专利全部论文产量的影响，发现 NIH 基

够充足等。文献 4[14]研究发现科研环境对杰青科研工

金对私人专利产出更具促进作用，每 1000 万美元的

作的影响主要有物理、社会和成员因素；文献 5[15]

资助增长带来 2.3 个专利数量的增长。国内相关研究

对杰青科学家的履历进行分析，并结合其科研产出，

基本上全部集中在 NSFC 的项目中，评价指标包括

分析了管理学部杰青科学家的成长特征；文献 6[16]

国际论文、国内论文及问卷调查，其中史晓敏等

[8]

的研究发现杰青基金项目文章在发表后三四年的被
引频次高于重点项目。胡平等 [9]的研究发现杰青基金
资助成果存在不均衡性和差异性。周萍等 [10] 的研究

通过文献计量等方法研究了杰青科学家的科研产出
情况，并结合科研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3.2

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中文论文发表方面占
绝对领先地位。
上述研究的特点是：①研究基本都采用科学家
科研论文产出量为评价指标，并未考虑科研产出中
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数量；②采用统计建模的
方法定量分析，未能从“因果效应”层面对科技政策进
行评估；③所有研究都未能从资助项目实施实施周
期角度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进行评估分析。鉴于此，
本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①科研项目资助对科学家
发表顶级期刊论文产出的资助效应如何？②在科技
政策实施历史周期中，哪些年份对科学家发表顶级
期刊论文产出的资助效应最好，有什么规律，造成
这些潜在规律的可能原因有哪些。综合这些问题，
本文以已经实施了 20 年的杰青基金地球科学项目为
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对照组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消
除选择性偏误，以杰青科学家发表顶级期刊论文产
出量作为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对杰青基金实施 20
年来对科学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实施实证研究，最后
结合理论框架对结论进行分析。

“环境-动机-行为”分析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及本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 [17-18] ，

本文提出“环境-动机-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2），
该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动机、环境和行为，具体而
言，科学家的科研行为是由其科研动机（简称“动
机”）决定的，而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受到内在与外在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可以统一归纳为科研
环境（简称：环境），可以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
境。杰青基金资助在本框架中视为一个外在激励，
属于外部环境因素，处于不同环境中的科学家会对
杰青基金资助识别为不同的激励，从而导致内在科
研环境的变化，进而改变杰青科学家的科研动机，
最终体现为对杰青科学家科研行为（简称“行为”）
的影响。

3.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依据
①科研环境：指科研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为

更清晰地解释说明相关假设，本文将与杰青科学家
最密切最直接的科研环境归纳四点（如图 2 所示），
分别是：科技政策激励、科研考评机制、行政领导

3
3.1

“环境-动机-行为”模型
杰青基金质性研究评述
分析已有的针对杰青科学家的访谈研究和质性

机制和薪资福利待遇，其中科技政策激励主要指杰
青基金政策资助。②科研动机：指科学家从事科学
研究的目的。可以分为两类：科学动机和职业动机。
科学动机是指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为解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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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青科学家质性研究主要文献

文献 2

文献 3

文献 4

文献 5

文献 6

文献类型

研究报告

期刊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发表时间

2001.8

2011.3

2011.6

2014.5

2016.5

2016.6

作者姓名

Cong Gao and Richard

赵雷

高祀会

万懿

张烨

张瑜

作者机构

Columbia
sity

北京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科院心理所

东南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作者专业

Sociology

心理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应用心理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 医学科技管理
管理

研究方法

半开放式访谈法

半开放式访谈法

直接询问+深度访谈

访谈法

杰青履历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

研究对象
人数

52 人

25 人

6人

研究对象 282 人，
实际访谈 13 人

91 人

99 人

研究对象
所在单位

众多高校和研究所

未明确说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名
杰青，2 名海外杰青
合作者；哈尔滨工程
大学 20 人，4 名杰青
基金曾经申报者，其
他为教授、副教授、
博士

大学 5 人，科研
机构 8 人

6 种工作机构

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第四
军医大学

研究对象
学科分布

生命科学、
地学和技术科学

信息学部 4 人、
化学学部 3 人、
地球科学部 5 人、
生命科学部 3 人、
管理学部 5 人、
数理学部 3 人、
材料学部 2 人

4 名杰青科学家分属
不同的学院和专业，
具体情况未详细说明

1994—2011 年生
命科学领域

1994—2013 年管 1994—2014 年
理学部杰青科学 生物医学领域
家

研究总结

通过访谈，对研究
环境和杰青科学家
的成长进行分析，
探讨中国科学的未
来发展

研究杰青科学家
成长情况，分析
影响青年创新人
才的发展的影响
因素

如何提供科学合理的
环境，从而促进青年
科学家成功获得杰青
基金资助

探讨 杰青 科学 家
个体 成长 和科 研
环境 对其 科研 产
出的影响

研究管理学部杰
青科学家成长特
征，并结合科研
环境等进行解释

Univer-

图2

“环境-动机-行为”分析框架

研究杰青科学
家 的科研产出
情况，并从科研
环境等角度继
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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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职业动机则是科学家

