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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南京理工大学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至２０１７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项目资助情况,分析了项目资助率、获资助项目类型及学科分布等特点,总结了其科学

基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提出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与思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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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理工”)是隶属于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创建于１９５３年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分建而成,历经中国

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华东工程学院、华东工学

院等发展阶段,１９９３年更为现名.

南理工是国家首批“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优势

学科创新平台”和“世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

南理工现有国家重点学科９个;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１６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５０个;现有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８个、部省级科技创新平台６０多个.

南理工在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为主的基

础研究,以重点研发计划、国防基础科研、装备预先

研究为主的应用基础研究,以重大专项、高新工程、

重点型号、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科

研格局;逐渐形成了兵器与装备、电子与信息、化工

与材料三个优势学科群;在相关科研领域先后获得

包括７项一等奖在内的９３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南理工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高校,基础

研究工作一直以来相对薄弱.近年来,南理工对基

础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尤其是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研究作为学校自主新能力的

重要源头,对其进行了重点支持和投入.南理工科

学基金研究工作也因此得到了较快发展,基础研究

能力显著增强.２０１７年,南理工在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先后在«Science»、«Nature»期刊上发表了含能材

料相关的基础研究论文,展示了我国学者在该领域

的科研水平.

１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１．１　总体资助情况

根据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的数据[１],南理工

获科学基金资助的各类项目共计１２２５项,获资助的

经费总额为５．１１亿元(２０１５及之后年度资助项目

的间接费用金额未包含在内,下文资助经费金额

同).从图１可以看出,南理工科学基金的发展主要

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低速发展阶段(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６年),

科学基金设立后的前二十年是南理工科学基金的低

速发展阶段.该阶段南理工共获科学基金各类项目

１７８项,从图１可以看出各年度的立项数基本都未

满２０项,获资助项目的经费额为２９４４万元.从发

展趋势上来看,该阶段南理工的立项数虽有增长却

很缓慢.



　

　２０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图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度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７年),
近十年来是南理工科学基金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此

期间,南理工科学基金的立项数随着申请数量的增

长而快速增长.该阶段南理工共获科学基金各类项

目１０４７项,年均立项数约１００项,获资助项目的经

费额为４８１８６万元.

１．２　申请立项及资助率情况

从表１可以看出,南理工科学基金近十年来的

申请数量总体上处于增长态势.２０１２年度的申请

数量达到最高值;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的申请数量出

现了连续下降,主要是受科学基金实行连续两年申

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后暂停申请１年的影响;２０１５
年度起,申请数量再次逐步增长.对照相应年度科

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的申请数据,南理工申请数量的

变化与全国申请数量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南理工近十年科学基金立项数增长的趋势较申

请数量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除２０１４年度的立项

数出现了明显下降外,其余年度的立项数均较上一

年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２０１７年度的立项数达到了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度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助情况

年度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２００７ １６５ ３１ 　８６２ １８．８
２００８ ２４３ ４４ １４００ １８．１
２００９ ３１４ ４７ １３８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０ ３２９ ６２ １５８８ １８．８
２０１１ ４５５ ９７ ３８７６ ２１．３
２０１２ ５４６ １１９ ６４８１ ２１．８
２０１３ ４３１ １２４ ６００３ ２８．８
２０１４ ３８１ １０５ ５６１０ ２７．６
２０１５ ４１１ １３４ ６０９５ ３２．６
２０１６ ４２６ １３５ ６５７６ ３１．５
２０１７ ４８１ １４９ ８３１５ ３１．０
合计 ４１８２ １０４７ ４８１８６ ２５．０

最高值.
在资助率方面,南理工近十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率出现了两个数值阶梯:第一个阶梯是在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年度,各年度项目资助率普遍不高,数值在

１５—２２之间,基本都低于相应年度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中的全国平均资助率;第二个阶梯是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度,各年度项目资助率有了明显提高,数值

在２７—３３之间,均高于全国平均资助率.

１．３　获资助项目类型情况

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分为探索、人才、工具、融
合四大系列[２].从表２可以看出,南理工获资助的

科学基金项目几乎覆盖了四个系列的所有项目类

型.另有三个类型的项目未获过资助,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是由于所在地区的限制而无法申请;创新研

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有过申请但未获批;基
础科学中心项目,目前尚未申请过.

