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专题:２０１８年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２０１８年度地球科学部评审工作综述

刘　哲∗ 李　军 姚玉鹏 张捍卫

王西勃 时伟宇 何澍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地球科学部,北京１０００８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０８

　　∗ 通讯作者,Email:liuzhe＠nsfc．gov．cn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元年.按照委党组的

要求,在分管委主任的领导下,在科学界的大力支持

下,地球科学部全体人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秉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

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战略定位、发展

目标和战略导向,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的评审工作,并
围绕推动学科交叉、构建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等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积极的思考.

１　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评审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２０１８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

告»、«关于２０１８年度项目申请初审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以及相关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项目评审工

作,规范评审流程,重视廉政风险防控,改进工作作

风,构筑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力争使评审结果得到

科技界的普遍尊重与信任.

１．１　项目接收及形式审查

２０１８年度共接收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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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

金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应急管理项目共计１７１５３项,其中,受理１６７７８
项,不予受理３７５项.不予受理发布后,共收到复审

申请４４项,其中,４３项维持原判,１项重新送审.本

文主要讨论集中受理期的项目和重大项目等,因

２０１８年申请的组织间合作项目部分还在评审过程

中,不在此讨论.

１．２　智能辅助指派

积极研讨推进智能辅助指派工作.明晰辅助指

派在评审工作中的定位,既要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智
能”作用,又要调动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工

作人员专业特长,依靠而不依赖“辅助”作用,积极参

考而不盲从“指派建议”.同时,积极沟通信息中心,
组织专题报告讲解系统操作和指派算法,并积极建

言献策,优化系统功能,合理配置角色权限,提高评

审效率.本年度地球科学部辅助指派项目占比与去

年相比显著提高.

１．３　通讯评议和上会项目遴选

本年度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项目)、重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重点支持

项目)以及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发送函审

份数由６份调整为７份,其中,回收有效评议至少５
份,推荐上会项目需全部回收.推荐上会指标分配

原则广泛征求意见,推荐上会项目严格经部务会或

学部主任办公会审定,兼顾学科平衡,不得在“二级

学科”代码下逆序上会.

１．４　会议评审及资助工作完成情况

答辩类项目会评专家组成,除考虑学科布局、答
辩项目的函评专家和资助方向的均衡性等因素外,
还严格回避申请单位、申请人导师及其他利益相关

情况.２０１８年度评审会,重点项目会评专家共１７７
名,学科评审组会议专家共２２４名.按要求,所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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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专家组成的建议及调整均经学部领导和分管委领

导核准,并按要求公示不少于一周.
公正性的保障既依靠构建科学界信赖的制度

平台,更依靠评审专家的战略智慧、价值判断、学
术品位、学术道德和学术良心.要求评审专家能

从发展基础研究的高度,不作为单位、部门的利

益代表,不负使命和科技界的厚望,客观公正地

遴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女性科研人

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向东北老

工业基地和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

研人员倾斜.

２０１８年在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下,顺
利完成各类项目评审任务;经专家投票和部务会审

定,拟资助项目４２７９项;经费２９３１７３．６１万元.

２　各类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１　探索系列

探索系列主要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

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接收７１１１
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８３９项,增幅为１３．３８％.共

有１１３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

者职称信息不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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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评审,资助１８９５项,
资助率２６．６５％;资助经费１１７２１０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６１．８５万元/项(表１).资助跨学部交叉项目

１４６项,学部内交叉项目２１６项.获批准项目数量

位居前列的依托单位包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山大学、武
汉大学等.从批准项目负责人的年龄组成来看青年

学者 是 面 上 项 目 的 主 体:３６—４０ 岁 负 责 人 占 比

３２３０％,３１—３５岁负责人占比２２．６４％,４１—４５岁

负责 人 占 比 １６．６８％;而 ５１—５５ 岁 负 责 人 占 比

１１１９％,５５—６０岁负责人占比４．７０％(图１).获

批准面上项目女性负责人的比例为２３．８０％.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接收５０９项,
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２８项,增幅为５．８２％.共有４８
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等.经评审,
资助９２项,资助率１８．０７％;资助经费２７７８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１．９６万元/项(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资助率
(％)

经费
(万元)

平均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７１１１ １８９５ ２６．６５ １１７２１０ 　６１．８５