间内发表更多论文，但是难以发表顶级期刊论文，

讲科学研究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从事科学研究是

即杰青基金不能够提高科学家的创新能力。

为了获取生活保障、职业晋升及社会地位。在理论
层面分析，首先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9-21] 角度来
看，职业动机是低于科学动机的更低层次的动机，
而社会地位及自我价值实现是高层次的职业动机，
科学家只有当低层次的职业动机需求得到满足后，
才会追求高层次的科学动机。其次，从双因素理论

4

研究数据与实证策略

4.1
4.1.1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研究对象

设是科研动机决定科研行为，在此基础上，科学家

本研究获得 NSFC 地球科学部的支持，以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部项目（以下简称“地
学”）为研究对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于
1994 年，是国内首个高强度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基
金，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
科技人才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
就 进 入 世 界 科 技 前 沿 的 优 秀 学 术 带 头 人 [25] 。 截 至
2013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地球科学家项目（以
下简称“杰青基金”）共实施 20 年，获资助者（文
中也称“杰青科学家”）共 311 人。资助期限方面，
1994—1995 年的 3 年/人，1996 年之后延长到 4 年/
人；资助金额方面，从 1994—1995 年的 60 万元/人，
增加到 1996—2001 年的 80 万元/人，从 2002 年开始
到 2005 年资 助 金 额 以 20 万 元 /人 的 幅 度 增 加 ，
2006—2013 年以后资助金额稳定到 200 万元/人；资
助规模方面，设立初期为 8~15 人/年，此后逐渐增加
到约 20 人/年。本研究中存在两个时间序列：第一个
是杰青基金实施历史周期时间序列，即杰青基金从
1994—2013 年实施的 20 年历史周期；第二个是杰
青科学家产出时间序列，即每位杰青科学家年度科
研产出值。

在已有的科研环境中，受到的杰青基金资助视为一

4.1.2

角度 [22-24] 来分析存在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两种不同
类型的因素，激励因素与员工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
有关，能使人们产生工作满意感，而保健因素与工
作环境或工作条件有关，能防止人们产生不满意感。
科学动机和职业动机二者并不是独立的、互不相关
的，而是都受到科研环境的制约，如科研考评机制
和行政领导机制。也就是说，低层次职业动机制约
了科学动机，换句话说，只有满足了一定的基本保
障后，科学家才能安心地在科学动机的驱动下从事
更具创新性的工作，高层次的职业动机与科学动机
的关系则更为复杂。③科研行为：科学家从事科学
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行为选择。在前文分析已有杰
青科学家访谈研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
科学家最终的科研行为归纳为：高难度选题 VS 简单
选题，以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VS 固守旧的研究领
域。一般而言，高难度的选题和新的研究领域需要
较长时间的积累，但是容易产生原始创新成果，即
更容易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④环境-动机-行 6 为
的关系：本文提出的“环境-动机-行为”框架的前提假

种外部激励，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已有的科研环境，
不同的杰青科学家所处的已有科研环境不同，受到
杰青基金激励后对待激励的态度不同，换句话说，
不同个杰青科学家因所处原来科研环境的不同，会
将杰青基金识别为不同的“科研激励”，从而改变原有
的科研动机，最终表现为科研行为的改变。

3.4

理论假设
基于“环境-动机-行为”理论模型框架，提出如下

假设（i 的含义见表 2）：①假设 Hi-a：杰青基金能够
促使科学家选择高难度的课题或者开辟新的研究领
域，从而更容易发表顶级期刊论文，即杰青基金能
够提高科学家的创新能力；②假设 Hi-b：因科研环
境中诸多因素限制，杰青科学家只能选择低难度的
课题或者固守已有的研究领域，从而能够在较短时

