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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度地质学科共受理各类项目 ３ ４８９ 项ꎮ
其中面上项目 １ ４５４ 项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３７７
项ꎬ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６ 项ꎬ重点项目(以地质学

为申报学科ꎬ下同)１２８ 项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６５ 项ꎬ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８ 项ꎮ

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受理情况

地质学科共受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计 ２ ９４７ 项ꎬ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７４４项总体增加 ２０３ 项ꎬ即 ７.４％ꎬ这也是申请总项

数持续第 ３ 年增加ꎬ但与前 ２ 年相比ꎬ增速已放缓ꎮ
面上项目总申请金额约为 １２.３ 亿元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

的１１.１亿元略有增加ꎻ平均申请强度为 ８４.３ 万元ꎬ与
２０１６ 年度基本持平ꎻ单项申请最高金额 １５０.２ 万元ꎬ
最低金额 ２０.２ 万元[１ꎬ２]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申请

金额约为 ３.５ 亿元ꎬ平均申请强度为 ２５.２ 万元ꎬ单项

申请最高 ３７.５ 万元ꎬ最低 ８.１ 万元ꎮ 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总金额约为 ５ ３４６.４ 万元ꎬ平均申请强度

４６.１ 万元ꎬ单项申请最高 ７９.９ 万元ꎬ最低 ２５.０ 万元ꎮ
近年来地质学科项目申请数量总体变化情况

为:作为人才项目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均呈现较为稳定的持续增长趋势ꎬ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来增长趋势呈略缓态势ꎻ面上项目申

请数则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连续减少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呈现迅速增长ꎬ并迅速超过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申请数量ꎮ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申请(１ ４５４ 项)已明显

超过下跌前 ２０１２ 年的峰期水平(１ ３０９ 项)ꎬ增长还

有加速的趋势ꎮ 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增加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是前一次退休高峰过后ꎬ人才队伍中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出生的年龄高峰申请人距离退休时

间还远未到ꎬ而地质学的青年人才培养在前 １０ 年经

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ꎬ开设地学专业的高校也在增

加ꎬ因此ꎬ近几年退休人员远少于新增加的人员ꎬ导
致面上项目申请人数的持续增加ꎻ另外ꎬ近年来国家

科研资助体系的整合调整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基

础研究资助工作中地位的提高ꎬ使更多的从事基础

研究科研人员申请项目时从原来的行业专项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转移ꎮ 这些增长因素已经完全抵消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２０１３ 年出台的限制面

上项目申请政策(连续 ２ 年申请未批准的申请人需

要暂停一年申请ꎻ上年度获得资助的申请人不得在

次年度提交申请)的影响ꎮ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近 ５ 年申请项目数在各分支学科的分布情况如

表 １ 所示ꎮ ２０１７ 年按申请项目数排序的主要分支

学科与 ２０１６ 年基本类似ꎬ依次为:工程地质学 ５６７
项ꎬ水文地质和地热地质学 ３３７ 项ꎬ石油天然气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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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３０２ 项ꎬ矿床学 ２９４ 项ꎬ构造地质学 １８４ 项ꎬ沉积

学 １７２ 项ꎬ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学 １６８ 项ꎬ古生物与

古生态学 １６７ 项ꎬ第四纪地质学 １２５ 项ꎬ岩石学 １２２
项ꎬ矿物学 ９２ 项ꎬ煤地质学 ９４ 项ꎬ数学地质和遥感

地质学 ８０ 项ꎮ 与 ２０１６ 年度的申请相比ꎬ工程地质

学、水文地质和地热地质学分别增加了 ８０ 项和 ５１
项ꎬ保持了持续增加的趋势ꎬ同时也是历年最高数

量ꎻ矿床学、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和沉积学也有较大幅

度的增加ꎻ其他一些基础地质学科ꎬ如地层学、矿物

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等ꎬ在原有基础上

略有增减ꎬ大致维持相应体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第四

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学均略有减少ꎮ 勘

探技术与地质钻探、生物地质学和火山学ꎬ仍维持在

数量较少的水平上ꎮ

表 １　 地质学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度各分支学科

项目受理申请情况(单位:项)

