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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s,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worldwide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mpetition of talents is essentially the 

competition of talent eco-environment.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talent eco-environment. This paper combines different literature and finds some 

limita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that introduces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to the research on talent eco-environment. Meanwhile, it also refers to 

some mature career development stage theories, considering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s 

who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areer, so a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valuation of 

talent eco-environment.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 eco-environment, combines the research with the existing theories, but also puts forward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ime on talent selection cre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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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21世纪各国对人才的争夺变得愈加激烈。从本质上来说，人才的

竞争是人才生态环境的竞争。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在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上。本文通过对文

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一些局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可以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

论引入对人才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中，同时参考一些成熟的职业发展阶段理论，考虑处在不同职业生

涯发展阶段的人才的需求特征，从而全方面的识别影响人才生态环境评价的因子。本文不仅为研究人

才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现有的研究与相关理论结合，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考虑时间因素

对人才选择的影响。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才已成为21世纪各国竞相争夺的一种战略性资源。除了加强

对人才的培养外，防止人才的流失也成为了各国发展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一个国家能否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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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优秀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为各类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各经济实体之间的人才竞争，是人才生态环境的竞争[1]。然而，我国人才

流失问题一向严重，优化我国的人才生态环境，成为了增强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目

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人才生态环境的研究中。然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

发现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可以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

统理论引入人才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针对不同行业人才的特点，同时参考施恩、格林豪斯

或萨柏等人较成熟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考虑处在不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人才的需求

特征，全方面的识别影响人才生态环境评价的因子，帮助企业甚至地区更好的优化人才生态

环境，从而吸引和保留人才。 

2．文献回顾 

2.1  人才生态环境概念 

王顺较早地对人才环境进行研究，他认为人才环境是人才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社会环

境和自然环境，人才环境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科技、教育、地理

环境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2]。朱达明认为人才社会生态环境是一个由众多复杂

因素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有内在规律的体系，主要可分为社会物质环境和社会

人文环境[3]。杜业艳认为人才生态环境是指能够确保人才生存发展、展示才华和实现其价值的

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总和[4]。刘瑞波、边志强认为人才

社会生态环境是指由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构成的完整的、有机的、可持续发展的

系统，这个系统以人才为中心，包含影响人才生存发展的经济、制度、物质、文化在内的各

种社会因素，各因素对人才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5]。 

2.2  人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人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理论或实证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其中，在理论研究层面，大部分学者通过文献梳理，进行了人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选取了人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并探讨了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

意义等方面。邱安昌将东北人才生态环境分为人才的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他认为，人

才的物质环境和人才的人文环境还可以相应的转换为功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硬

环境”泛指构成企业和人才生态环境的所有有形实体的硬件条件，“软环境”是除硬环境外

所有对企业和人才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即企业和人才生态环境中一切无形却具重大影响的因

素。“硬环境”与“软环境”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并且，决定企业和人才生存、发展的因素

逐渐由硬环境转变为软环境[6]。黄梅、吴国蔚认为人才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

环境、规范生态环境等。人才的自然环境通常是指围绕人才生态主体的自然界，包括非生物

环境和生物环境，对人才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人才的社会生态环境是指自然生态环

境中独立出来的人才社会活动有关的社会影响因素，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

人才的规范生态环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观念。文化是人才生

态主要的规范环境[7]。王亚男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源生态系统分成了产业中人力资

源和产业内外部人力资源生态环境两部分，建立了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区域性战略新兴产业人

力资源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从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力三方面进行了评价。生存力和竞

争力反映了人力资源本身，发展力反映了人力资源生态环境[8]。 

在实证研究层面，大部分学者通过发放问卷，采用德尔菲法，实地访谈法等筛选评价体

系指标，并采用数理统计法进行验证分析，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优化，从而提出相应的人

才政策建议。李玉香认为，人才环境只有被感知时才有意义，她将研发人才环境感知分为人

才政策环境感知、事业环境感知、生活环境感知三部分，以深圳227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其研发

人才为样本，采用问卷发放和实地访谈等方法，深入探讨了研发人才环境感知对研发人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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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绩效和工作嵌入的影响[9]。韩俊从宏观生态环境和微观生态环境两大视角对科技创新人才

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研究，构建了科技创新人才生态环境与科技创新能力关系模型，将科

技创新人才生态环境分解为创新精神、创新氛围和创新压力三大维度，并以浙江省高校和企

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10]。王耿耿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成长需求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求、

关系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对直接影响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然后从

人才自我感知的角度，探索影响专业技术人才成长的关键生态因子，设计企业专业技术人才

成长生态环境的测评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出企业专业技术

人才成长生态环境的测评模型[11]。张立新从经济基础环境、成长激励环境、科技创新环境、

生活环境和区位环境5个维度筛选指标，最终形成了包括恩格尔系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30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采用非整秩次加权秩和比评价法（WRSR）对山东省17地市进行了

评价，诊断分析各地市科技人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和对策[12]。商华、

惠善成、郑祥成以辽宁省区域城市为样本，以2013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数据为依据，通过引

入生态位理论研究城市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表征辽宁省区域城市人力

资源生态系统的竞争关系[13]。 

3．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1）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人才生态环境的评价上，

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都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建立了适合于不同人才的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但是其评价指标的选取往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

等不同数理统计方法搭配使用的方式，或基于对文献综合整理的定性分析而成，运用已有成

熟的生态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比较匮乏。（2）各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人才所处的职业生涯

发展阶段对其的影响，目前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多是静态指标体系，没有引入时间进行

参照。（3）各学者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全面，其对人才生态环境的研究很少将省市区等

宏、中观层面和企业内部的微观层面相结合，构建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通常都是进行单方面

的研究，这使得人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结构上的完整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个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也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6]。美国心理

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较系统地将生态学的知识引入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生态

系统理论。他认为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到间接环境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

中，包括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这些系统与个体互相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发

展。这一理论强调了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的发展的重大影响，发展来自于人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过程设定了人的发展路线。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引

入到对人才生态环境的研究中，构建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人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同时，

也可结合施恩、格林豪斯或萨柏等人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考虑不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

的人才特征及其需求差异，全面地识别影响人才生态环境评价的各个因素，以此为我国人才

生态环境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从而吸引和保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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