概念界定

Azoulay 等 [26]使用 Top 1%期刊论文作为创新性
科研成果产出能力的测度指标，借鉴该思路，定义
科学家在其所在学科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记为“Toppubs”）为衡量该杰青科学家创新性科
研成果产出能力（以下简称“创新能力”）的评价指
标。顶级期刊的范围选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所做中科院分区表中的 2015 年 Top 期刊 [27] 。该分
区把每个学科的所有期刊按照学术影响力（3 年平
均影响因子）由高到低降序排列，依次划分为 4 个
区，使得每个分区期刊影响力总和相同 [27-28] 。Top
期刊包括全部的 1 区期刊，2 区中 2 年总被引频次指
标位于前 10%的期刊，对于少数期刊不在上述定量
方法划分出来的 Top 期刊范围中，但经过科学共同
体评议，被认为是高学术影响力期刊，直接被采纳
加入 Top 期刊。因此，该分区的优点在于是经过定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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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和同行评议产生，在科学共同体内有很高的
认可度。

数据描述

4.2

学

4.2.1

数据库一

数据库一为地学部 1994—2013 年全部 311 名杰
青基金获得者的基本信息，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以下简称“NSFC”）地学处的支持，获得
了 1994—1998 年每位杰青的杰青项目申请书共计 47
份，1994—2010 年每位杰青的结题报告共计 240 份，
2011—2013 年杰青因尚未结题故无结题报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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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杰青检索到的论文题录数据利用学科、机构院系、
合著者信息、所在机构年份、导师等信息进一步甄
别和筛选，经过多轮查缺补漏，增删改查最终确定
全部产出数据库共 31098 篇。
（2）在筛选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数据时，选择中

历时一年半的检索、对照、筛选和整理等工作，
构建以下数据库。

报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设的中科院期刊分区 [27] 作
为顶级期刊的分区标准。在获取数据时，通过期刊
名称检索式，分批次导入中科院期刊分区在线平台 [27]
检索下载相关数据，确定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
产出数量。

实证策略

4.3
4.3.1

选择性偏误

4 人因撤销资助、资助期间病逝、长期出国中止资助

本文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杰青基金对科学家创

等原因未计入研究对象，实际分析对象为 307 人。

新能力的资助效应，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已有的杰青

通过对项目申请书和结题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并访

科学家当年未获得杰青基金资助，那么他们在发表

问杰青所在工作机构官网个人主页，构建杰青基础

顶级期刊论文方面是否可以取得与现在相同的成

数据库一。

就。基于此，如果杰青科学家的评选是通过在所有

4.2.2

数据库二

数据库二为杰青科学家的全部产出数据及顶级
期刊论文产出数据。

科学家中随机抽签决定，那么直接对比获得杰青基
金资助与未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在资助后若
干年的科研成果方面的差异，就以得出杰青基金的
因果效应，但事实上杰青科学家的评选是“优中选优”

（1）在获取全部产出数据时，根据 Moed[29]对

的过程，因此如果直接对比杰青科学家和非杰青科

文献计量方法在评价中国研究活动中的应用进行了

学家两个群体，必然会放大试验效果，即存在选择

梳理，提出针对中国的科研活动评价应剔除本国期

性偏误（selection bias）。所谓选择性偏误指真正需

刊，基于国际性的数据库 Web of Science，本文采纳

要研究的内容和实际可以计算的内容之间存在的偏

Moed[29]所提出的方法。地理学二级学科中人文地理

误，是所有分析因果机制 [31-33] 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学科研成果以 SSCI 为主，因此对人文地理学专业的

