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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各类项目受理、评审

和资助的基本情况,详细分析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统计分布特

点,希望为科研人员、科研管理工作者今后的基金申请或基金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以下

简称“科学部”)圆满完成了本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

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

坚持“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
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新时代资

助导向,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各类基

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

见»及专家评审工作守则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各自的

职责,严格按照评审程序,择优资助各类项目,确保

了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申请接收与资助总体

概况

１．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三类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１８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同比增幅分别

为１４．６７％、８．７７％和１２．２７％,同时三类项目资助

数量都保持了稳定增长,为从事工程与材料科学相

关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持.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

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其定位是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

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

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评价.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面上项目申请１６８６３项,申
请量增幅为(较２０１７年,下同)１４．６７％;共发送同行

评议函６３４９９份,回函率９９．９６％;批准面上项目

３１９９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９２０８８万元,资助强度(直
接费用,下同)６０．０５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８．９７％.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的

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

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

新研究的能力.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
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申请人的创新潜力

等方面进行评价.科学部在２０１８年增加了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投入.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４２８３项,申请量增幅为８．７７％;共发送同行评议函

４８９２０份,回函率９９．９６％;批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０７７ 项,资 助 直 接 费 用 ７６７５２ 万 元,资 助 强 度

２４．９４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１．５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也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

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些区域的全职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地区的科

学技术人员,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

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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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

进行评价.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２３３３项,申请量增幅为１２．２７％;共发送同行评议

函７６５２份,回函率１００．００％;批准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３４４ 项,资助直接费用 １３７５０ 万元,资助强度

３９．９７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７４％.

１．２　重点、重大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概况

重点项目支持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

的研究方向或者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

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者科学

前沿取得突破.重点项目坚持有限目标、有限规模、
重点突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融通,有效利用国

家和部门科学研究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实质性的

国际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

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

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申请人和参与者的研究经

历;(２)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研究条

件;(３)申请人完成基金资助项目的情况;(４)研究

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５)项目申请经费使用

计划的合理性.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重点项目申请４７６项(２０１７
年４５７项);批准重点项目１０２项,资助直接费用

３０６００ 万 元,资 助 强 度 ３００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２１．４３％.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

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
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

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

力.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科

学问题凝练和科学目标明确情况;(２)围绕总体科

学目标,课题之间的有机联系;(３)申请人和参与者

的研究经历;(４)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

研究条件;(５)申请人完成基金资助项目的情况;
(６)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７)资金预算编

制的合理性.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部立项重大项目６项,资助直接

费用１１７８５．５５万元,立项领域分别为“非线性光学

晶体新波段拓展及其在重大应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先进光学膜材料多重尺度结构调控及功能实

现”“智能电静液驱动执行器基础研究”“面向靶病灶

精准诊疗的生物热物理基础问题研究”“高性能可持

续土木工程材料与结构基础理论”和“深海土与结构

的界面弱化理论及工程安全”.
自２０１５年始,基金委执行了新的资金管理办法

和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对重大项目进行预算评审工

作,希望基金重大项目申请人能够按照相关规定,科
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做好项目预算.

重大研究计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

学前沿,加强顶层设计,凝练科学目标,汇聚优势力

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集群,促进

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提升我国基

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提供科学支撑.重大研究计划遵循有限目

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基本原则.评

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

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考虑:(１)凝练科学

问题和科学目标的情况;(２)与重大研究计划总体

目标的相关性;(３)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

的研究条件;(４)申请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申请６８项(不
予受理２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４项(不予受理１
项),批准培育项目１２项、重点支持项目６项,资助

强度分别为６５万元/项和２７０万元/项;接收“西南

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和适应性利用”重大研究计划集

成项目申请２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接收“面
向发动机的湍流燃烧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集成

项目申请５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批准集成项目３
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１０００万元/
项和５００万元/项;接收“面向能源的光电转换材料”
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申请２１项.

１．３　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

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
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培养科

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学部负责材料和工程两个领域相关基础研究

的资助与项目管理.联合基金项目具有应用性强和

创新多两个特点.应用性强体现在与国防建设和国

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创新多体现在学科交叉和多

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既要在单元技术上深入研

究和形成突破,又要综合和系统地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
在与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积极地推动了钢铁联合基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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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联合基金、航天联合基金、智能电网联合基金、地
震科学联合基金、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等联合基金

的设立.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钢铁联合基金培育项

目申请６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３１项,批准培育项

目１４项、重点支持项目６项,资助直接费用分别为

７２０万元和１８００万元,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２５２０万

元.接收高速铁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申请７２项.接收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３４项.接受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申请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４２项,批准

集成项目３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２项,资助直接费用

分别为３６００万元和３１２０万元,资助直接费用总计

６７２０万元.接收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４８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８项,
资助直接费用１６８０万元.接收雅砻江联合基金培

育项目申请１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１项,批准培

育项目４项、重点支持项目４项,资助直接费用分别

为２００万元和１１６０万元,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１３６０
万元.接收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１５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４５９
万元.接收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８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５３４
万元.

