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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问题谈基础研究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王 瑞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处 , 合肥 。。

引言

基础研究有其 自身的客观规律 ,基础研究项 目

也不同于技术开发项 目和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项

目 。一般来说 ,基础研究项 目要求做纵深研究 ,要针

对某一方面 ,围绕尚未明确的问题 ,设计一系列实验

方案来验证或解决问题 。基础研究项 目申请书的撰

写水平是同行评议的重要依据 ,也是在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中要求最为严格的 。基础研究项目申请书撰

写的过程是科学思维凝练的过程 ,对于科研能力的

提升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

基础研究项 目申请书的撰写并没有固定的模

式 ,好的申请书也没有固定的标准 ,同行评议专家也

是仁者见仁 ,但总体上要求逻辑性 、规范性 、科学性

的统一 。笔者结合 自身的经验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书为例 ,简要概括撰写基础研究项 目申

请书的注意事项和关键环节 ,旨在抛砖引玉 。

科学基金申请书主要包括 个方面的内容 立

项依据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 、研究基

础 。申请书是写给同行评议专家看 ,要想获

得资助要突出体现两个方面 , 要让同行评议专

家认可你以前的研究工作 ,甚至感到钦佩 让同

行评议专家认为你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可以实现既定

目标 。要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 ,有了创新思维后 ,还

必须认真凝练 ,做些前期探索 。同时要写好项目申

请书 ,以期说服同行评议专家获得经费资助 。

关于科学问题

撰写申请书之前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 ,科学基

金申请书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什么 很显然 ,是科

学问题 。我理解的科学问题就是在阅读文献中 ,在

生产实践 理论实验 中或学科交叉基础上 ,发现现

有研究尚未解决 、尚未明确的问题或者解决某一问

题有更好的思路 、方法 。一些方法如果涉及到具体

技术层面 ,要上升到科学层面 ,这是科学基金申请书

的核心 ,整个申请书就要围绕如何解决科学问题来

设计 。

科学问题需要凝练 ,其过程可分为问项和答域

两个阶段 ,问项涉及提问的内容 ,而答域则是对求解

范围的限定 〔̀〕。一般来说 ,答域按照限定范围度 ,可

分为三种类型 全域 、类域和特域川 。对于解答范

围不给予任何限制的科学问题 ,如 “ 是由什

么引起的 ” ,这个问题是肯定了 的存在 ,但由

于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其答域称之为全域 。当对一

个科学问题有了初步认识 ,希望能进一步深人时 ,如

“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为何能降低 ” ,问题的解

答范围就相应地有了一定程度的限定 ,这种问题的

答域称为类域 一旦科学问题的解答限定为某个具

体的答案时 ,如 “ 会引起呼吸道疾病 ” ,此类

问题的答域称之为特域 。特域通常是随着信息的逐

渐积累 ,研究者根据科学推理给出的尝试性解答或

假说巨〕。

科学问题提出后 ,还要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

析 。定性分析包括问题的性质 、产生原因 、发展趋势

等 定量分析包括问题的涉及面广窄 、意义与影响的

大小等 〔, 〕。例如 , “形成 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

这个问题 ,就需要全面分解和分析形成 的多

种因素 社会因素 、产业结构 、人 口因素 、环境因素

等 及其作用情况 ,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 ,并对其未

来发展变化的情况予以分析和预测 。

项目名称与摘要

项目名称与摘要是申请书的 “脸面 ”。在同行评

议专家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 。项 目名称非常

关键 ,资深专家从题目中就能看出项 目是否有创新

性 、技术方法是否先进 、研究 目标能否实现 。通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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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项目名称不宜过长 ,目标不宜过大 ,一般在 字