在经济学界称为“First Question”[34-35]。

2 名杰青科学家产出以 SSCI 为主，其他杰青科学家

要使选择性偏误为零，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在控

产出以 SCI 为主。研究采用“姓名+机构”的条件组合

制组中协变量分布尽可能的接近处理组，目前解决

从 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中获取论文数

选择性偏误的方法有随机试验法、工具变量法

据 [30]，检索截止日期 2015 年 5 月 31 日。①姓名检

（instrument variables）、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

索式采用“姓氏全称+名字全称”、“姓氏全称+名字首

differences）、断点回归法（regression discountinuity）、

字母缩写”等方式构建，拼写时考虑了以下情况：
（a）

匹配法（matching）、合成控制法（synthesis control

作者出国后更名的情况，如曾永平为“Zeng Eddy Y”；

methods）等。杰青科学家评选并非通过抽签决定的，

（b）作者英文姓名的方言问题，包括广东话发音、

因此在处理选择性偏误时，无法使用随机实验方法。

客家话发音、中文多音字等，如徐伟彪为“Hsu

工具变量法和断点回归法在数理上有很强的逻辑，

Weibiao”，区自清为“Ou ziqing”；②机构检索式构建

但是寻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丰富的数据资源和

时结合受教育和工作机构英文名及 WOS 地址缩写

很多次的尝试，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断点回归

规则，拼写时考虑：（a）机构非汉语拼音英文名称

则需要杰青基金结题时的评审得分数据，并且满足

及机构名称变动的情况，如 University 缩写为 Univ

非常苛刻的断点性质，难以实现。匹配法和合成控

等；（b）机构非汉语拼音英文名称，如中山大学为

制法要求杰青基金申请时落选的候选人名单，并且

“Sun Yat-Sen University”等；（c）考虑机构名称变动

要求落选的候选人在落选申请后不再申请杰青基

的情况，如长春地质学院更名为吉林大学。③对每

金，即永未获得杰青基金资助。事实是能够申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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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基金的科学家本身就是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即便

中若科学家 j 属于 1994 年杰青科学家，则 D1j=1，否

第一年申请没有获得资助，只要年龄不超过 45 岁，

则 D1j=0；③1994 年杰青基金资助范围为 1995—1997

都可以连续进行申请，直到申请获得资助为止，故

年，若 DID1 中第 j 名杰青科学家在第 t 年属于 1995

即便获得当年落选的候选人名单，也无法作为因果

—1997 年，则 T1jt=1，否则 T1jt=0。同理可解读表 2

效应分析的控制组。基于此，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

中其他年份参数的取值。

对杰青基金资助成效进行评估。

4.3.2

4.3.3

控制组构建

回归模型

本研究中利用回归分析法估计 DID 估计量，回

综合之前的分析，同一时间下杰青基金申请落

归模型如下：

选者无法作为控制组，本研究转而采用同一物理个

Yijt  β0i  β1i Dij  β2iTijt  β3i Dij  Tijt  βij  X ijt  ij  uit  εijt (1)

体在不同时间下的状态作为控制组。以 1994 年杰青

其中，i、j、t 分别表示第 i 个 DID 模型（DIDi）中

科学家为例说明控制组的构建，1994 年杰青科学家

的第 j 名杰青科学家，其所在的科研产出时间为第 t

资助时间为 1995.1—1997.12，共计三年，从 1998 年

年，被解释变量 Yijt 是杰青科学家的发表在顶级期刊

1 月开始资助终止，也就是说，1998 年以后获得杰

的科研论文产量（记为 Toppubsijt），Toppubsijt 表示

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在 1995.1—1997.12 这三年中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的第 j 名杰青科学家在第 t 年发表

都没有受到杰青基金资助（申请未获得资助或者正

顶级期刊论文的总数。变量 Dij 为实验组虚拟变量，

在准备申请），因此，对 1994 年杰青科学家分析时，

表示在第 i 组 DID 建模中，若第 j 名杰青科学家属于

1995—1997 年是杰青基金资助中，1994 年及以前是

实验组则 Dij=1，否则为 Dij=0；变量 Tijt 为时间虚拟

资助前，此时可以选择 1998 年及以后获得杰青基金

变量，表示在第 i 组 DID 建模中，若第 j 名杰青科学

资助的科学家作为控制组。其他年份杰青科学家作

家在第 t 年属于杰青基金资助中，则 T ijt =1，否则

为试验组分析时，控制组的选择与 1994 年杰青科学

Tijt=0；实验组虚拟变量 Dij 和时间虚拟变量 Tijt 的乘

家控制组的选择同理，最终得到所有年份试验组和

积 Dij×Tijt 为交互项，即为双重差分估计量，这是本

控制组划分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知，本研究需要
进行 15 组双重差分模型（记为 DIDi，i=1, 2, …, 15），

文关心的核心变量，其参数值 β3i 意味着杰青基金的
资助成效，即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相对没