分支学科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古生物与古生态学 １４７ １３３ １３１ １５５ １６７
地层学 ２４ ２０ ２３ ２１ ２５
矿物学 ８４ ８８ ８７ １００ ９２
岩石学 ９６ ９２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２２
矿床学 １８０ １５８ ２１２ ２８６ ２９４
沉积学 １３０ １２１ １３７ １４５ １７２
石油天然气地质学 ２１８ ２２７ ２８８ ２７７ ３０２
煤地质学 ６２ ５９ ８１ ９１ ９４
第四纪地质 １３１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４６ １２５
前寒武纪地质 ２７ ２９ ３６ ３９ ４３
构造地质学 １３０ １４８ １４６ １５９ １８４
大地构造 ２７ ３２ ５２ ５９ ７８
水文地质和地热地质 ２３０ ２３５ ２８４ ２８６ ３３７
工程地质 ３９７ ３６７ ４６０ ４８７ ５６７
数学地质和遥感地质 ５２ ５２ ６８ ７０ ８０
火山学 １１ １０ １１ ７ １３
生物地质学 ２１ ２３ ３６ ４３ ３６
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 １７５ １７１ １８４ １８１ １６８
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 － － ４５ ５７ ４８
合计 ２ １４２ ２ ０８１ ２ ５２８ ２ ７４４ ２ ９４７

注: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Ｄ０２１９)为新增分支学科ꎬ自 ２０１５ 年起受理

地质学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中ꎬ学科内部交叉项目(填报

第二申请代码为地质学其他代码)共 ６９１ 项ꎬ占总

申请数 ２３.４％ꎮ 跨学科交叉项目(填报非地质学下

属第二申请代码)共 ７１１ 项ꎬ占申请总数的 ２４.１％ꎬ
较前 ６ 年的比例持续降低(依次为３２.２％ꎬ２９.０％ꎬ
２７.７％ꎬ２６.０％ꎬ２５.７％和 ２４.８％)ꎮ 其中主要为与地

球学部内部其他学科交叉(４６３ 项)ꎬ主要包括地理

学科(７９ 项)、地球化学学科(３１５ 项)、地球物理学

科(４３ 项)、大气学科(７ 项)和海洋学科(９ 项)ꎻ与
其他学部交叉的申请项目主要涉及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１９６ 项ꎬ主要为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环境地

质学及矿物学等申请项目)ꎬ生命科学部(２１ 项ꎬ主
要为古生物学与古生态学及生物地质学项目)ꎬ化
学科学部(７ 项ꎬ主要涉及地下水环境类项目)ꎬ信息

科学部(１０ 项ꎬ主要涉及遥感地质申请项目)和数理

科学部(１０ 项ꎬ主要涉及工程地质力学申请项目)ꎬ
此外与管理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也有少量交叉项

目ꎮ 学科交叉项目的申请数量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学科的创新活力和在相邻科学领域的影响力ꎮ 近年

来学科交叉项目持续减少ꎬ有可能指示地质学基础

研究在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活跃程度降低ꎬ需要在评

审工作中加以密切关注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面上项目申请数的比例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后备研究力量的状况ꎮ 据

统计ꎬ地质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面上项目申请

数量的比例在 ２０１３ 年之前一直明显落后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委”)平均水平ꎬ
２０１４ 年超过了全委平均水平ꎬ但仍落后于地球科学

部平均水平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全面超过了全委的平均

水平和地球科学部平均水平并持续至 ２０１６ 年ꎬ显
示地质学后备人才得到了有效的补充ꎮ 即使如

此ꎬ由于较早期青年人才的储备数量不足ꎬ导致

了目前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比例相对于全委水平明显偏少ꎮ
而 ２０１７ 年地质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比

例明显下降ꎬ并落后于全委和地学部的平均水

平ꎬ需要给予关注ꎮ
地质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 ２０１７ 年度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的分

布见表 ２ꎮ 各分支学科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面上

项目申请比例分布差别明显ꎬ分布于 ０.５７ ~ １.４９ꎬ平
均为 ０.９５ꎬ与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０.９９ 相比ꎬ有所降低ꎮ 比

例相对较高的分支学科为矿床学(１.４９)、大地构造

(１.２７)和水文地质和地热地质学(１.１１)ꎻ而明显偏

低的包括矿物学(０.６５)、生物地质学(０.５７)和沉积

学(０.７１)ꎮ 工程地质学申请体量在各分支学科中最

大ꎬ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比例偏低ꎬ虽然已较 ２０１６
年度有所回升ꎬ但很大程度上仍拉低了地质学科的

总体平均值ꎮ
２０１７ 年度ꎬ地质学科项目申报依托单位共 ３９２

个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３８４ 个)略有增加ꎮ 申报达到 １０
项及以上的单位有７１个ꎬ基本与２０１６年度持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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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地质学科 ２０１７ 年度各申请代码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分布(单位:项)