重点项目 ５０９ ９２ １８．０７ ２７７８０ ３０１．９６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２７０＋３９∗) ５２ １９．２６ １０４０６．８１ ２００．１３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４９０ １７６３ ２７．１６ ４３２２０ ２４．５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０６４ １７９ １６．８２ ７１４０ ３９．８９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５５８ ４０ ７．１７ ５２００ １３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３０８ ２１ ６．８２ ７３５０ ３５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５ ５ １４．２９ ５２５０ １０５０．０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两年期) ９ ３ ３３．３３ ５４ １８．０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 ６ ２ ３３．３３ ３６０ １８０．０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６０ ８ １３．３３ ５４２１．１３ ６７７．６４

联合基金 ３２９ ５８ １７．６３ １３６６７ ２３５．６４

重大项目 ３８ ３２ / １１８２６．６７

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１ ５５ ２７．３６ １３２６３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０

应急管理项目 １１４ ７３ ６４．０４ ６２７５

总 计 １７１５３ ４２７９ ２９３１７３．６１

　　∗截止发稿时３９项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尚在评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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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年度优秀青年基金申请者年龄分布

图２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者年龄分布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申请接收６７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１１项,增
幅为１９．６４％.共有３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缺
少英文申请书或合作协议等.经评审,资助１０项,
资助率１４．９３％;资助经费２３１０万元,平均资助强

度２３１万元/项.１１类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申请接

收２０３项.经评审,资助４２项,资助经费８０９６．８１
万元.

２．２　人才系列

人才系列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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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接收６４９０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４６４项,增幅

为７７０％.该类项目共有１３２项不予受理,主要

原因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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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经 评 审,资 助 １７６３ 项,资 助 率

２７．１６％;资助经费 ４３２２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４．５２万元/项(表１).资助跨学部交叉项目１１６
项,学部内交叉项目１７９项.获批准项目数量位

居前列的依托单位包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
南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南京大学等.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接

收１０６４ 项,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增加 １３２ 项,增幅为

１４１６％.共有２５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申请人

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未按要求提供证明

信、推荐信、承诺函等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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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
资助１７９项,资助率１６．８２％;资助经费７１４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３９．８９万元/项(表１).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接收５５８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８５项,增幅为

１７．９７％.共有２项不予受理.男性申请者的年龄

集中在３５—３８岁,女性申请者年龄集中在３６—４０
岁.经评审,资助４０项,资助率７．１７％;资助经费

５２００万元(表１).批准项目的女性负责人比例为

１７．５０％.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接收３０８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２２项,增幅

为７．６９％.申请者的年龄分布集中在４０—４５岁

(图２),４０岁以下申请人占比不足２０％.该类项目

共有２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未按要求提供证明

信、推荐信、承诺函等原件.经评审,资助２１项,资
助率６．８２％;资助经费７３５０万元(表１).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接

收３５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１项,增幅为２．９４％.
经评审,资助５项,资助率１４．２９％;资助经费５２５０
万元(表１).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申请接收１５项(两年期项目９项,延续项

目６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减少１３项.共有３项不

予受理.经评审,资助两年期项目３项,延续项目２
项,资助率均为３３．３３％;资助经费４１４万元(表１).

２．３　工具系列

工具系列主要包括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分为部门推荐和自

由申请两类.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申请接收１１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减少１
项.共有３项不予受理,原因均为:“未按申请书撰

写提纲提供购置(试制)大型设备申请书”.经专家

咨询委员会审议,未有项目得票数超过２/３,不予推

荐(表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接

收６０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加９项,增幅为１７．６５％.
经评 审,资 助 ８ 项,资 助 率 １３．３３％;资 助 经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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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１１３ 万 元,平 均 资 助 强 度 ６７７．６４ 万 元/项

(表１).

２．４　融合系列

融合系列主要包括联合基金项目、重大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鉴于应急管理

项目的特殊性,所属系列未予明确,本文暂将其归入

融合系列进行分析.

２０１８年度学部共有８类联合基金项目,分别

是:(１)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２)促进海峡两岸科

技 合 作 联 合 基 金、(３)NSFCＧ山 东 联 合 基 金、

(４)NSFCＧ地震科学联合基金、(５)NSFCＧ云南联

合 基 金、(６)NSFCＧ浙 江 两 化 融 合 联 合 基 金、
(７)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８)NSFCＧ贵州

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基金项目共接收申请

３２９项.共有１５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申请代

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

信息不一致,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

简历.经评审,资助５８项,资助率１７．６３％;资助经

费１３６６７ 万 元,平 均 资 助 强 度 ２３５．６４ 万 元/项

(表１,２).