每组都有一个试验组和一个控制组，i、j、t 分别表

有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被解释变量的平均

示第 i 组 DID 模型，第 j 名杰青科学家和第 t 年。对

变化；Xijt 是表征科学家特征的协变量，ηij 为不可观

1994 年杰青基金分析时：①i=1，记为 DID1；②DID1

测的个体效应；uit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εijt 为随

表2
编号 DIDi

DID 建模实验组和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DIDi 杰青基金资助中

Dij=1

人数

Dij=0

人数

Tijt=1

Tijt=0

DID1

1994

7

1998—2013

271

1995—1997

1989—1994

DID2

1995

8

1999—2013

262

1996—1998

1989—1995

DID3

1996

9

2001—2013

233

1997—2000

1989—1996

DID4

1997

12

2002—2013

217

1998—2001

1989—1997

DID5

1998

9

2003—2013

202

1999—2002

1989—1998

DID6

1999

14

2004—2013

186

2000—2003

1989—1999

DID7

2000

15

2005—2013

172

2001—2004

1989—2000

DID8

2001

16

2006—2013

154

2002—2005

1989—2001

DID9

2002

15

2007—2013

136

2003—2006

1989—2002

DID10

2003

16

2008—2013

117

2004—2007

1989—2003

DID11

2004

14

2009—2013

99

2005—2008

1989—2004

DID12

2005

18

2010—2013

81

2006—2009

1989—2005

DID13

2006

18

2011—2013

61

2007—2010

1989—2006

DID14

2007

19

2012—2013

41

2008—2011

1989—2007

DID15

2008

18

2013

21

2009—2012

19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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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杰青基金资助经
费是受政策实施影响的变量，不能放置在控制变量
中，否则会造成样本选择性偏差；第二，研发条件
（如研究团队、研究环境等）因素既随时间变化，
也因不同的杰青科学家而不同，难以进行量化处理，
本研究中统一将该变量归入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和
时间效应中。相关变量的详细界定如表 3 所示。
实际分析时，对每组试验中实验组加控制组的所
有科学家所生成的虚拟变量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以
表3
变量

学

报

第 37 卷

科研成果产出年作为虚拟变量对时间效应进行控
制，因为每组实验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虚拟变
量个数不同，结合上述变量定义，本研究的被解释变
量为科研论文产出效率，模型具体可以展开为：
Toppubsijt  β0i  β1i Dij  β2iTijt  β3i Dij  Tijt 

β4i Ageijt  β4i Maleij  β4i Divij  β4i IDoct ij 
β4i Docttypeij  β4i Worktypeij  β4iWorkcityij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εijt

(2)

DID 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定义

名称

定义与取值

因变量
Toppubsijt

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效率指标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在 t 年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数量

自变量
DijTijt

交叉相乘项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在实验组，且在第 t 年获得杰青基金资助则为 1，否则为 0

Dij

杰青基金变量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属于实验组，则 Dij=1，否则 Dij=0

Tijt

时间变量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在第 t 年处于杰青基金资助中，则 Tijt=1，否则 Tijt=0

控制变量
Ageijt

年龄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在第 t 年的生理年龄

Maleij

性别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的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

Divij

一级学科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所属的一级学科，分类变量：1-地理学；2-地质学；3-地球化
学；4-地球物理学与空间物理学；5-大气科学；6-海洋科学，以 1 为基准组

IDoctij

博士学历国际化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获得博士学历的机构位于海外（包括港澳台）取 1，否则取 0

Docttypeij

博士机构类型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获得博士学历的机构类型，分类变量：1-普通院校（含非中科
院研究所）；2-211 院校；3-985 院校；4-中科院；5-国外（含港澳台）机构；6-无博士学
历，以 1 为基准组

worktypeij

依托单位机构类型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工作所在机构的类型，分类变量：1-普通院校
（含非中科院研究所）；2-211 院校；3-985 院校；4-中科院，以 1 为基准组

Workcityij

依托单位城市地域

第 i 组 DID 模型中科学家 j 所在工作机构的城市地域，分类变量：1-北京；2-南京；3-广
州；4-其他，以 1 为基准组

5
5.1

实证结果
分组 DIDi 模型论述规则
截止到本研究数据库构建完成时，2009—2013

都逐一论述，篇幅过于冗长亦无必要，故本文在 15
年中随机选择中间位置的 DID7 进行完整论述后（其
他时间模型过程完全一致），汇总论述其他模型每年
计算后资助成效中的双重差分项 Dijt×Tijt 的系数 β3i
（论述规则如图 3 所示），最后结合理论框架对研究

年杰青基金尚未结题，无法参与分析，因此实际分

结果进行解读。

析从 1994—2008 年共计 15 年，也就是说共构建了
15 个双重差分模型（记为 DID1、DID2、…、DID15），

5.2

分别计算出每年杰青基金的资助成效。每一年的资

5.2.1

DID7 实证分析与结果
DID7 实证模型及研究假设

助成效双重差分分析论述步骤包括：①实证模型；

DID7 用来分析 2000 年杰青基金资助效应，对应

②变量定义；③理论假设；④整体特征描述性统计

i=7，根据公式(1)，DID7 的模型如公式(3)所示，其

分析；⑤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⑥因变量均值

中各种变量的取值参照公式(1)下方变量的陈述，将

描述性统计分析；⑦资助成效实证模型结论与讨论；

其中的 i 替换为 7，D7j 和 T7jt 的取值参照表 2，参数

⑧平行趋势验证。15 个双重差分模型则需要 135 个

值 β37 意味着 2000 年杰青基金的资助成效。最根据

论述步骤，涉及的表格多达 20 个，对每个 DID 模型

“环境-动机-行为”分析框架，针对 DID7 提出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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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 DIDi 分组建模过程论述规则