申请代码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与面上项目比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合计

古生物与古生态学 ８４ ７９ ０.９４ ４ １６３

地层学 １１ １３ １.１８ １ ２４

矿物学 ５４ ３５ ０.６５ ３ ８９

岩石学 ５７ ６１ １.０７ ４ １１８

矿床学 １０７ １５９ １.４９ ２８ ２６６

沉积学 ９９ ７０ ０.７１ ３ １６９

石油天然气地质学 １５３ １４３ ０.９３ ６ ２９６

煤地质学 ４２ ５０ １.１９ ２ ９２

第四纪地质 ６３ ５５ ０.８７ ７ １１８

前寒武纪地质 ２５ １７ ０.６８ １ ４２

构造地质学 ９９ ８２ ０.８３ ３ １８１

大地构造 ３３ ４２ １.２７ ３ ７５

水文地质和地热地质 １５５ １７２ １.１１ １０ ３２７

工程地质 ２８７ ２４６ ０.８６ ３４ ５３３

数学地质和遥感地质 ４４ ３３ ０.７５ ３ ７７

火山学 ６ ７ １.１７ １３

生物地质学 ２３ １３ ０.５７ ３６

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 ８７ ７７ ０.８９ ４ １６４

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 ２５ ２３ ０.９２ ４８

合计 １ ４５４ １ ３７７ ０.９５ １１６ ２ ９４７

从申请数量较多的单位分布情况看ꎬ原地质矿产部

下属的地质行业院校ꎬ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
都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大学和长

安大学是申请的主要单位ꎬ占据了申请数量的前 ５
位ꎬ合计 ５３４ 项ꎬ占申请总数的 １８.１％ꎬ与 ２０１６ 年度

相当ꎮ 原中国地质科学院下属的各研究所ꎬ包括地

质研究所、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矿产资源研究所、
岩溶地质研究所、地质力学研究所、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以及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等ꎬ申请数量也

居于前列ꎬ合计 ３７９ 项ꎬ占申请总数的 １２. ９％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１１.８％有所增加ꎮ 此外ꎬ中国地震局等

其他地质相关机构下属的行业地质研究院所的申请

数量也在持续上升ꎮ 而原煤、矿、油等地质行业部门

所属的高等院校ꎬ如中国矿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长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东华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等ꎬ也占了相当的份额ꎮ 中国科学院

下属各研究所ꎬ包括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ꎬ２０１７ 年

度申请数合计 ２７０ 项ꎬ占申请总数的 ９.１％ꎬ与 ２０１６
年度基本持平ꎮ

２　 其他类别项目受理情况

地质学科 ２０１７ 年度共受理 ６５ 项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ꎬ比 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２ 项ꎮ 申请人的出生

年分布在 １９７２—１９８３ 年ꎬ即 ３４ ~ ４５ 岁ꎮ 其中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出生的申请人最多ꎬ分别为 １３ 和 １４
人ꎬ共占总人数的 ４１.５％ꎮ １９８０ 年及之后出生的申

请人共有 ８ 人ꎬ仅占总人数的 １２.３％ꎮ 根据地质学

领域人才队伍的年龄分布状况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早

中期出生的科学家(年龄 ４５ 岁左右)在年龄统计分

布图上处于低谷ꎬ而人数较多的 ６０ 年代出生的科

学家已全部退出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行列ꎬ１９８０ 年后出生的青年地质学家主体上仍处于

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段ꎬ因此地质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数量可能还将在

近几年仍维持在较少的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度的 ６７ 位申请人中ꎬ年龄为 ４５ 岁(即

最后一年符合申请资格)的有 ８ 人ꎬ仅占申请人数

的１２.３％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２５.３％有大幅减少ꎻ４４ 岁

共 ７ 人ꎬ占申请人数的 １０.８％ꎻ两者合计占申请人数

的近 ２３.１％ꎬ较上年度的 ３８.７％明显回落ꎬ这也是连

续第二年“大龄”申请人总数回落ꎮ 相较于数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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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数的申请人为 ４５ 或 ４４ 岁ꎬ２０１７ 年度的申请人

主体年龄已明显年轻化ꎮ 这表明随着青年人才的成

长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的年龄结构

已逐步趋向合理化ꎮ
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

的专业分布总体较为均衡ꎬ除煤地质学和火山学外ꎬ
其他分支学科均有申请ꎮ 申请比较集中的领域为矿

物岩石矿床学(１７ 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璄地

质(１５ 人)、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９ 人)、构造地

质和大地构造(９ 人)及古生物地层学(７ 人)等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方面ꎬ地质学科共收到