左右 ,做到新颖性与科学性 、规范性的统一 。国内与

国外基础研究项 目的同行评议专家 ,因文化 、习惯 、

背景等不同 ,对项目名称的 “口味 ”也不尽相同 ,特别

是国外回来的学者 ,在申请国内基础研究项 目时需

注意项目名称最好鲜明地体现创新性 ,能让专家有

“眼前一亮 ”的感觉 。例如 , “抗原肤修饰片段扩大结

合多态性 分子兼容性的机理 ”、“基于基因表

达谱和代谢谱分析的茶氨酸代谢机理研究 ” ,均提出

了具体明确而且有创新性的问题 。

项目摘要一般是 一 字为宜 ,撰写的逻辑

性与规范性是同行评议专家对整个申请书评判的第

一印象 。项 目摘要的撰写经常出现 “头重脚轻 ” ,申
请者经常苦恼于 ,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超字数了 我

认为 ,项目摘要应十分精练 ,主要包括 个方面 提

出问题 ,解决问题 ,明确意义 。

提出问题就是开门见山地简要概括研究现状或

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定要精练 ,建议不超过两句话 。

例如 ,某一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然而

对 的作用机理 机制 尚未明确 某种方法 材料

已广泛应用于某一领域 ,但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有待

于进一步深人 。进而用一两句话提出前期研究的新

发现 ,如申请者在前期研究中发现 对 有重要的

作用 方法对于解决 问题是一个好的手段 申

请者已经拥有某种实验材料 筛选 出关键基 因

等等 。

解决问题即课题研究总体思路 ,是项目摘要的

重点内容 ,一定要详细撰写 。例如 ,本课题拟选用某

种材料 ,通过 采用 某种方法 手段 ,分析 研究 某

一问题 某种内容 ,获得某种结果 ,阐明 揭示 某种

机制 机理 。

最后是明确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两句话即可 ,

起到 “点睛 ”作用 。例如 ,某种研究结果对某种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为解决某种问题

提供理论与实验依据 。

立项依据写作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开门见山提出科学问题 然后围绕问题来分析文献

即现有研究的不足 进而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

思路 ,如新的角度 、新的技术平台 、新的方法等 最后

简要叙述整体思路 ,并明确研究的意义 。

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就像讲故事 ,最好能引人入胜 ,不能简

单地进行文献综述 。撰写时要体现逻辑性与水平 ,

包括文献量 ,注意参考文献要引用最新的国内外文

献 ,最好是本领域权威期刊的文献 。立项依据撰写

时切忌将基础知识与理论长篇大论 ,同行评议专家

基本上是小同行 ,不需要去给他们普及基础性科学

知识 。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

研究内容一定要和项目名称紧密结合 。研究内

容要具体 ,在逻辑上讲 ,既要相关 ,又要相互独立 。

可以概括为几个部分 ,一般是 一 条 ,进而用简练

的语言描述研究问题的思路 。研究内容切忌简单罗

列 ,切忌贪大求全 ,这样会让同行评议专家认为研究

内容庞杂并缺少前期工作 。如把前期简单实验作为

第一个研究内容 ,同行评议专家可能会认为你一点

前期探索都没做 ,缺少研究基础 把很多实验罗列作

为研究内容 ,又把实验结果作为研究基础 ,同行评议

专家也可能会认为项 目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

还要申请资助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整个申请书撰

写的难点 ,极易产生逻辑不清的问题 。研究 目标和

关键问题要有清晰的逻辑层次关系 。在宏观上 ,研

究目标是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 ,可以表述为探

明 阐明 某种机理 、明确某种机制 、获得某种结果 ,

也可以是为解释某种现象提供理论依据等 。而关键

问题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 ,一些关键的环节 ,如果这

些环节是技术 ,注意要上升到科学层面 。例如 ,一所

大学 “十二五 ”的发展 目标是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

学 。那么关键科学问题则是 ,在建成高水平的研究

型大学的过程中 ,如何获得稳定增长的资源投人 、如

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科

研藕合模式 、如何建立激励卓越的考核机制等 。以

上仅为举例 ,关键问题要不能太多 ,一般两个以内就

够了 。

技术路线图是整体研究思路较好的表现方式 ,

技术路线图建议放在研究方案前 ,这样同行评议专

家就会对这个课题的实施有个总体印象 ,同时便于

他们了解感兴趣和关注的重点部分 。

研究方案是研究内容的细化 ,即根据研究内容 ,

选用什么研究材料 ,采用什么研究方法 ,一步一步怎

么样做 。研究方案一定要详细 ,常规和成熟的技术

方法 ,可以表述为 采用某某文献中的方法即可 。创

新和重要的关键方法 ,应该详细阐述 。当然如有保

护知识产权的需要 ,可将关键的步骤做个概括性描

述 。每个研究内容也可以加上较为具体的技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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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 。