表２　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类型情况

系列 项目类型
资助数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探索

面上项目 ５６９ ２８４５９
重点项目 １３ ２５３０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３４ ４７１

人才

青年科学基金 ５２９ １２０３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７ ８８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７ １４５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１ ２０

工具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自
由申请)

３ ２３４５

融合

重大项目(课题) ２ ６１４
重大研究计划 ７ ９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９ １２１３

其他
应急管理项目 ２ ３１
专项基金项目 ２２ １５１

合计 １２２５ ５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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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理工获资助项目类型各自所占比重与科学基

金各类项目的资助分布基本一致.获资助的科学基

金项目主要是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数分别为５６９项和５２９项,分别占全部立项数的

４６４％和４３．２％.
随着基础研究水平的逐渐提高,南理工承担重

大重点 类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研 究 的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度,南理工共获资助了５项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２项重

大项目(课题)、８项重点项目等重大重点类科学基

金项目.

１．４　获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情况分析

从图２可以看出,南理工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

主要集中在信息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数理

科学部.在１２２５项获资助项目中,立项最多的是信

息科学部,有４０５项,占全部立项数的３３．１％;接下

来是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有３８３项,占全部立项数的

３１％;排在第三的是数理科学部,有２３０项,占全部

立项数的１８．８％;其他科学部合计有２０７项,占全

部立项数的１７．１％.

图２　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科学部分布情况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科学基金一级学科代码分

布方面,获资助项目数超过３０项的一级学科是南理

工基础研究的骨干学科,立项数合计有９６３项,占全

部立项数的７８．６％;资助经费额为４１９１１万元,占
全部资助经费额的８２％.

在信息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电子

学与信息系统、自动化、计算机科学、光学和光电子

学.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

是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机械工程、无机非金属材

料、金属材料、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其中建筑环境

与结构工程学科主要集中在环境工程方向.在数理

表３　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一级学科分布情况

(一级学科立项数＞３０项)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资助数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F０１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１４９ ８８０２

F０３自动化 １３１ ５５８６

A０２力学 １１２ ４４３７

E０６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８９ ３１１５

E０５机械工程 ７９ ３３４４

F０２计算机科学 ７０ ２９１５

E０２无机非金属材料 ６２ ３２７９

E０１金属材料 ５１ ２５１０

E０８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５０ ２３０８

A０１数学 ４７ １１４８

F０５光学和光电子学 ４６ １６９２

A０４物理学Ⅰ ４５ １５２６

G０１管理科学与工程 ３２ １２５１

合计 ９６３ ４１９１１

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力学、数学、物理学

Ⅰ.可以看出,这些获资助较多的学科基本都属于

南理工兵器与装备、电子与信息、化工与材料三个优

势学科群的范围.

２　管理探讨

科学基金作为我国五大类科技计划之一[３],是
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科技创新体

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

展,科学基金管理制度及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

性已经成为我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典范.依

托单位的管理在科学基金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中是

保证科学基金健康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４].下面对南理工作为依托单位的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２．１　项目申请和组织

为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南理工近年来

都很重视科学基金申请的动员和组织.学校每年梳

理出近五年科学基金的申请及立项情况和当年限项

申请的情况,结合各单位的各类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数量,提出各单位申请项目的建议数量,由各单位充

分动员并组织完成科学基金的申请工作.
学校在科学基金申请的组织过程中重点进行申

请辅导与审查、项目策划和咨询服务等工作.每年

都编制科学基金的申请参考资料,内容主要包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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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须知、形式审查要求、申请撰写指南、往年立项选

题及摘要、工程应用凝练科学问题体会和申请辅导

视频等.组织科研管理人员、邀请校内外相关领域

专家对集中受理期申请的项目组织不少于三轮的形

式审查和指导评审,以帮助教师提高申请书的撰写

质量.每年以科学基金的科学部领域为划分,组织

召开分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研讨会,共同研讨基础

研究的国家重大需求、策划部分重大重点类科学基

金项目;还为重大重点类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答辩

提供专家咨询和指导服务.

２．２　项目过程管理

南理工目前有科学基金在研项目５６８项,从事

科学基金在研项目研究的教师有８５４人(含５０７位

项目负责人).为满足项目管理的需要,南理工于

２０１７年３月编制印发了«南京理工大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细则对项目的整个过程

进行了规范,重点涉及进展过程实施、资金预算执行

与调整、结题管理、结余资金使用、间接费用核算、绩
效考核与发放等管理内容.

