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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２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的评审相关工作,对各类项

目受理、评审及资助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下一年度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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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受理的项目类型主要包括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项目”)、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外国学者研

究基金项目(含外国优秀青年、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重大

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专项项

目等.相比２０２１年,因受理项目类型的增多,交叉

科学部收到各类项目申请总数大幅提升,达到２１１５
项.２０２２年度交叉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的申请和资

助情况见表 １.根据 «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条 例»
«２０２２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相关项

目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不予受理的项目为３９项.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优青项目申请２７４
项,相比２０２１年的３５７项,申请数呈减少趋势.其

中女 性 申 请 数 为 ６３ 项,占 申 请 项 目 总 数 的

２２９９％.学部推荐上会答辩４０项,资助３０项,资
助经费总计６０００万元.优青项目资助率从２０２１年

的６７２％提升至１０９５％,优青项目资助率为全委

最高.其 中 女 性 获 资 助 ８ 项,占 资 助 总 项 数 的

２６６７％,与２０２１年的占比基本持平.

２．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杰青项目申请３１８

项,与２０２１年的３３６项申请数基本持平.其中女性

申请数为３７项,占申请项目总数的１１．６３％.学部

推荐上会答辩 ３８ 项,资助 ２８ 项,资助经费总计

１１２００万元.杰青项目资助率从２０２１年的４１７％
提升至８．８１％,达到了全委杰青项目的平均资助

率.其 中 女 性 获 资 助 ３ 项,占 资 助 总 项 数 的

１０７１％,相较２０２１年,有大幅提升.

２．３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申请３８项,学部推荐上会答辩７项,资助５项,资助

率１３．１６％,资助率与２０２１年保持持平.资助直接

费用总计５０００万元.

２．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请１５项,学部推荐上会答辩４项,资助２项,资助

率１３．３３％,资助率与２０２１年相比有较大提高.资

助直接费用总计１２０００万元.

２．５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首次受理外国学者研究基

金项目,收到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外国

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申请各２３项和５０项,最终

获批１项和７项.

２．６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８项,均未获资助.

２．７　重大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发布９个重大项目指南,共
收到２５份项目申请,资助７项,经预算评审,资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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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２年度交叉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受理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７４ 　２７２ ３０ １０．９５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１８ ３１６ ２８ ８．８１ １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８ ３８ ５ １３．１６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１５ １３ ２ １３．３３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３ ２１ １ ４．３５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５０ ４５ ７ １４．００ １４６０．００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８ ８ ０ ０．００ — —

重大项目 ２５ ２５ ７ ２８．００ １０３９７．２３ １４８５．３２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３９０ ３７２ ５９ １５．１３ ７７３６．００ —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７７ ７３ ８ １０．３９ １７５４．５０ —

专项项目 ８９７ ８９３ ３７ ４．１２ ７５７６．５２ —

合计 ２１１５ ２０７６ １８４ ８．７０ ６３２０４．２５ —

费总计１０３９７．２３万元.
２．８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首次受理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申请,共发布２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可解

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培育、重点支持、战略研究项目申请各２２５份、

４０份和１份,分别资助２５项、６项和１项;“多物理

场高效飞行科学基础与调控机理”重大研究计划,收
到培育、重点支持、战略研究项目申请各９９份、２４
份和１份,分别资助２０项、６项和１项.
２．９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首次受理组织间合作研究项

目,共收到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申请７７项,获批８项.

２．１０　专项项目

２．１０．１　 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发布５个科学部综合研

究项目申请指南,共收到申请２９５项,资助１３项,资
助直接费用总计７３３８万元.
２．１０．２　 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共受理１个批次的科学部

综合科技活动项目申请,共收到申请６０２项,资助

２４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２３８．５２万元.

３　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实践情况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贯彻执行学部成立时制定

的相关政策[１],在保证改革措施的相对稳定性、可持

续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完善符合交叉科学特征

的资助管理机制.
３．１　创新申请方式,鼓励交叉合作

为调动不同研究领域科学家合作的积极性,促

进深度交叉合作研究,交叉科学部在基础科学中心

项目和重大项目申请中率先试点共同申请(COＧPI)
制,取消了项目原本只能允许一位项目负责人申请

的限制,改为可由两位科学家共同作为项目负责人

申请.COＧPI申请试点两年,成效显著.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中COＧPI申请项目占比由去年的约１７％
提升至今年的２０％.重大项目中今年以 COＧPI申

请的有１１项,占申请总量的４４％.经通讯评议和

会议评审,４项COＧPI申请项目获得立项,占立项总

数的５７％.COＧPI申请项目占比提升反映出共同

申请、同等责任对鼓励和推动重大交叉科学研究领

域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基于不同领域科学家

之间实质性交叉合作的项目申请,也更容易得到评

审专家的认可.

３．２　优化评审机制,提升立项质量

为遴选具有明显交叉特征的项目,交叉科学部

设计了适用于交叉科学研究类项目的专用申请书和

评审表[２].在会议评审环节,发展了“研讨式”而非

“陈述式”的答辩模式,大幅延长提问讨论时间.专

家通过与申请人进行提问与交流,充分保证准确、
全面了解申请人及其研究项目.为更加客观、科学、
公正评价交叉科学研究项目,交叉科学部提出了兼

顾知识维度层次和知识逻辑结构的会议评价机制,
评审专家组的遴选充分考虑与项目相关的知识结

构和学科体系,由单一学科领域优秀学者和具有跨

学科领域研究经历、学术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共同组

成,同时采用专业问题与共性问题相结合的提问方

式,仔细甄别申请人的真实学术水平.这些评审机

制的创新,有力推动了交叉科学研究项目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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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３．３　坚持四个面向,加强顶层设计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坚持四个面向,通过举办双

清论坛,聚焦“集成芯片前沿技术”“免疫力数字解

码”“表面科学的交叉探索”和“交叉研究视角下的数

据科学”,系统梳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面临

的挑战,凝练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强

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科

学领域长远发展,推动研究范式变革.

４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２０２２年交叉科学部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和

分管委领导的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科学基金资

助导向,在围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良好交叉科

研生态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基金深化改革试点和实

践,并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２３年交叉科学部将紧扣

“四个面向”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基金“十四五”发展

规划,继续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关于深化科学

基金改革、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的决策部署,将重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１)注重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在信息、

材料、能源、生命等研究领域的关键作用,强化基础

科学知识在各领域的应用,为前沿技术的发展与突

破提供交叉科学研究的强烈支撑.

(２)注重科学仪器、科学软件等作为交叉科学

研究工具的关键核心作用,鼓励“十年磨一剑”和“啃
硬骨头”的冷门研究,从源头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

(３)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关键技术以及前瞻性

领域中的瓶颈问题,发挥交叉科学的独特作用,搭建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桥梁,以重大研究计划

作为平台,组织科学家精准凝练问题,围绕有限目

标,进行协同攻关.
(４)鼓励青年科学家积极从事交叉科学研究,

推动交叉科学人才队伍建设,为国家培养一批优秀

的交叉科学领军人才.
在未来的工作中,交叉科学部将持续探索建立

符合交叉研究特征的资助管理模式,打造基金改革

“试验田”,营造交叉科学文化,发挥交叉科学在源头

创新中的独特作用,推动科学基金事业创新发展,为
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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