设：①假设 H7-a：2000 年杰青基金能够提高科学家

博士国际化程度：将科学家获得博士学历的机构按

的创新能力；②假设 H7-b：2000 年杰青基金不能够

照国籍划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种，其中实验组中 46.7%

提高科学家的创新能力。

的科学家拥有国外博士学位，控制组中 18.7%的科学
家拥有国外博士学位；③一级学科：根据地球科学

Y7jt  β07  β17 D7j  β27 T7jt  β37 D7j  T7jt 

 β7j  X 7jt  7j  u7t  ε7jt
5.2.2

家的 6 个一级学科将科学家划分为 6 组，实验组和

(3)

控制组中比例基本保持在 4%~30%，本节分析的实

DID7 描述性分析

验组科学家涵盖了全部 6 个一级学科；④博士机构

在分析回归结果之前，本节首先分析研究对象

类型：实验组中科学家的博士机构类型集中在中科

的整体特征。由表 4 可知，本节分析的实验组科学

院和国外机构，无科学家在普通院校取得博士学历，

家年龄最大的出生于 1966 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

1 人没有博士学历；控制组中集中在中科院、985 高

1955 年；与之相对应的控制组科学家，年龄最大的

校和国外机构中；⑤依托单位类型：实验组中科学

出生于 1978 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 1960 年。

家的依托单位全部在中科院和 985 高校中，控制组

从表 5 可知，从 6 个方面对本节的实验组和控制

中依托单位类型集中在中科院和 985 高校，211 院校

组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分别是：①性别：

中没有杰青科学家，普通院校中只有 1 名杰青科学

实验组科学家中 100%为男性，没有女性杰青科学

家；⑥依托单位地域：实验组和控制组中科学家依

家；控制组科学家中 94.7%为男性，5.3%为女性；②

托单位都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和广州是除北京外

表4
变量
出生年份

DID7 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

实验组
均值

控制组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量

1960

3.833

1966

1955

315

1967

3.620

1978

1960

3591

截至 2017 年生理年龄

40

3.833

45

34

315

33

3.620

40

22

3591

获资助时年龄

40

3.833

45

34

315

42

2.916

45

29

3591

性别

1

0.000

1

1

315

1

0.223

1

0

3591

博士国际化程度

0

0.500

1

0

315

0

0.390

1

0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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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7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实验组
频数 1

控制组
频率 1

频数 2

频率 2

性别
男性

15

1

162

0.947

女性

0

0

9

0.053

博士国际化程度
获得国内机构博士学历

8

0.533

139

0.813

获得国外机构博士学历

7

0.467

32

0.187

6

0.400

46

0.269

一级学科
地理学
地质学

4

0.267

49

0.287

地球化学

1

0.067

25

0.146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

2

0.133

20

0.117

大气科学

0

0.000

18

0.105

海洋科学

2

0.133

13

0.076

0

0.000

22

0.129

博士机构类型
普通（含非中科院研究所）
211 院校

1

0.067

15

0.088

985 院校

4

0.267

38

0.222

中科院

2

0.133

71

0.415

其他国家和地区（含港澳台）机构

7

0.467

23

0.135

无博士学历

1

0.067

2

0.012

1

0.067

9

0.053

依托单位类型
普通（含非中科院研究所）
211 院校

0

0.000

15

0.088

985 院校

6

0.400

48

0.281

中科院

8

0.533

99

0.579

依托单位地域
北京

5

0.333

67

0.392

南京

2

0.133

16

0.094

广州

1

0.067

22

0.129

其他

7

0.467

66

0.386

集中程度较高的城市。

5.2.3

DID7 实证结果与讨论

表 6 是本节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模型 4 的
因变量是科学家发表顶级期刊论文的数量，模型 1
为既不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模型 2 为控制个体

即 2000 年杰青基金可以提升杰青科学家发表顶级期
刊论文产出数量。综上所述，回归结果表明，2000 年
杰青基金对科学家的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即支持
假设 H7-a。具体来说，2000 年杰青科学家相对于控
制组，平均每年可以多发表 0.151 篇顶级期刊论文。