在资金预算调整方面,明确了预算调整申请的

内容和审批流程.在结余资金使用方面,要求先办

理结题结账,准予结题后再办理结余资金使用申请,
并要求同时编报使用预算.在间接费用核算方面,
按学校和院系间接费用、项目组间接费用、绩效支出

三个类别进行核算,在计提学校和院系间接费用后

剩下的间接费用中不限制绩效支出的比例,由项目

组自行编制预算并使用.在绩效考核与发放方面规

定进行中期、结题两次考核,通过考核则发放绩效,
未通过考核则不发放;通过结题考核则发放所有项

目绩效,并补发未通过中期考核而未发放的项目

绩效.
随着科学基金规模的不断增长和管理政策的调

整优化,项目过程管理的工作内容和任务量逐年增

多.科学基金通过开展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召开联

络网会议等制度进行保障,使得管理人员的专业知

识得到及时补充,并组建了和谐团结、积极向上的科

学基金管理群体.

２．３　单位投入和政策导向

南理工对科学基金研究非常重视,给予了大力

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学校在自设的自主科研专项计划中设立了培育

青年、面上类科学基金的自由探索项目,以获批科学

基金作为可提前结题的唯一条件;设立了杰优青培

育专项,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优秀青年人才;设
立了基础研究先期投入专项,为争取和承担科学基

金重大重点类项目进行先期投入.
在人才引进方面,将获得科学基金项目作为

新进教师通过首聘期考核的必要条件;在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方面,将承担科学基金项目作为评聘

的优先条件;在科研考核评价方面,将基础研究

人员分类考核,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在科研经费

管理方面,对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项目按其他纵

向科研项目管理费计提比例的５０％给予管理费

优惠.
这些投入和政策支持对教师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南理工科学

基金的快速发展.

３　结　语

科学基金管理是高层次、专业化的知识管理、学
术管理,要努力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水平[５].南理工近年来在努力做好科学基金管理规

范化的同时,正逐渐向科学化、精细化进行转变.通

过这些转变,学校科学基金的立项数不断增长,重大

重点类项目连续获批,整体申请资助率持续保持高

位,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基

本形成.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实现基础研究的

长足发展是南理工国防特色科研的迫切需要,也是

科学基金管理的根本目标.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
有不断提高科学基金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才能打造

新的起点.在新的时期,南理工将牢记使命,潜心做

好科学基金研究,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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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managementofprogramsfundedby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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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Qunrong∗ ZhangYichi ZhangHeng
(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Research,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４)

Abstract　Thispaperintroduces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projectfundingofNanjing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NJUST),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projectfunding(includefundedrate,

fundedprojecttypeandsubjectdistribution),summarizesthedevelopmenthistoryandcharacteristicsof
NJUSTs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research,andputsforwardthoughtsonmanagementfornational
naturalscienc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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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动物源病原体的发现及其

对人类致病性研究”结题取得重要进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组织由中科院院士赵国屏研究员任组长的１１
位微生物学、病原学、感染病学及免疫学领域专家,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动物源病原体的发现及其

对人类致病性研究”(项目批准号:８１２９０３４０)进行结题验收.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孙瑞娟副主任及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会议.
重大项目验收会首先听取项目负责人徐建国院士及５个课题负责人石正丽、梁国栋、张永振、曹务春、徐

建国研究员对项目及课题结题情况的汇报,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对项目结题情况进行认真评价.专家组认

为,项目组经过５年努力,在标本采集、微生物及病原体的发现与鉴定、微生物的进化与致病性等多个方面,
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形成一系列重要论文;研究过程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专业人才,提升了我国科学家在

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支撑了我国相关的重要战略研究和科普宣传,已经并将进一步形成重要的社会影响.
具体成果包括:(１)发现和鉴定了一批新的病原体,并在相关技术上取得创新突破.(２)通过研究病原体与

动物宿主关系,提升了对潜在病原体野外宿主谱的认识.(３)前瞻性地提出我国存在潜在新发传染病的风

险,主要包括西尼罗病毒、寨卡病毒、SARS样冠状病毒、山羊无形体、艾尔博特埃希菌等的感染.(４)在病原

微生物学基础认识上,获得若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创新.(５)大量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及核心

期刊上,包括Nature,Scienc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LancetInfectiousDiseases,NatureMedＧ
icine,AnnalsofInternalMedicine,eLife,PNAS,PLOSPathogens等.(６)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研究成果

已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供稿:医学科学部　窦豆　王国庆　闫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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