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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在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

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１５５３３项,比２０１６年度同比

增长９．３１％.因超项违规等原因不予受理项目申

请２５６项,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１．６５％.初评阶段接

收并受理“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４３项,经审查,
因复审申请手续不全原因不予复审１４项,维持原处

理决定２８项,原判有误１项.
化学科学部在评审资助工作中始终坚持鼓励原

始创新思想,关注学科发展瓶颈,推动交叉领域研

究,重视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实质性国际合作,坚守

科研诚信底线.２０１８年８月经委务会集中审批,化
学科学部资助项目３６１８项,资助金额２０２２８１．３４
万元(直接经费,下同).

１　各类项目的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１．１　面上项目

近年来,面上项目的申请量及资助经费占学部

项目申请总量及资助总经费的比例稳定在５０％左

右.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６５７７项,比

２０１６年的６０６５项增加５１２项,增幅为８．４４％.面

上项目资助１６７１项,资助经费１０７６３０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６４．４１万元/项,资助率２５．４１％.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评审与资助的几

点特征如下:
(１)每份申请项目均选送３位同行专家进行通

讯评审,回收率为１００％.
(２)四年期面上项目资助强度为２９—７５万元/

项;本年度未资助小额面上项目,三年期面上项目１
项,资助强度为６０万元,申请人为在站博士后.

(３)面上项目申请单位共计６５７个,获资助单

位２７３个,占申请单位总数的４１．５５％.其中获资

助１项的单位有１０２个;获资助２—５项的单位有９１
个;获资助６项以上(含６项)的单位有８０个,包括

６６所高等院校和１４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共获资

助项 目 １２９６ 项,占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总 项 目 数 的

７７５６％,获资助经费合计８３５９０万元,占面上项目

资助总经费的７７．６６％.
(４)化学科学部在综合通讯评议结果的基础上

统计分析了面上项目申请书的质量,并与青年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评议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见

表１.

表１　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７年面上、青年、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质量统计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通讯评

议全优

均为优

先资助

项目数 ４９１ ３９０ ３５１ ３０２ ３７ ３６
百分比 ７．４７％ ５．９３％ ５．７０％ ４．９０％ ３．０５％ ２．９７％

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６１６１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５６５５项增加５０６项,增幅为

８．９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１５４１项,资助经费

３７４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４．２７万元/项,资助率

２５．０１％.三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

１７—３０万元/项,两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

度为２０—２５万元/项,一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强度为１２—１５万元/项,一年期和两年期项目申

请人均为在站博士后.

１．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２１２项,资助２４４项,资助经费９３３０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３８．２４万元/项,资助率２０．１３％.四年期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３１—４２万元/项,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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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资助小额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　重点项目

(１)２０１７年项目指南公布了化学科学部重点项

目领域６７个(包括２个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
接收项目申请共计２３９项,平均每个领域有３．５７项

申请.
(２)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重点项目每份申请项目

均选送５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在通讯评审的

基础上,学部办公会严格审核项目的质量,本着宁缺

勿滥的原则,推荐优秀的项目参加会评答辩,部分领

域因申请项目质量不高、创新性不强而不再立项.
参加学科评审组会评的重点项目均到会答辩.２０１７
年化学科学部资助重点项目６２项,资助经费１８６０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２５．９４％.

(３)获资助的重点项目学术带头人层次高,承
担单位研究基础好.６２位获资助的重点项目负责

人中,４５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含３位中国科学院院士);４７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

位为高等院校,其余１５位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中

国科学院研究所.
经专家组讨论确定,化学科学部建议在２０１８年

重点项目指南中公布重点项目领域７３个,拟资助重

点项目７３—７８项,鼓励竞争.

１．５　重大项目

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７年先后发布了８个化学领域

的重大项目申请指南,根据财政部对项目经费使用

规定的要求,经过学术评审和预算评审,最终资助７
个,分别为“二维碳石墨炔可控制备与性质”、“面向

精细化学品高效合成的均相催化氧化还原过程”、
“高分子非线性流变行为的分子机理与性能调控”、
“局域场下的高分辨分子成像及化学精准测量”、“聚
集体激发态可调控的新颖杂稠环功能分子体系的精

准构建”、“乏燃料后处理复杂体系中的锕系元素化

学研究”和“帕金森综合症的神经分析化学基础研

究”,资助总经费为１１７９７．９５万元.