表２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经费(万元) 平均经费(万元)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培育项目) ４２ ７ 　３９２ 　５６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２５ ５ １２９０ ２５８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本地人才) ７ ２ １８０ ９０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２２ ４ ９１２ ２２８

NSFCＧ山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５４ １３ ３６４０ ２８０

NSFCＧ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５６ ９ ２０６１ ２２９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２８ ３ ６５４ ２１８

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１８ ４ ８００ ２００

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培育项目、重点支持) ５３ ７ ４２０ ６０

２１ ３ ７９８ ２６６

NSFCＧ贵州卡斯特科学研究中心(中心项目) １ １ ２５２０ ２５２０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培育项目)∗ ２

总计 ３２９ ５８ １３６６７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未受理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２０１８年收到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３３项.根

据专家函评意见,经地球科学部部务会讨论,遴选

出８项建议送专家咨询委员会差额遴选出６项,公
布申请指南:“海洋荒漠生物泵固碳机理及增汇潜

力”、“东南亚环形俯冲系统超级汇聚的地球动力

学过程”、“长江经济带水循环变化与中下游典型

城市群绿色发展互馈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大
陆地壳演化与早期板块构造”、“寒武纪大爆发时

期生态系统演化”、“粤港澳大湾区陆海相互作用

关键过程及生态安全调控机理”.指南发布后,共
收到７个项目申请,经评审资助６项,资助经费

１１８２６．６７万元.
地球科学部正在组织实施的４个重大研究计划

包括:“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

效应”,“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

础研究”,“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西太平洋地球系

统多圈层相互作用”.

２０１８年新批准“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

作用”重大研究计划拟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是西太

平洋跨圈层动力过程与物质能量循环,旨在完善板

块构造理论,致力于揭示西太平洋多尺度海洋及板

块俯冲的动力过程,认识其中的物质能量交换机理,
阐明地表圈层与地球深部圈层的关联机制,理解流

体在跨圈层动力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将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从地表圈层拓展到地球深部,引领跨尺度、跨
圈层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科学

的理论框架.该计划的实施将对地球系统科学基础

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有望占领地球科学研究领域

制高点,并将为我国相关海域海洋安全、资源开发提

供重要支撑保障,有力助推“海洋强国”建设.
“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８年

批准１７项,经费４５００万,其中培育４项,重点支持

１３项.“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

候效应”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１８ 年批准 １２ 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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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０万,其中培育３项,重点支持６项,集成６项.
“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８年批准战略研究项目１项,集成

项目１项,经费９６３万.“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

相互作用”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８年批准２４项,经费

４５００万,其中战略研究１项,培育８项,重点支持

１５项.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的“大陆演化与季风系统演

变”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得资助立项.该项目拟选

择最近一次超级大陆Pangea(又称作盘古大陆)的
裂解、新块体的再汇聚及其过程中的地球季风系统

演变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地球固体圈层的作用,
整合固体圈层与流体圈层的动力过程,探究地球深

部过程控制的大陆裂解—汇聚过程及其如何驱动地

球的季风系统演变,回答地球的宜居性如何建立、地
球季风系统如何逐步分异为今天的状态、大陆演化

及相关过程如何控制季风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地
质尺度—人类社会尺度)上的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使我国在国际上引领

大陆演化与地球季风系统演变研究领域,并取得突

破性进展,同时为理解未来环境如何演化提供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支撑,为气候变化预测、战略资源

远景勘察、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需求服务.

２０１８年地球科学部对应急管理类项目的资助

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为加强地球科学学科

发展战略研究,促进本领域国际(地区)合作交流和

科技人才培养发布了两期的应急管理项目申请指

南,共收到科技活动类申请５２项,批准３４项,经费

３４０万.战略规划类应急管理项目收到预申请数

１１８项,经专家函评后送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决定

可以正式提交申请的项目.提交正式申请的３２项

战略规划类应急管理项目经会议评审,资助２９项,
经费９３５万(表１).２０１８年继续支持海洋科学考察

共享航次项目.本项目的定位是合理、有效地调配

考察船资源,保证科学基金项目的出海考察及我国

海洋科学从近海走向深海大洋战略的实施,探索海

洋科学考察船开放与共享的资助模式,推动我国科

学考察船与资料开放共享.２０１８年接收海洋科学

考察共享航次项目申请３０项,经航次项目专家委员

会会议评审,１０项通过答辩并予以资助,经费５０００
万元(表１).

