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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精细化管理

— 如何提高科学基金申请书的撰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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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研究或应用基

础研究 ,其任务和整个过程是围绕科学问题展开的 ,

要以科学 问题为主线 〔'〕,以提出科学问题开始 ,并 以

解决问题结束 。因此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

请 ,必须明确其设立的目的和支持方向 。同时 ,要明

确科学基金支持的范围是基础研究 ,强调的是原始

创新和人才培养 。

建立完备的申报和管理程序

如何有效 、有序地做好每年一度的科学基金申

报工作 ,是科学基金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

需要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共同努力 ,形成一套高效 、

科学的管理流程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

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发布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简称 《指南 》 后 ,每年一度的科学基金申请

工作就拉开了序幕 ,我所建立的基金项目申报管理

流程如下 见图 。

明确科学基金设立的目的和支持方向

了解科学基金 的支持范围和指导思想 ,对 于撰

写基金申请书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 “十二五 ”规

划中川 ,科学基金的支持强调 “三个更加 ” ,第一 ,更

加侧重基础 ,强调 了基础研究 的重要性 和国家对基

础研究的重视 第二 ,更加侧重前 沿 ,强调基础研究

需要关注的是知识的前沿和更前沿 的领域 — 这里

是新思想诞生 ,培育和最终以社会经济回报形式结

出果实的沃土 。这就是要前瞻部署 和支持能够引领

科技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前沿研究 第三 ,更加

侧重人才 ,强调 了科学基金在人才培养 方面的职责

和倾向 。上述指导思想 ,对科研 人员在选题方面具

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为研究项 目的选题指 明了大 的

方向 。

对科学基金申请书的撰写给出科学指导

科学基金选题要 以科学问题为导 向 ,重在

解决科学问题 。科学基金选题要以科学问题为导

向 ,不是以需求为导向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是基于

项目的科学价值 ,而不是基于研究者的需求 。即便

是科学仪器研究专款项 目 ,也是 旨在通过科学仪器

的研制推动基础研究 。科研人员在选题时要关注的

是解决什么科学问题 。同样 ,科学 问题要小不要大 ,

越具体越好 ,做到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 ,切忌过宽

过大 ,重在体现一定的新意和研究价值 。管理人员

要从这个高度上向科研人员讲解 、建议 。

摘要是申请书的精华浓缩 ,力争字斟句酌 。

摘要是同行评议人阅读 的第一重要信 息 ,评价一份

申请书撰写的质量高低 ,首先看的就是申请书的摘

要部分 。所以摘要必须写得简明 、清楚 ,内容包括科

学问题 、目标 、主要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 。用一句通

俗的话讲 ,摘要所叙述的都应该是 “干货 ” ,即便是需

要阐述引出科学问题 ,也是非常精炼的一两句话 就

引人正题 ,千万不能 出现长篇综述 的情 况 。撰写摘

要时要字斟句酌 ,在简短 的 字之 内向评审专家

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项目科学价值的内容 。管理人

员在审核一份申请书时 ,也要作为外行专家 ,对摘要

部分进行认真阅读 ,即使不可能真正读懂每份申请

书提出的科学问题 ,但仍可对摘要是否按照相关的

套路表达了需要交代的信息进行审核 。

立论依据是引出科学问题的基础 ,需要证

据充分

撰写申请书的立项依据时 ,需要对相关领域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凝练 出拟研究的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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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组织申报流程