申请书 １１８ 项ꎬ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１２ 项ꎮ 这是申请

数量持续第 ３ 年显著增加ꎬ显示大批新一代地质学

优秀青年人才已开始崭露头角ꎮ
２０１７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年龄

分布较为合理ꎬ分布在 ４０~３０ 岁ꎮ 年龄偏大的申请

人中ꎬ３８ 岁及以上共 ３０ 人ꎬ３７ 岁共 １９ 人ꎬ合计占申

请总数的 ４１.５％ꎬ与 ２０１６ 年相同ꎻ３５ 岁及以下 ５５
人ꎬ占 ４６. ６％ꎮ 女性申请人为 １６ 人ꎬ 仅占总数

１３.６％ꎬ与 ２０１７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女性

申请人比例(２９.２％)相比ꎬ显示地质学科青年女科

学家科研发展和成才相对更加困难ꎮ
２０１７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专业分

布较为均衡ꎬ除地层学和火山学外ꎬ其他分支学科均

有申请ꎮ 数量比较集中的领域分别是水文地质和工

程地质学(２６ 项)ꎬ矿物岩石矿床学(２５ 项)ꎬ构造地

质与大地构造(２２ 项)ꎬ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学

(１８ 项)ꎬ以及古生物地层学(１１ 项)等ꎮ
地质学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虽然连续 ２ 年

有明显增加ꎬ但由于过去申请基数少ꎬ造成资助率偏

低ꎮ ２０１７ 年度全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申请共 ４ ８６７
人ꎬ以全委资助 ４００ 项计ꎬ资助率约为 ８.２％ꎻ而地质

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为 １１８ꎬ按拟批项

数计算ꎬ资助率约为 ７.６％ꎮ 这导致竞争较为激烈ꎮ
在此情况下ꎬ促进青年人才成长ꎬ鼓励他们申请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ꎬ仍是地质学科各领域亟需努力的

方向ꎮ
２０１７ 年度共有 １２８ 项重点项目以地质学为申

报学科ꎬ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２０ 项ꎬ目前占全学部总数

(４８１ 项)的 ２６.６％ꎬ较 ２０１６ 年(２５.５％)略有增加ꎮ
在地球科学部受理重点项目申请的 １２ 个优先领域

中ꎬ地质学重点项目申请主要分布在“地球深部过

程与动力学”、 “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形 成 机

理” 、“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灾害的影响” 、“地球环

境演化与生命过程” 、 “ 地球关键带 过 程 与 功

能” 、“全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 及

“地球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技术和方法”等

领域ꎮ 通过函评阶段后ꎬ部分项目将参加各领域

组织的答辩评审会ꎮ

３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概况

２０１７ 年度ꎬ地质学科因申请书不符合要求而不

予受理的申请项目为 ７７ 项ꎮ 不予受理数占申请总

项数的 ２.４％ꎬ比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０％略有增加ꎮ 其中ꎬ
面上项目 ２９ 项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６ 项ꎬ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１ 项ꎬ重点项目 １ 项ꎮ
在初审的基础上ꎬ学科工作人员认真阅读了申

请书ꎬ根据地质学研究特点ꎬ同行评议专家应覆盖项

目申请的研究领域、研究地域以及主要研究方法等

方面的需要ꎬ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
２０１７ 年度全委内评审工作相关文件中关于送审的

要求和规定ꎬ特别是严格遵守了全委内各项回避原

则ꎬ回避了与申请者有密切关系的专家及申请人提

出要求回避的专家ꎻ为避免出现利益冲突ꎬ对于作为

负责人在本学科申请项目的专家ꎬ不邀请参加相应

申请类别的通讯评议工作ꎮ 在系统智能辅助下ꎬ为
每个项目确定了 ５ 位通讯评议专家ꎮ ２０１７ 年度地

质学科共有 ２ ２３５ 位专家参与了项目通讯评议ꎬ比
２０１６ 年(２ ０２７ 位)增加了 １０.３％ꎮ 共回收 １５ ７５９ 份

评议意见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１４ ６８８ 份增加了７.３％ꎮ
平均每位专家评议项目约 ７. １ 项ꎬ与 ２０１６ 年(７. ２
项)基本相同ꎮ

与最近 ５ 年的评审情况相比较ꎬ专家评审尺度

基本保持了稳定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略好ꎮ 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函评结果虽有所提高ꎬ但评价仍偏低ꎬ显示欠发