３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３．１　做好基于“科学问题四种属性”的分类评审

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基于科学问题的四种

属性,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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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

学部将根据全委统一部署,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推

动构建与这四种属性相适应的项目分类评审机制.
在本年度多次相关专题研讨的基础上,地球科学部

已决定将重点项目和大气科学领域面上项目分别作

为学部层面和学科层面的分类评审试点项目.
做好分类评审,首先要确保“鼓励探索、突出原

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两类项目经费在学部切

块经费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加大对探索性基础科学

研究项目的资助强度,支持原创性科研项目的申请.
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主要任务,也是参与研讨

分类评审的科学家的共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格局以学科为基本单元,这两类项目支撑了各学科

主体知识体系的创新.知识流在学科间的迁移、传
递、碰撞、交汇、化合,促成了宏观上的学科交叉与融

合,不仅知识本身得以更新,也为新兴学科的诞生提

供了必要的基础,进而丰富已有学科谱系.同时,科
技创新往往以此两类基础研究所供给的知识为沃

土,实现技术突破和市场应用,进而培育出服务于国

家重大需求和社会发展的“硕果”.鉴于基础研究的

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对此两类项目稳定和

长期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做好分类评审,要加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两类项目的顶层设计,将国家

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有机结合.应发挥“项目群”协
同作战的优势,这是实现资助目标的常用策略.学

部将进一步发挥专家“智库”作用,激发工作人员的

潜能,合理布局项目群,既要基于战略的高度布局不

同项目,从多个角度攻击“卡脖子”的基础研究难点,
也要在知识链/网的不同关键节点布局不同项目,以
各个击破,从而实现知识链/网的融通.在此过程

中,可发挥联合基金对接地方和行业的优势,布局

“项目群”,破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科学问题瓶颈,使科学基金真正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驱动器.另一方面,可充分

利用“重大项目”以及“重大研究计划”的优势,使跨

学科、跨学部的交叉研究项目及时获得精准资助,以
共性科学问题为导向,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使
科学基金成为人类知识的倍增器.

为使分类评审及其后续工作落地、做实,学部鼓

励工作人员到科学家群体中开展广泛调研,宣讲新

的改革政策,力求提供精准的政策解读服务.评审

结束后,学部将统筹各学科做好总结分析工作,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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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对各类型项目的定位和评审指标的反馈意见

和建议.此外,还要积极探索与分类评审相适应的

中后期项目管理模式及成果评价体系.在实际工作

中不断深化改革和完善基金评审规则.

３．２　围绕“三深一系统”的资助战略布局

为加强地球科学资助战略的顶层设计,学部组

织战略科学家专题研讨了地球科学未来发展趋势及

前沿领域,并将研讨成果总结为 “三深一系统”.所

谓“三深”是指:“深地”、“深海”、“深空”,“一系统”为
“地球系统科学”.

地球深部是地球系统运行的引擎.前瞻性地布

局与深地相关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是保障深

地探测等重大专项获得科学原创和国家重大需求原

动力(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为解决地球科学重大前

沿基础科学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资源

保障,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地球科学发展趋势,宜优

先布局“早期地球与类地行星演化”、“地球深部结构

与过程”、“地球内部层圈相互作用与物质循环”等前

沿领域.
深海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是国

家安全的屏障、战略资源的宝库.深海在地球系统

的能量、物质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认识地球深

部过程、建立动力地球系统理论的窗口.目前急需

构建多圈层耦合数据同化理论,从而建立深海多圈

层相互作用理论,宜优先布局“深海多尺度能量物质

循环与综合环境变异”、“深海极端环境下生命过程、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深海流固相互作用与海

盆构造演化”等前沿领域.
地球系统观测,特别是深空观测涉及的重大

科学问题是多学科交叉的重大前沿领域,关系到

整个观测系统能否产出重大科学成果、提升国际

地位、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增强地球系统观测

的效能,优 化 地 球 系 统 观 测 能 力 建 设 的 战 略 布

局,宜优先布局“陆海重磁场统一观测理论”、“日
地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及其对空间探测的影响”
等前沿领域.