题 ,既要有国外的 ,也要有国内的 ,既要有别人的 ,也

有 自己的 ,是对所关注的领域研究现状的全面概括 ,

研究现状概括要准确 ,否则会被评议专家认为对所

研究领域了解不全面 。要给出充分的立项依据 ,要

简单 ,同行懂 ,外行也懂 。主要参考文献 “不多不

少 ”、要 “新 ” ,最好是近几年的 ,这样更能反映该学科

的发展现状 ,更有说服力 。这一部分内容虽说不是

管理人员审核的重点 ,但仍需要对申请书中参考文

献的格式进行统一 ,这样既使整个申请书的格式整

齐 ,也反映了科研人员严谨的科学态度 。

项目的研究内容 、研究 目标 、拟解决的关

键科学问题要清晰

项目的研究内容是申请者针对科学问题准

备做哪些事 ,实质上是拟解决科学问题的分析分解

和逐步实现 ,拟解决科学问题背后的多个环节或者

说多个小 的科 学问题通过系列 的研究 内容进 行解

析 。研究内容的小标题应该是科学 问题 的体现 ,申

请者可以根据项目的科学 目标逐项列出 ,力求做到

围绕科学问题形成一条主线 ,切忌泛而不精 。

研究目标是申请者通过本项目的执行达到

一个什么样 的 目标 ,是通过研究思路解决最终科学

问题的阐述 ,对现在 的科学研究有什么重要 的改进

和发展 。

拟解决的关健问题指完成项 目过程中面临

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 。这一部分是申请书中需要

重点叙述的部分 ,申请者需要对每一条都详细地阐

述 ,力求通过这部分的描述 ,对提出的科学问题给出

整体的思路 。

尽管基金申请书的撰写可以采用自由格式 ,建

议科研人员在没有很好 的撰写基础和撰写经验的情

况下 ,尽量采用 “中庸 ”的方式按照模板格式逐条撰

写 。管理人员在审核申请书时 ,要注意科研人员是

否针对标题逐条列出了 ,最好全篇读一读 ,看看作者

是否抓住了主体思想 ,研究内容和研究 目标是否一

致 。同时 ,这部分是申请书需要重点叙述的部分 ,管

理人员在审核这部分时 ,要重点审核科研 人员是否

把这一部分写清楚了 ,是否作 为申请书的重点叙述

部分进行叙述 了 ,切忌篇幅太短 ,让评议专家看不出

是申请书的重点 。

创新点和特色是 申请书的灵魂 ,需要准确

简洁

项 目的创新点和特色是申请书的灵魂 。科学基



第 期 涂鲜花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精细化管理 如何提高科学基金申请书的撰写质量

金评价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提出的问题是否是原创性

的 ,是评审专家必看 的内容 。管理人员在审核这部

分内容时 ,要看科研人员是否列 出了研究问题的创

新性 ,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创新 性 ,至少要有 特色 ,

即 有创新先说创新 ,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再谈特色 。

另外 ,创新点和特色要逐条列出 ,但不宜过多 ,每项

一 条即可 ,否则 ,重点就不突出了 。

其他

对一份申请书进行审核时 ,还需要对申请人的

申请资格 、所选学科代码 、关键词 、申请书排版格式 、

签名等进行审核 ,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闭 ,所选的

学科代码是否达到 位或 位 ,关键词是否准确 ,申

请书的排版格式是否统一 、美观 ,签名是否有漏签或

代签的情况等 。以使每一份申请书有 “耳 目一新 ”的

感觉 ,让评审专家第一眼看到申请书时 ,就产生一种

要读下去的冲动 。同行评议是针对申请书本身进行

评审 ,而不是对申请人的实际学术水平进行评价 ,申

请书写得好 ,包括学术思想清晰 、新颖 ,研究基础强 ,

就有可能得到资助 。否则 ,评 审专家拿到一份 申请

书 ,有找不到重点和读不下去的感觉 ,项 目很难得到

资助 。

科学基金的申请需要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

配合 ,一个合格的科研管理人员 ,除了从 以上方面对

基金 申请进行管理之外 ,还要熟悉学 习一定的专业

知识 ,做一个 “非专业的科研人员 ” ,不断提高 自身的

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使科研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为

科学基金申请保驾护航 ,促进整个管理工作高效 、科

学的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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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的精细结构及其与全球记录对比的深入分析 ,

建立了冰期一间冰期印度夏季风动力学理论 。该研究

显示 ,更新世中期印度夏季风变率加大 ,主要受控于

北半球冰量变化 而更新世早期和晚期印度夏季风变

率较小 ,可视为南北半球气候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发

现在冰期时 ,印度夏季风开始增强的时间先于冰量最

大值产生的时间是南半球气温变化通过马斯克林高

压而产生的气压推动的结果 。这指示南北半球冰量

和气温通过控制跨赤道气压梯度变化 ,驱动了冰期

间冰期 印度 夏季 风的变 迁 。相 关研究 成果 以

形式发 表在 年 月 日

一 上 。 。同期专题评论认为 “ 鹤

庆 古湖沉积物的分析对印度季风动力学机制的传统

观点提出了挑战 ”。 评论 “这一印度夏

季风的新观点对我们理解全球气候是重要的 ,同时也

强调了全球变暖对季风变率的潜在影响 。”该项成果

是我国科学家领衔 、联合中外科学家长期潜心研究 、

多学科集体攻关获得的原创性成果 ,也是 中国大陆

环境科学钻探工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实现碳纳米管的高效光伏倍增效应

碳纳米管材料不但是理想的纳电子材料 ,而且

还是直接带隙材料 ,有望对于下一代光伏技术产生

重要的影响 。半导体性的单 壁碳纳米管

具有不同寻常的原子和电子结构 ,这个结构导致了

碳纳米管不同寻常的光电特性 。如其高效的载流子

倍增效应 已被预测并被 观测到 ,接近 吸收的

薄膜也已见报道 。其他一些特性如其高迁

移率以及可与电子和空穴进行有效欧姆接触等 ,对

于光伏应用都非常重要 。然而 ,由半导体型

产生的光伏电压一般低于 ,这对于许多实

际光伏应用来说显得不够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纳米

器件物理与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彭练矛研究小组

的研究表 明 ,通过在碳纳米管上引人虚电极 ,可高效

地实现光伏电压的倍增 。利用该方法 ,研究人员在

一根 微米的碳纳米管上引人 个虚电极即在原
来只可产生 光电压 的碳纳米管上产生 了超过

的光电压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年

月 。 一 上 。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 中心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