效应不控制时间效应，模型 3 为不控制个体效应但是

双重差分法可以解决由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控制时间效应，模型 4 为既控制个体效应也控制时间

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消除未观测混杂因素的影响，

效应。从结果可以看出，2000 年杰青基金对杰青科

从而识别出因果效应参数，即政策干预效应 [35] 。双

学家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数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且稳

重差分法实现需要满足的最主要条件是平行趋势假

健的，获得 2000 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平均

设 [34]，DID7 中平行趋势假设结果如表 7 所示。表中

每年多发表 0.151 篇顶级期刊论文，这相当于科学家

第 1 列表示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其中，0

同时期发表顶级期刊论文平均数 0.138 篇的 1.09 倍，

表示 DID7 中检验的 2000 年杰青基金资助当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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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杰青基金资助效应

因变量

Toppubs

模型

1

2

3

4

D7jt×T7jt

0.151**(0.074)

0.151**(0.072)

0.151**(0.072)

0.151**(0.07)

D7jt

0.094***(0.032)

0.257*(0.149)

0.094***(0.032)

0.257*(0.144)

***

***

0.746***(0.049)

T7jt

***

0.548 (0.02)

**

0.548 (0.021)

Constant7jt

0.023 (0.009)

0.104(0.105)

个体效应

No

时间效应

No
3906

样本数
科学家人数
F_value
ajusted_a2

0.746 (0.05)
***

0.164 (0.035)

0.037(0.107)

Yes

No

Yes

No

Yes

Yes

3906

3906

3906

186

186

186

186

263.759

6.832

48.675

7.818

0.168

0.218

0.212

0.26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D8jt×T8jt 表示在每一行分组中的系数边际效应系数。

表7

DID7 平行趋势检验

解释变量

Pubs

解释变量

Pubs

资助前

模型 1

资助后

模型 1

–4

0.111(0.138)

1

–0.17(0.139)

–3

0.244*(0.138)

2

–0.104(0.139)

–2

*

0.244 (0.138)

3

***

0.363 (0.139)
***

–1

0.111(0.138)

4

0.63 (0.139)

constant

0.023**(0.009)

F_value

49.051

ajusted_a2

0.203

年实施到 2008 年共 15 年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效率的
资助效应。
表8

DID1~DID15 计算所得资助成效汇总表（Toppubs）

DIDi 资助年份

模型 8 中
Dijt×Tijt 的系数 β3i

DID1

1994

–0.143***(0.052)

DID2

1995

0.02(0.051)
***

Toppubs 均值/篇

比值

0.032

–4.469

0.035

0.571

DID3

1996

0.152 (0.048)

0.045

3.378

DID4

1997

0.047(0.048)

0.054

0.870

DID5

1998

0.156**(0.065)

0.078

2.000

DID6

1999

0.383***(0.067)

0.116

3.302

表示资助后一年，即 2002 年，1 则表示资助前一年，

DID7

2000

0.151**(0.07)

0.138

1.094

DID8

2001

0.37***(0.081)

0.174

2.126

即 2000 年，其他年份依次类推。由表 7 可知，模型

DID9

2002

0.698***(0.103)

0.219

3.187

1~模型 3 在均满足平行趋势假设，2000 年前控制组

DID10

2003

0.572***(0.109)

0.271

2.111

和实验组差异相对不显著，2000 年以后实验组和控

DID11

2004

0.188(0.125)

0.325

0.578

DID12

2005

***

0.499 (0.136)

0.411

1.214

DID13

2006

0.003(0.139)

0.428

0.007

DID14

2007

0.203(0.129)

0.424

0.479

DID15

2008

0.122(0.147)

0.408

0.299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Dij×Pijt
表示在每一行分组中的系数边际效应系数。

制组差异非常显著。

5.3

DID1~DID15 实证分析结果汇总
实证模型中的双重差分项 Dijt×Tijt 的系数 β3i 反

映资助成效大小，是本研究真正关心的系数，显著
性标识反映了资助成效是否显著。表 8 汇总了 DID1~
DID15 共 15 个实证模型中系数 β3i 的值。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每年的双重差分模型，在顶级期刊论文产
出各进行 4 个模型分析，分别是既不控制个体效应
和时间效应、控制个体效应不控制时间效应、不控
制个体效应但是控制时间效应、既控制个体效应也
控制时间效应，借助 DID7 的说明可以了解更多。实
际分析后发现，每个维度下 4 个模型的 β3i 的值、显
著性完全相同，标准差略有不同，因此 3 个维度中
全部选择既控制个体效应也控制时间效应的模型中
β3i 的系数。从表 8 中数据可看出，杰青基金从 1994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D ij×Pijt
在每一行分组中的系数边际效应系数。

