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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近５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申请和资助情况,本文从依

托单位、分支学科、性别、地域和年龄等５个方面分析了天文研究队伍总体的分布情况,并针对相应

的特点提出了今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科学处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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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是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随着国家经济

实力的增强,天文学近年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虽然观

测仪器设备在总体上与国际天文强国差距仍非常明

显,但随着一批大型天文设备(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

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５００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等)建成投入使用,使得

中国天文学家有了可以和国际天文同行竞争的“大
国重器”,依托这些设备,中国天文学家已经做出了

一些在国际上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几年对天文学科的资助保

持稳定并呈增长态势(表１),每年有超过２５０个项

目获得资助,年均经费总金额超过２．１亿元.天文

学科每年研究论文的总量已经跃居亚洲第１,世界

第７.但由于受观测设备的限制,与其他学科相比,
天文学科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原创性世界成果相

表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近５年资助情况

项目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经费(万元)

２０１３ ２５７ ２１１１９．５０

２０１４ ２６２ ３０２４３．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６６ ２１２０９．１０

２０１６ ２６５ ２４６０１．１６

２０１７ ３０４ ２７３１２．４１

　　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５年起施行新的经费管理办

法,从２０１５年起资助经费指直接费用,不包含间接费用.

对较少,研究论文的引用情况落后于论文产出情况.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归根结底是人才队伍的

不足.“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无论大型天文设备

的研制,还是天文学原创性成果的发现,都需要通过

具有活跃创新思想的人才来实现.我国天文研究队

伍总体规模偏小,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理科学

“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报告»[１],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
国的天文研究队伍包括１９８０名固定人员和１４９２
名流动人员(博士后和学生),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

员、技术支撑人员和行政人员;与国内其他学科相

比,研究人员的数量明显偏少,比如该研究报告列举

的力学基础研究队伍约有８０００人;与国际天文强

国相比,差距也非常明显,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IAU)的中国会员共有６６３名,位居世

界第６名(亚洲第２),位于首位的美国有２８２１名

会员,日本有７２７名IAU 会员,排在世界第３名

(亚洲第１).
为了解２０１２年以后全国天文研究队伍的总体

情况,本文通过统计近５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参与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项目的申请人以及获

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信息,从依托单位、分支学科、
性别、地域和年龄等５个方面的分布,一定程度上了

解目前天文研究队伍的整体情况,从而为今后制定

天文学科发展规划、组织人才队伍进行国家重大任务

攻关和天文学科重要学科前沿领域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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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和获资助研究队伍总体情况

申请 资助

人数 男 男性占比 女 女性占比 人数 男 男性占比 女 女性占比

中国科学院 １３４３ １０２９ ７６．６２％ ３１４ ２３．３８％ ７４５ ５８９ ７９．０６％ １５６ ２０．９４％
高等院校 ７３８ ５７６ ７８．０５％ １６２ ２１．９５％ ３９０ ３１７ ８１．２８％ ７３ １８．７２％
其他科研机构 ６０ ５２ ８６．６７％ ８ １３．３３％ １１ １０ ９０．９１％ １ ９．０９％
合计 ２１４１ １６５７ ７７．３９％ ４８４ ２２．６１％ １１４６ ９１６ ７９．９３％ ２３０ ２０．０７％

表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

人数和获资助人数排名前十的地区

地区名称 申请人数 获资助人数

北京 ６５０ ３４１

江苏 ３５２ ２３０

上海 ２３７ １２６

云南 ２３５ １３８

陕西 １１２ ３７

新疆 ７７ ３７

吉林 ５８ ２２

安徽 ５０ ３７

湖北 ４９ ２７

山东 ４５ ２６

表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

和获资助依托单位总体情况

申请 资助

单位数量 占比 单位数量 占比

中国科学院 ３６ １４．１２％ ２６ １７．９３％
高等院校 １９９ ７８．０４％ １１３ ７７．９３％
其他科研机构 ２０ 　７．８４％ ６ 　４．１４％
合计 ２５５ １００％ １４５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天文学科人才分布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从表２可以看出,近５年共有２１４１人参与申请