项目特色与创新之处要注重分析与前人研究的

不同点和项目自身的特点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凝练

理论的创新或丰富 ,技术的先进性 ,体现学科交

叉等 。

研究基础

研究基础是回答同行评议专家 “为什么让我做 ”

这个问题 。研究基础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较为宏观

的基础 ,指的是申请者的个人条件 ,如学历 、专业技

术职务 、高水平的科研训练经历以及在国际主流期

刊发表论文经历等 另一层面就是微观的基础 ,指的

是根据项 目研究内容 ,你是否做过一些探索性的前

期工作 ,如资源的收集 ,基因的筛选 ,这方面可以是

实验数据 ,图片等 。这些都需要体现在工作基础 、工

作条件和个人简历中去 ,撰写需注意扬长避短 。

工作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撰写 单位和研

究平台的工作积累 ,申请者及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成

绩 ,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成果 ,如已发表的论文 ,未发

表的图片和数据等 。

工作条件是所在实验室和学科的研究条件 ,注

意研究方案所涉及的仪器设备与工作条件 ,如本单

位没有完成实验所需的条件 ,还需和有条件的单位

合作 ,撰写时要说服专家 ,证明自己可以通过各种途

径来满足课题研究的需要 。

申请人简介内容明确 ,撰写时最好做到 “不卑不

亢 ”。在介绍申请者时要客观陈述 ,不需要把与研究

工作毫无关系的信息长篇大论 ,同时在撰写成果时

尽量不要把与本研究无关的论文列出 。介绍主要参

与者最好根据层次控制篇幅 ,如导师是 “大牛 ” ,也不

需要吹得天花乱坠 ,显得自己 “大树底下好乘凉 ”。

经费预算与预期成果

经费预算是 “致命的小问题 ”。编制预算前 ,最

好做个假设 申请人实验室的基本研究条件已经具

备 ,如装备条件 、实验环境 ,申请人有一个好的想法 ,

好的题目 ,想做深人研究 ,要申请经费资助 。经费预

算也要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来科学编制 ,若主观杜

撰 ,则很容易出现漏洞 。如课题组如没有博士后 ,但

预算了博士后的劳务费 。

基础研究项目属于探索性项 目。撰写预期研究

结果首先要对科学问题的解决程度作出表述 ,即研究

目标的实现情况 。其次成果指标要留有余地 ,最好要

有弹性 ,如发表论文 一 篇 ,其中 一 篇被 收

录 培养研究生 一 名 申请专利 一 项等 。

关于选题

创新是基础研究的灵魂 。我认为创新的来源主

要来自 个方面 阅读文献时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有新的想法 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尚未解

决的问题 ,或者是解决某问题有了新的思路 在

学科交叉过程中 ,有了新的方向 。

基础研究项 目的选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

性 。申请人可从 个方面进行深人的思考 从

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寻找科学问题 。包括过去遗留

下的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当前面临的

新问题或热点难点问题 未来有需求或当前需要研

究或探索的问题 从学科交叉点或面上选题 。

包括新理论 、新方法 、新工具 、新手段等的应用 新方

法 、新工具 、新手段本身的发展 开辟新方向 、新视

野 、新角度等 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需求 ,从实

际对象或过程中提炼问题 。确定了创新性的选题

后 ,要千方百计寻求支持 ,开展一些前期工作 ,结果

可以选择发表 ,也可以保留实验数据 ,这为撰写申请

书以期获得后续研究的经费资助提供 了良好的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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