达地区科研单位申请质量仍有待提高ꎮ
从近 ５ 年统计的数据看ꎬ虽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为

每个项目指派 ３ 位专家评审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４ 位专家评

审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为 ５ 位专家评审ꎬ但同行专家对

申请书的把握尺度总体较为均衡ꎬ显示了同行专家

评审的稳定性ꎮ

４　 ２０１７ 年度项目资助情况

经过专家通讯评议结果和专家评审组讨论并投

票表决ꎬ２０１７ 年度地质学科 １ ４５４ 项面上项目申请

中ꎬ共 ３９２ 项获得资助ꎬ直接经费总计 ２. ７６ 亿元ꎮ
资助项目数虽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２５ 项ꎬ但由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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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增加ꎬ资助率略有下降ꎬ约为 ２７.０％ꎮ 平均资

助强度约 ７０.５０ 万元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度的 ７２.１７ 万元略

有下降ꎮ
１ ３７７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ꎬ共 ３９１ 项获

得资助ꎬ直接经费总计 ９ ４３１ 万元ꎬ项目数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１７ 项ꎬ资助率约为 ２８.４％ꎬ与 ２０１６ 年度基本

持平ꎮ 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２４.１２ 万元ꎬ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９.７８ 万元有明显增加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 ２３ 项ꎬ直接经费总计

８８１ 万元ꎬ平均资助强度为 ３８. ３８ 万元ꎬ资助率 １９.８％ꎮ

５　 结题报告及进展报告审查

除申请项目外ꎬ学科工作人员还对 １ ８４４ 项各

类在研项目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提交的 ２０１６ 年度进展报

告进行了审核ꎬ主要包括:面上项目 １ ０６１ 项ꎬ主要

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批准项目ꎻ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７０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批准项目ꎻ此外还

有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４ 项ꎬ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 项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 项等ꎮ 对部

分项目在报告撰写格式和内容、经费使用、项目进度

安排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退改和审核处理ꎬ对
提出变更依托单位、调整项目组成员和延长研究期

限的项目进行了认真审查和办理ꎮ 此外ꎬ对 ２０１３ 年

度批准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ꎬ以通

讯评议方式组织了中期评估ꎮ
地质学科还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受理了 ２０１６ 年底结

题的各类项目结题报告共 ７１６ 份ꎬ主要包括: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２９０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３ 年度批准项目ꎻ面
上项目 ３９２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２ 年批准项目ꎻ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１２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２ 年批准项目ꎮ 此外ꎬ还
完成了 ２０１６ 年度结题的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专家结题评议验收工作ꎮ
根据项目结题报告提供的数据ꎬ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

的各类基金项目共发表 ＳＣＩ 收录论文 ３ ０１８ 篇ꎬ平
均每个项目 ４.２ 篇ꎻ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３２８ 人ꎬ硕士

研究生 １ ０２３ 人ꎻ在国际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 ５３ 人

次ꎮ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３ 项ꎬ分别为:赵文金负

责的面上项目(编号:４１２７２０２９) “宁夏卫宁盆地晚

泥盆世脊椎动物与古动物地理研究”ꎬ项目组成员

赵文金、贾连涛及卢静分别作为第 ２、３、４ 完成人完

成的“硬骨鱼纲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项目获得了

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ꎻ韩健负责的面上

项目(编号:４１２７２０１９) “华南早寒武世水螅形化石

研究”ꎬ项目负责人作为第 ５ 完成人ꎬ参加“地球动

物树成型”项目获 ２０１６ 年度自然科学奖二等奖ꎻ赖
旭龙负责的面上项目(编号:４１２７２０４４) “华南早三

叠世缺硅事件研究”ꎬ项目负责人作为第 ２ 完成人ꎬ
获自然科学二等奖“显生宙最大生物灭绝及其后生

物复苏的过程与环境致因”ꎮ 此外ꎬ还有 ３ 项结题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ꎮ
２０１７ 年度还对地质学科资助项目所取得的突

出成果进行了宣传和报道ꎮ “许昌人头骨化石揭示

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ꎬ“我国科学家在历史时期北

大西洋多年代际气候变化的特征及成因研究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ꎬ“我国学者在东亚季风演化研究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８ 百万年前沉积地层记录的 １０
万年周期气候变化”ꎬ“我国学者在青藏高原东北缘

构造变形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柴达木新生代盆地

沉积演化对祁连山隆升的响应”等成果介绍被基金

委网站«资助成果»等栏目录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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