过 天 文 学 科 的 项 目,中 国 科 学 院 天 文 队 伍 占

６２．７３％,高等院校天文队伍占３４．４７％;１１４６人获

得过天文学科的资助,中国科学院占比６５．０１％,高
等院校占比３４．０３％;从申请人和获资助人分布两

方面,中国科学院和高校天文人才队伍体量差异悬

殊的趋势有所缓解(截至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科学院:

８８．５％,高校:１１．５％[１]).
从地区分布来看,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不含港澳台),除宁夏自治区外,均有人申请天文

学科的项目,其中２８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含港

澳台)获得过资助,尚未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

文学科项目资助的省份包括青海、宁夏和内蒙古.
申请人数和获资助人数排名前十位的地区见表３,
排名前８位的省份均有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天文研究

机构(表５).

１．２　研究队伍按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共有２５５家依托单位的科研

人员申请过天文学科的项目,１４５家依托单位的科

研人员得到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表４),参与申

请天文学科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和获资助的依托单

位数量均大幅增长,表明经过十多年来天文学科的

快速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较之前有了很大

的发展,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均有科研人员从事天文

学研究.
参与申请天文学科项目的依托单位中,高等院

校共１９９家,占总申请单位的７８．０４％,获得过资助

的高校有１１３家,占总资助单位的７７．９３％,占比略

低于申请单位占比;中国科学院有３６个研究所申请

过天文学科的项目,２６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获得过资

助,占资助单位的１７．９３％,略高于申请单位占比.
从表５可以看出,天文学科研究队伍排名前十

的依托单位,前８家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国家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申请和获

得过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数量均超过１００人,南京大

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过资助的科研人员比率

远高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上述结果表明,近５
年天文学科的主要研究队伍仍然集中在中国科学院

有传统天文优势的研究所,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快速

发展,天文学科点快速增加,但新增学科点的研究队

伍规模仍然偏小,仍然需要通过政策扶持扩大研究

队伍的体量;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有天

文学科的高校,虽然研究队伍规模比不上中国科学

院的研究所,但研究队伍的研究实力不容小觑,作为

设有天文本科教育的双一流高校,在天文人才培养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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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

人数和获资助人数排名前十的单位

单位
申请

人数

获资助

人数

获资助

比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４２５ ２３３ ５４．８２％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１７７ １０８ ６１．０２％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１６５ １１１ ６７．２７％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１６２ ９７ ５９．８８％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９４ ５６ ５９．５７％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７１ ３３ ４６．４８％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６１ ３２ ５２．４６％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５８ ２２ ３７．９３％
南京大学 ４７ ３８ ８０．８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４０ ３１ ７７．５０％
合计 １３００ ７６１ ５８．５４％

１．３　研究队伍按分支学科分布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代码下设１０个二

级学科,从表６可以看出,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队伍

略少于基本天文及技术方法的研究队伍,这和国内

近年一大批大型地面和空间天文设备投入建设或纳

入建设规划有关,比如FAST、DAMPE、HXMT、引
力波探测、南极天文台、６５米射电望远镜、１１０米口

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１２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

等相继建设或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都需要对相

关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从而吸纳了大量的科研人

员进行相关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从事恒星物理

与星际物质的研究队伍规模最大,其次是星系与类

星体的研究队伍.
从获资助情况来看,天体物理研究队伍获得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资助的比例(６０．１６％)
高于基本天文及技术方法的研究队伍(４７．９９％).
通过分析项目资助情况可以发现[２],天文学各分支

学科的资助比例相差不大,之所以出现申请队伍获

得过资助情况差异大的原因在于,天体物理研究队

伍的科研水平比较平均,资助面比较均衡,另外,天
体物理研究的队伍相对也比较稳定;相比之下,基本

天文及技术方法研究队伍的科研水平两极分化相对

较大,导致资助项目相对集中于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加上基本天文及技术方法领域涉及多学科交叉,研
究队伍也不如天体物理稳定.