其他各省(市)政府联合基金情况如下:接收云

南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４９项,批准重点支持

项目７项,资助强度２１６．８６万元/项;接收广东联合

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６０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９
项,资助强度２５０万元/项.接收河南联合基金培育

项目申请３７６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７项,批准培

育项目２７项、重点支持项目５项,资助强度分别为

４８万元/项和２１０万元/项;接收促进海峡两岸科技

合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７项,批准重点支

持项目５项,资助强度２２７万元/项;接收辽宁联合

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２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

１０项,资助强度２５０万元/项;接收浙江两化融合联

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７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

７项,资助强度２００万元/项;接收山西煤基低碳联

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１７１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３０
项,批准培育项目２２项、重点支持项目６项,资助强

度分别为６１万元/项和２６０万元/项;接收深圳市人

民政府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２８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７项,资助强度２９４４３万

元/项;接收山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５０项,
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１２项,资助强度２８０万元/项.

１．４　人才类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资助链,由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以及前面提到的青年科学基金和

地区科学基金构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

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时重点考虑:(１)近５年取得

的科研成就;(２)提出创新思路和开展创新研究的

潜力;(３)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
(４)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

１０１３项(２０１７年８８８项),增幅为１４．０８％.批准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４项,资助强度１３０万元/项,
资助直接费用９６２０万元,资助率为７．３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支持在基础研

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

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
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

秀学术带头人.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究成果的

创新性和科学价值;(２)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

科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３)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影响;(４)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研
究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

请５５８项(２０１７年５０１项),增幅为１１．３８％.批准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８项,资助强度３５０万

元/项,资 助 直 接 费 用 １３３００ 万 元,资 助 率 为

６．８１％.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国内以优秀中青年科

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研究群体,围绕某一

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究方向和共同研

究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意义;(２)已经取得研究成

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３)拟开展研究工作的

创新性构思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４)申请人的

学术影响力,把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

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在研究群体中的凝聚

力;(５)参与者的学术水平和开展创新研究的能

力,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性;(６)研究群体

成员间的合作基础.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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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项,批准创新研究群体６个,资助直接费用６３００
万元,资助强度１０５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３．６４％.

１．５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概况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原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
科学目标为导向,鼓励和培育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探

索性科研仪器研制,着力支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

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以
全面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委推荐)申请７项,批准１项,资助直接费用

６８２０．４３万元,资助率为１４．２９％;接收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１１２项,批准１４
项,资助直接费用９９３７．９９万元,资助强度７０９．８６
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２．５０％.

１．６　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资助概况

近年来,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批准指标数及资

助强度上都得到了快速增长.２０１８年接收重点国

际合作项目申请９２项,批准１４项,资助直接费用

３４４０ 万,资 助 强 度 ２４５．７１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１５．２２％.
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２年期

４３项,延续资助１４项;批准２年期１３项,资助直接

费用２３４万元,资助率为３０．２３％;批准延续资助４
项,资助直接费用７２０万元,资助率为２８．５７％.

２　申请项目不予受理情况

２０１８年不予受理项目总计８２５项,其中面上项

目３６４项,青年科学基金２７９项,地区科学基金８７
项,重点项目６项,其他９５项.共接收１２７项复议

申请,占不予受理项目的１５．３９％,其中１３项同意

复议申请,重新送审;其余复议申请均维持原判.
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为:研究年限填写错误;申

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历;依托单位或

合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

致;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畴;无高级职称且

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超项问题.
具体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８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不予受理项目原因统计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各学科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学科代码 申请项目数
资助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项目数 批准率(％)

材料科学一处 E０１ ２７６４ ２２２７４ 　５２２ １８．８９
E０３ ２５６４ ２１３９９ ５０８ １９．８１

材料科学二处 E０２ ３５２７ ３０９９６ ７３８ ２０．９２
工程科学一处 E０４ ４０２６ ３３０４６ ７７４ １９．２３
工程科学二处 E０５ ６０７５ ５１４１６ １２０２ １９．７９
工程科学三处 E０６ ２４０９ ２０５０７ ４９４ ２０．５１
工程科学四处 E０８ ６７１４ ５７６３７ １３１６ １９．６０
工程科学五处 E０７ ２２４４ １９０５４ ４４４ １９．７９

E０９ ３１５６ ２６２６１ ６２２ １９．７１
总计 ３３４７９ ２８２５９０ ６６２０ 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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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学科分布

２０１８年科学部各学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如表１
所示.可以看出,总体上较好地满足了三类项目的

定位、学科均衡和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４　结　语

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在各类项目评审过程中,充分依靠专家,严格

规范程序,坚决执行基金委的各项评审原则、管理办

法.经过专家们和科学部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

作,很好地完成了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
希望科学基金申请者在今后的项目申请中能够

进一步充分了解资助政策,正确解读项目指南,准确

把握各类项目定位和评审要点,深入挖掘研究工作

的科学内涵,关注研究的原创性,通过或积累性,或
前沿性,或系统性的工作,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同
时努力提高申请书的撰写水平,使自己申请成功的

可能性更大.
在未来的工作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坚持基金委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新时代资

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围绕“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

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开展工作.面对新

时代下基础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科学部将

一如既往地聚焦学科前沿,面向国家需求,注重和

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促进协同创新,推动工程科

学和材料科学两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向国

际一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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