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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确资助导向是深化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以新时代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为指引,梳理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现

状,围绕建立项目分类资助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模式、完善资助布局等方面提出相应工作建议,
为深化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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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是新时代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的改革启动之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

署,面向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提出了以“明确资助

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核心任务的

自然科学基金整体改革部署[１],为推动自然科学基

金高质量发展,实现构建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体系

的改革目标指明了方向.
明确资助导向是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核

心任务之一.明确资助导向是以及时支持新的科学

思想和新概念为目的,以真正解决科学问题为准则,
以区分和突出科学属性为依据,统筹推进各类科学

属性的基础研究.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及

其对应的科学问题属性内涵是:
(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是指科学问题源于

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

征,旨在 通 过 自 由 探 索 产 出 从 无 到 有 的 原 创 性

成果.
(２)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

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且具有鲜明的

引领性或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

性成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
(３)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

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且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

背后的 核 心 科 学 问 题,促 使 基 础 研 究 成 果 走 向

应用.
(４)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

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

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

知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
为推动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分类评审试点

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２０１８年所有资助

项目,开展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填报工作.要求项

目负责人提交项目计划书时,在准确理解科学问题

属性内涵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的特征与目标选择其

所属类别.
本文对科学问题属性填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梳理自然科学基金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

现状,围绕建立项目分类资助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

置模式、完善资助布局等方面提出相应工作建议,为
落实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深化新时代自

然科学基金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１　科学问题属性资助现状梳理

１．１　数据样本的构成

为充分反映自然科学基金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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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资助现状,选择样本量合理且资助定位有较

强代表性的８种项目类型共计４１０２７组填报数据作

为样本(见表１),填报数据中“ABCD”分别对应四种

科学问题属性,即:

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基于数据样本,从自然科学基金整体、项目类

型、学科领域等三个维度梳理科学基金对不同科学

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现状.

图１　科学问题属性选择个数的分布情况

表１　科学问题属性填报数据样本构成

序号 项目类型 样本量

１ 面上项目 １８９４２

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６６４

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９３５

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００

５ 重点项目 ７０１

６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８

７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６１

８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８６

合计 ４１０２７

１．２　科学基金整体资助结构

１．２．１　科学问题属性选择个数的分布情况

在本次试点填报中,项目负责人选择科学问题

属性时可单选或多选(多选按照符合程度从高到低

排序).科学问题属性选择个数的分布情况如图１
所示.

选择１个科学问题属性的占比为３３．７０％,选
择２个及以上的占比合计６６．３０％.其中选择２个

的占比最多,达到４２．１７％.这表明科学问题属性

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具备多

重属性.为项目分类评审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２０１９年项目申请时,要求项目申请人选择最能体现

项目研究的科学问题属性特征,即单选.

１．２．２　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占比

对四种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占比情况进行

统计鉴于存在单选和多选两种情况,设置“排序第一

(只统计属性选择为第一位)”和“选项之一(无论排

序,属性选中即纳入统计)”两种情景对科学问题属

性的资助结构进行表征.
如图２所示,两种情景下科学问题属性占比排

序基本一致,A 和 B占比最多,C次之,D最少.以

项目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属性特征为基准,即以“排
序第一”情景为例进行分析(以下同):

(１)“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占比３４．８６％,“C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占比１９．２１％,这充分反映了

自然科学基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资助布局;
(２) “D 共 性 导 向,交 叉 融 通”占 比 最 小

(９４１％),表明自然科学基金需进一步推动学科交

叉,加强对交叉类研究的支持力度;
(３)“A 鼓 励 探 索,突 出 原 创”占 比 最 高

(３６５２％),可能与部分科研人员对科学问题属性内

涵的理解有误有关(详见１．２．３节).

１．２．３　“A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占比最高原因的

探究

　　以“排序第一”情景为例,图３对比不同项目类

型“A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占比情况,结果表明 A
占比的大小与项目类型层次的高低成反相关,即随

着项目类型层次的提高,A占比逐渐下降.
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高层次项目类型 A

占比相对较低(２０％~３０％),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等更多面向起步阶段科

研人员的项目类型 A 占比较高(３５％~４０％).A
占比与项目类型定位出现反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

一是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项目类型有更

加明确的资助导向特征(重点项目资助定位在于推

动科学前沿取得突破,联合基金项目聚焦发展中面

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技术需求),且项目负责人

具有更高的学术造诣,对基础研究和科学问题属性

有较深入的理解和认识,选择科学问题属性选项更

加准确.
二是与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项目类型不

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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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占比情况