１．４　研究队伍按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

从表２可以发现,在全部的申请人中,男性占比

７７．３９％,女性占２２．６１％,天文研究队伍的男性大

约是女性的３．４倍;获得过资助的研究人员中,男性

占７９．９３％,女性占２０．０７％,获得过资助的女性比

例略低于女性申请人所占比例.中国科学院女性天

文科研工作者的比例高于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机

构,这一 比 例 高 于 国 际IAU 会 员 中 的 女 性 比 例

(１６．６９％).
从分支学科的分布来看(表６),从事天体物理

研究的女性比例略高于从事基本天文及技术方法研

究的女性比例;在天体物理方面,从事太阳物理研究

的女性比例(２９．９４％)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以２０１７年底计算,６０％以上的申请人和获资助

人的年龄集中在３１—４０岁(表７),青年人才已成为

天文研究的主力;各个年龄段申请人和获资助人的

比例相当,表明各个年龄段的研究水平相对平均.

表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和获资助人数按分支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方向 申请人数 女性占比 资助人数 女性占比

天体物理

宇宙学 　１３０ １８．４６％ 　 ６４ ２５．００％
星系与类星体 ２５７ ２２．５７％ １６５ １８．１８％
恒星物理与星际物质 ３６９ ２３．５８％ ２３２ １９．８３％
太阳和太阳系 １７７ ２９．９４％ ９８ ２８．５７％
天文中的基本物理 ４１ １４．６３％ ２７ ７．４１％
小计 ９７４ ２３．４１％ ５８６ ２０．８２％

基本天文＋技术方法

天体测量与天文地球动力学 　１９６ 　２６．５３％ 　 ８８ ２６．１４％
天体力学和人造卫星动力学 ９７ １７．５３％ ４８ １８．７５％
天文技术方法 ７６８ １９．７９％ ３８７ １６．８０％
天文学史 ２５ ３２．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天文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 ８１ ３３．３３％ ２７ ３３．３３％
小计 １１６７ ２１．９４％ ５６０ １９．２９％

合计 ２１４１ ２２．６１％ １１４６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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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申请和获资助人数按年龄的分布情况

年龄 ≤２５ ２６—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１ 合计

申请
人数 ５ １５１ ７１７ ５９１ ２７５ １６３ １７３ ３６ ３０ ２１４１

比例 ０．２３％ ７．０５％ ３３．４９％ ２７．６０％ １２．８４％ ７．６１％ ８．０８％ １．６８％ １．４０％ １００％

资助
人数 ０ ７２ ３９７ ３１８ １３５ ８７ １０３ ２１ １３ １１４６

比例 ０％ ６．２８％ ３４．６４％ ２７．７５％ １１．７８％ ７．５９％ ８．９９％ １．８３％ １．１３％ １００％

２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天文研究队伍存

在如下问题:

２．１　研究队伍相对偏小

受限于我国现代天文学起步晚、天文重大发现

需要依托大型设备等多种原因,天文学研究在国际

上属于“大科学”,但天文学在国内属于“小学科”.
以IAU 会员为例,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中国只有６６３
人,排名世界第６,不到美国(２８２１人)的四分之一;
从事天文学研究的队伍约２０００人,与国内其他学科

相比,队伍相对偏小,严重影响了天文学的快速

发展.