地球科学１９世纪的最大进展在于进化论,２０
世纪在于板块构造理论,２１世纪的突破点就在地

球系统科学.地球上发生的过程,无论是短时间尺

度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形成、环境污染,还是较

长尺度的生态环境演变,乃至更长尺度的地质构造

演化、矿产资源形成,都具有内在的动态关联.从

地球深部到地表直至生命过程的动力学关联是整

个地球系统动力学的“筋骨”,也是地球圈层动力

过程整合、解决气候环境和诸多资源问题的首选突

破口.
“三深一系统”的提出,旨在推动地球科学面向

基础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多学科

交叉,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构建地球科学技术平台和

手段,深入认识地球系统演化的过程与机理,提高地

球系统变化的预测能力,促进高水平人才/团队的培

育和成长,为地球科学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三深一

系统”是对地球科学基础研究前沿动态的宏观高度

概括.以此为框架,地球科学部将对其内涵和外延

在进一步梳理的基础上,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广泛开

展多层次战略调研,优化学科布局,部署优先资助

领域.

３．３　加强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工具的资助

地球科学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地球系统科

学的特征在于基础研究更多地由定性走向定量,由
分散走向集成,由模拟走向预测.在此过程中,新思

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涌现将导致地球科学

数据从获取、处理、集成、分析以及预测上的变革性

突破,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入认识地球系统运行过程,
甚至颠覆已有的传统认识.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支持原创性重

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为地球科学研究提供更新颖

的手段和工具,资助效益已初露端倪.例如,“多
波段多大气成分主被动综合探测系统”的成功研制

使我国具备了综合探测系统的集成能力和大气空

间环境的自主监测能力,为进一步开展青藏高原大

气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重要的观测

数据;“高能加速器 CT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

统”首次实现了大尺度试样、模拟深部地层温压环

境、观测岩石损伤破裂全过程的试验目标,既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可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材
料、机械等领域.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的资助范围只涵盖传感器等硬件设备的研

发,而对于地球系统模式为代表的软件研发仍有欠

缺.需要强调的是,地球系统模式是开展地球系统

科学所必备的核心利器.当前,我国虽已启动了

“地球系统模拟器”等科学研究工程,但我国自主

研发的分量模式甚少.长此下去,我国在该领域研

究人才结构将更多地向创新链条的中下游转移,如
模式集成与模块改造、参数调试、模式应用等,而
掌握模式研发核心技术的人才将会趋少,这将削减

我国在“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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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卡脖子”问题.
地球科学部将会从地球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

重视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工具的资助,继续推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传感器等硬件设备的研发,
争取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部门推荐)项目有所突

破,还将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兴领域与

其他相关部门共同推动以“地球系统模式”为代表的

软件资助方案.

４　小　结

２０１８年是科学基金承上启下的一年.在圆满

完成本年度各类项目资助计划的同时,学部将聚焦

地球科学前沿,激励科学家探索和创新精神,准确把

握国家发展战略对地球科学研究提出的重大科学需

求,不断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将中国地球科学基础研

究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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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４１５７２０２２、４１６７２０２４、４１６７２３５２、４１３７２３６２、４１４７２０２６)等资助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晓凌等在“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研究成果以“TheEarliestHumanOccupationoftheHighＧaltitudeTibetanPlateau４０Thousandto３０
ThousandYearsAgo”(古人类在距今４—３万年前进入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在

Science(«科学»)上发表.论文链接: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３６２/６４１８/１０４９.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高寒缺氧,资源稀缺,严苛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因

此,古人类最早何时扩散到高原腹地一直为学界关注和热议.由于青藏高原风化剥蚀严重,人类活动的证据

难以在地层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加大了相关研究难度.该工作研究了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海拔高达４６００米

的尼阿底遗址.运用１４C和光释光等定年手段,经大量测试和多个实验室数据对比分析,论文提出遗址的精

确年代为距今４—３万年,认为它是在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尼阿底遗址不仅保留了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也是已知的史前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最高

记录.从全球范围看,此前人类活动的最高遗迹发现于安第斯高原的Cuncaicha岩厦遗址,海拔４４８０米,年
代为约１．２万年前.尼阿底遗址研究成果增进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

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供稿:地球科学部　陈　曦　裴军令　任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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