图３　不同项目类型A占比情况

图４　选择两项中不同组合的占比情况

目等项目类型支持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开展前沿探索

和创新性研究,资助规模量大面广且资助定位并无

特定显著的资助导向,科研人员在选择科学问题属

性选项时较难把握.另外,部分科研人员认为“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资助导向中的“鼓励探索”和“突出

原创”两部分是“或”非“并”的关系,因此基于自由探

索的研究方式进行选择,并未考虑研究是否具有“首
创性”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科研人员对科学问题属性的理解

情况,对多选两项中不同组合(AB、AC、AD、BC、

BD、CD)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如图４所示,选择

AB组合的占比约 ４０％,其他组合占比约 ９％ ~
１６％,这表明部分科研人员可能未能准确理解“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两种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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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属性的区别,对两者内涵的理解存在混淆.这需

要在下一步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问题属性内

涵的精准表述,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科研人员对科学

问题属性内涵的准确理解.

１．３　不同项目类型的资助结构

１．３．１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旨在支持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

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

创新性研究,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

突破.
图５为重点项目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

资助结构,结果显示两种情景下“B 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占比最大,分别达到３８．６６％和３２．０５％,符
合重点项目推动科学前沿取得突破的资助定位.

１．３．２　联合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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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为联合基金项目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

的资助结构,结果显示两种情景下“C需求牵引,突
破瓶颈”占比最大,分别达到４１．００％和２９．７５％,符
合联合基金项目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的资助定位.

１．３．３　其他项目类型

对其他６种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进行科学问题属性资助结构的统计分析,结果同

重点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一致,填报数据均基本符

合相应项目类型的资助定位(如图７).

１．４　各学科领域的资助结构

图８显示各学科领域中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

的资助结构,结果表明各学科领域有较明显的资助

结构特征差异.其中,数理、化学、生命、地球、信息、
医学等领域“B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类研究的占比

相对较高,工材、信息、管理等领域倾向于“C 需求牵

引,突破瓶颈”类研究.

图５　重点项目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结构

图６　联合基金项目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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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６种项目类型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结构

图８　各学科领域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结构

１．５　小　结

本次填报情况基本反映了自然科学基金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

资助布局,对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资助结构基本

符合各项目类型的资助定位和各学科领域的资助

特点.

　　在下一步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对科学问题属性

内涵的精准表述,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科研人员对科

学问题属性内涵的准确理解.按照“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资助导向要求,探索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交

叉融合的机制,加强对交叉类研究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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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落实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相关

工作建议

　　“明确资助导向”不仅是实现项目分类资助管

理的前提,更是对自然科学基金资源配置与资助布

局优化调整的方向性指引.为了更好地落实新时

代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围绕建立项目分类资助

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模式、完善资助布局等三

方面提出相应工作建议,为深化新时代自然科学基

金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２．１　建立项目分类资助管理机制

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分类

申请、分类评审与分类管理,建议在项目分类评审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以下工作:
(１)申请阶段:进一步优化资助导向/科学问题

属性内涵的精准表述;公开项目分类评审重点和评

审指标体系,引导申请人在项目申请书中更好表达

其研究特征;试点工作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建
议提出不同科学问题属性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

宣讲.
(２)评审阶段:结合四类资助导向与不同项目

类型的资助定位,持续优化评审指标体系,体现不同

项目类型间评审指标的差异性要求;逐步推进评审

专家的分类管理,通过标签化的方式标注评审专家

所擅长的领域和适合评审的科学问题属性类别,加
强对评审专家特征的精准刻画,强化项目申请与评

审专家的精准匹配,为未来实现人工智能化评审打

下基础.
(３)管理阶段:跟踪项目执行情况,建立滚动资

助和终止机制,推动项目研究成果转化.

２．２　优化自然科学基金资源配置模式

新时代资助导向对自然科学基金的资源配置模

式提出更为深入系统的优化调整方向.建议在年度

资助计划安排中,充分体现四个资助导向要求,统筹

推进各类科学属性的基础研究.
一是建议落实“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

沿,独辟蹊径”资助导向要求,保持面上项目等自主

选题类项目资助规模稳定,夯实科技基础,强化源头

创新能力支撑.
二是建议重点突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资助

导向,加强“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资助工作,进一步

强化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

项目、基础科学中心等项目类型的部署力度,孕育重

大成果,推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卡脖子”
背后关键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三是建议进一步强化自然科学基金宏观调控能

力,及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及下达

的指令性任务,针对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需求及时部署启动基础研究任务.