２．２　地域和机构分布不均

与欧美天文强国不同,中国天文学研究的大部

分人员集中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天文台系统,以及

这些天文台系统所在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获得

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资助的高校只有１１３
家,远低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截至２０１７年

５月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２６３１所),只占约

４３％.获得过天文学科资助的高校中,也有超过一

半的天文研究队伍规模很小,很多研究人员不足５
人.高校中天文学科的缺乏导致天文后备人才队伍

的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天文学科的发展和

研究队伍的扩大.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

望”,欧美经济强国均十分重视天文学的研究,许多

重大发现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习近平总书记

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发展,习总书记在２０１２年举行

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２８届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天文观测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
不断深化着人类对宇宙奥秘的认识;天文科学的每

一项重大成就,都极大丰富了人类知识宝库;天文学

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实现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对

基础科学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现实的和长远的深

刻影响.”在新年贺辞中,习总书记也多次提及天文

学取得的重要成果.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

需要加强在天文领域的投入,天文学是以观测为基

础的学科,这就需要建设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

观测设备,用于发现更遥远、更精细的天文学现象,
加大投入不单是国家层面,更应该像欧美发达国家

学习,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天文观测设备的建

设;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天文学科人才的培养,尤其

在现阶段,天文队伍还相对较小,需要像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中提到的那样,要“激励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充满好奇和求知欲望的年轻人,把他们关注的

目光投向灿烂星空,激发他们投身天文观察和天文

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天文人才

要注重培养,鼓励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扩大天文研

究队伍的体量.
作为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有针对的

制定资助政策和进行学科布局,为天文学这门古老

又新兴的基础学科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具体建

议包括:
(１)加强对天文青年人才的资助

根据近几年天文学科的申请情况,超过６０％
的申请人年龄在４０岁以下[３,４],青年人才已经成为

天文研究的主力.自然科学基金一向倡导在资助

时向青年人才倾斜,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青年

人才项目资助格局(青年、优青和杰青项目等),但
现有的资助格局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申请项目的数

量,而天文人才队伍的体量偏小,加上天文队伍过

于集中,激烈的竞争导致部分位于弱势单位/地区

的青年人才比较难获得资助,对扩大天文研究的队

伍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对青

年、面上和地区项目等申请量较大的项目类型,制定

适应不同学科特点的资助计划,在资助政策上对青

年人才进行倾斜.



　

　６１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２)加强对天文弱势单位的资助

针对天文队伍分布不均和高校天文学科点偏

少的问题,需要加强对天文弱势单位的资助,尤其

是加强天文研究队伍在高校的布局.前期自然科

学基金通过一系列的学科布局,已经助力一些高校

成功申请到天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后期

建议继续先通过青年、面上等项目加以试点,播种

“星星之火”,如果取得良好成果,再在后期的重点

类项目评审中加以倾斜,从源头抓起,通过提升天

文学的本科教育,以期形成天文研究人才增长的

“燎原”之势.
(３)加强对交叉学科人才的资助

现代天文学是集观测、理论、模拟和技术四位一

体的学科,缺一不可,而这４个方面能获得成功都需

要天文工作者和相关领域加强合作才能实现,主要

包括理论物理、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精密控制、机
械加工和半导体技术等多个方面,国际上大型天文

观测计划的成功都离不开各个领域的通力合作,

FAST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多种原

因,总体上国内天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仍有待

加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文学科历来重视学科交

叉,学科代码下专门设立“天文学同其他学科的交

叉”来鼓励交叉领域的申请.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

看,真正从事学科交叉的申请较少,申请人还是偏向

于在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申请;部分交叉学科的申

请书仍用的是本研究领域的专业“语言”,不同领域

之间的“共同语言”尚未有效建立.因此,建议对交

叉领域采用不同的评价和资助标准,鼓励不同领域

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先采用经费体量较小的项目开

展试点,如果在执行期内取得的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可以在重点类项目中延续资助,从而能够充分拓展

天文研究的队伍.
基础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近

几年天文研究的队伍有了快速的增长,但受限于

本科教育的缺失,人才队伍的增长已经到了一定

的瓶颈期,这就需要天文界着眼长远,加强学科

布局,从青少年、本科生、研究生各个阶段做好工

作,培育天文人才成长的沃土,同时加强同国内

相关领域的强强联合,加快天文学相关技术方法

领域发展的步伐,只有这样,历史上取得辉煌成

绩的中国天文学才能和中国民族一起实现伟大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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