1994—2008 年 15 个模型中创新能力维度的资助
成效汇总如表 8 所示，表中第 4 列是因变量科研论
文产出数量的整体均值，第 5 列是每年顶级期刊论
文产出量相对于当年顶级期刊论文产出量均值的比
值。从中可知，除 1995 年、1997 年、2004 年、2006
年、2007 年、2008 年杰青基金资助效应不显著外，
其他年份的杰青基金资助效应均显著。1994 年杰青
基金对科学家发表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有抑制效应，
资助成效为–0.143 篇顶级期刊论文。其他资助成效
显著的年份中，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每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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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发表 0.151~0.698 篇论文，相对科学家同时期发

且为正的年份中，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每年

表顶级期刊论文，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

可以多发表 0.151~0.698 篇顶级期刊论文，相对科学

表 1.094~3.378 篇顶级期刊论文。从顶级期刊论文数

家同时期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

量增加幅度来看，资助效应最大的是 2002 年杰青基

家可以多发表 1.094~3.378 篇顶级期刊论文。1994

金，获得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相比没有获得

年杰青基金资助成效显著且资助成效为–0.143 篇顶

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0.698 篇顶级期刊论文。除

级期刊论文。

1994 年杰青基金外，资助效应最小的是 2000 年杰青

（3）从顶级期刊论文数量增加幅度来看，相比

基金，获得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相比没有获

控制组，资助效应最大的是 2002 年杰青基金，获得

得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0.151 篇论文。因为每年

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0.698 篇顶

顶级期刊论文产出均值不同，因此从获得资助后多

级期刊论文，资助效应显著的 9 年杰青基金中除 1994

发表顶级期刊论文相对于科学家同时期顶级期刊论

年杰青基金外，资助效应最小的是 2000 年杰青基金，

文均值的比例来看，1996 年杰青基金资助效应最大，

获得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0.151

获得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可以多发表 0.152

篇论文。
（4）杰青基金资助效应显著性从 2006 年开始

篇科研论文，这相当于同时期科学家论文产出的
3.378 倍，除 1994 年杰青基金外资助效应最小的是

降低，2007 年和 2008 年资助效应不再显著。可能的

2000 年杰青基金，获得该年杰青基金资助的科学家

原因是从 2006—2009 年起，我国的科研投入大幅度

科研多发表 0.151 篇论文，这相当于同时期科学家论

增加，可以替代杰青基金的科研资助项目和学术资

文产出的 1.094 倍。整体来看，杰青基金实施对科学

源越来越丰富，导致杰青基金的资助效应减弱。
（5）本研究为科技政策评价研究提供新方法。

家创新能力较为显著，15 年中只有 6 年资助效应不
显著，所有年份中资质效应显著年份比例达到 60%。

通过构建对照组，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现因

从时间轴上来看，2006 年开始资助效应不再显著。

果推断，这为图书情报领域进行计量研究提供了新
方法，将传统的简单计量，深入到“因果效应推断”

6

总结与讨论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基于杰青基金地球科学项目实施 20 周年的科研
产出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杰青基金地球
科学项目实施对科学家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效率的影
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
（1）杰青基金实施对科学家创新能力的资助效
应较为显著，15 年中有 9 年资助效应显著，资质效
应显著年份比例达到 60%。根据“环境-动机-行为”模
型及假设，1996 年、1998 年、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05 年杰青基金支持假设中

层面，实现如果没有杰青基金资助，这些科学家的
顶级期刊论文产出效率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本研究还存在 3 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
①本研究只做到 1994—2008 年共 15 年的资助成效
分析，未来等到 2009—2013 年杰青基金结题后将追
踪分析，最终阐释杰青基金实施 20 年的资助成效情
况；②因经费和资料支持原因，本研究只做到地球
科学部的杰青科学家，研究结论不能代表所有的杰
青基金，以后补充完整杰青基金其他学部的数据后，
研究整个杰青基金实施 20 年的资助成效；③因本文
篇幅原因，首先未对杰青基金对科学家被引频次的
影响展开论述，其次未对不同类型杰青科学家导致

a 部分，即这些年份杰青基金对资助科学家的创新能

杰青基金资助成效异质性进行论述，最后未对杰青

力有提升作用，换句话说，这 8 年的杰青科学家，

基金经费投入和产出进行论述，后续的文章将对这

获得资助后更可能选择了难度较大的课题或者开辟

些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和分析。

了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更易于发表顶级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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