２．３　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布局

建议在２０１９年项目资助工作完成后,及时总结

试点经验,对申请与资助数据进行梳理研究,在深入

调研基础上,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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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资助导向要求,系统分析各类项目类型资助

定位与成效,研究新时期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导向下

１８种项目类型的统筹调整,持续优化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布局,进一步提高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效能.

３　结　语

深入推进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改革,构建新时

代自然科学基金体系是新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自然科学基金高质量发展,夯实世界科技强国

基础的必经之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提出的“明确资

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是对新时

代科学基金改革部署的系统提炼和高度概括,三大

核心任务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在“完善评审机

制”和“优化学科布局”的支撑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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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导向为指引,以及时

支持新的科学思想和新概念为目的,以真正解决科

学问题为准则,以区分和突出科学属性为依据,以
建立项目分类资助管理机制、优化自然科学基金资

源配置模式、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布局为具体举

措,统筹推进各类科学属性的基础研究,推进我国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

定坚实基础.

参 考 文 献

[１] 李静海 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夯实世界科技强国根

基．八届一次全委会工作报告．



　

　５１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Analysisofscientificissuesattributedistributionandsuggestions
underthefundingcategoriesofNSFCinthenewera

LiuYihong１ GaoZhenyu１ HaoYanni２ Lidong２ WangChangrui１

(１BureauofPlanning,２InformationCenter,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Abstract　IdentifyingfundingcategoriesisthecoretaskoftheNSFCreforminthenewera．Guidedbythe
fundingcategories,thescientificissuesattributedistributionofprojectswasanalyzed．The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providing decisionＧmakingreferenceforestablishingthe management
mechanismofclassifiedprojectfunding,optimizingtheallocation modeofresourcesandimprov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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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在心肌细胞DNA损伤和修复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３１６７１１７７,８１６３０００８,８１７９０６２１,３１５２１０６２和８１３７０２３４)等资助下,北
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肖瑞平教授研究团队张岩副研究员在心脏心肌细胞 DNA 损伤和修复机制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CaMKIIＧδ９PromotesCardiomyopathythroughDisruptingUBE２TＧdependent
DNARepair”(钙/钙调素依赖的蛋白激酶Ｇδ９通过损害泛素耦联酶 E２T 依赖的 DNA 修复引起心肌病)为
题,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在线发表于NatureCellBiology(«自然细胞生物学»).张岩为通讯作者.论文链

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５５６Ｇ０１９Ｇ０３８０Ｇ８.
心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成年哺乳动物心肌细胞是终末分化的细胞,增殖能力非常有限,因

此维持心肌细胞的DNA完整性和基因组的稳定性对其行使正常功能非常重要.电离辐射、细胞代谢产物等

很多刺激都会引起心肌细胞DNA损伤,如果损伤的DNA不能得到有效修复,会引起DNA损伤的积累和基

因组稳定性下降,进而造成心肌细胞死亡和多种心血管疾病.然而目前对心肌细胞DNA损伤修复的调节机

制还尚未明了.该研究团队利用第三代测序和绝对定量质谱技术,发现人类心脏中最主要的 CaMKIIＧd的

可变剪切体是CaMKIIＧd９亚型,而不是以前广泛认为的d２和d３.利用病人心脏样本、人诱导多功能干细

胞、以及多种大、小鼠心脏损伤模型,他们发现在心脏病理情况下,CaMKIIＧd９表达增加,直接结合并磷酸化

FA通路唯一的泛素耦联酶E２T(UbiquitinＧconjugatingenzymeE２T,UBE２T),并造成该蛋白的降解,从而

损害FA 通路的 DNA 修复功能,引起心脏 DNA 损伤和心肌细胞的死亡,进而引发心肌病和心力衰竭.
CaMKIIＧd９特有的肽段是其特异性结合并降解 UBE２T的基础,而其他常见的CaMKIIＧd可变剪切体,包括

d１,d２和d３,均不具备上述调控功能.
该研究揭示了一种全新的CaMKIIＧd９依赖的心肌细胞DNA损伤和修复机制,及其在心肌病中的作用.

研究提示,通过抑制该调控通路的过度激化,可为包括心脏缺血和心力衰竭在内的重大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提供新途径.

(供稿:医学科学部　彭彧华　江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