１．６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化学科学部今年共有６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在

执行期间.“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和“功能

导向晶态材料的结构设计和可控制备”两个重大研

究计划处在集成阶段,“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

制及调控”重大研究计划已于１１月完成中期评估,
其余３个重大研究计划在２０１７年均发布了年度项

目申请指南.
“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重大研究计划

共接收申请１６７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２项,
推荐答辩４项,资助３项,资助经费１０００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约３３３．３３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培育

项目申请１５５项,资助１６项,资助经费１２０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约７５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３年.

联合重大研究计划“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
健康影响与应对机制”的第二部分“大气细颗粒物的

毒理与健康效应”由化学科学部负责受理,该研究计

划共接收申请１６６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８
项,推荐答辩９项,资助６项,资助经费１８０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约３００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培
育项目申请１３８项,资助１５项,资助经费１２０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８０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３年.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新实施“生物大分子动态修

饰与化学干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共收到申请２９２
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２４项,推荐答辩１１项,资助７
项,资助经费２１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３００万元/
项,资助期限为４年;培育项目申请２６８项,资助４３
项,资助经费３２５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７５．５８万

元/项,资助期限为３年.

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３９３人,女性申请者４９人,占申请人总数的

１２．４７％.推荐答辩４５人,答辩人中有２位女性,占
到会答辩人数的４．４４％.３５人得票过半数,３０人

获资助,资助经费１０５００万元,其中女性１人,占资

助人数的３．３３％.

１．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６９５ 人,女性申请者 １５２ 人,占申请人总数的

２１８７％.推荐答辩８４人,答辩人中有２０位女性,
占到会答辩人数的２３．８１％.资助５７人,资助经费

７４１０万元,其中女性１５人,占资助人数的２６．３２％.

１．９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２９
项,经通讯评审,推荐７个群体参加答辩,其中６个

群体得票过半数,资助５个群体,资助强度为１０５０
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６年.获资助群体分别是以厦

门大学谢素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功能团簇材料”
创新研究群体、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唐智勇研究员为

学术带头人的“纳米材料多级次构建中的物理化学

基础”创新研究群体、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逯乐慧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功能化界面设计

及分析化学应用基础研究”创新研究群体、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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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涛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

“生物质催化转化利用”创新研究群体和武汉大学周

翔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核酸识别和调控的化学生

物学研究”创新研究群体.

１．１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申请３８项,推荐答辩１１项.通过评审,资助７
项,资助经费１６９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２４１．４３万

元/项,资助期限为５年,合作方包括美国、德国、法
国和英国.

１．１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两年期项目申请３１项,资助１０项,资助强

度均为１８万元/项;四年期延续资助项目申请８项,
推荐３项到会答辩,资助２项,资助强度均为１８０
万元.

１．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１)NSFCＧ青海省“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

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青海省人民

政府共同设立的 NSFCＧ青海省“柴达木盐湖化工科

学研究联合基金”,２０１７年度进入集成阶段,共接收

８项申请.经评审,资助３项,资助经费１６８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约５６０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

(２)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 NSＧ
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化学科学部负责受理

“煤化工领域”的申请,２０１７年共接收５５项申请,其
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４项,推荐答辩２项,资助１
项,资助经费２８４万元,资助期限为４年;培育项目

申请５１项,推荐上会讨论１０项,资助７项,资助经

费４５５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６５万元/项,资助期限

为３年.
(３)NSFCＧ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共同设

立的 NSFCＧ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化学科学

部负责受理“化学领域”的申请,２０１７年共接收７项

申请,其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３项,推荐答辩２项,
资助１项,资助经费２５１万元,资助期限为４年;培
育项目申请４项,推荐上会讨论３项,资助２项,资
助经费１３６万元,资助强度均为约６８万元/项,资助

期限为３年.

１．１３　专项基金

(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由科学部负

责受理和组织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在此基础上按计

划指标推荐部分项目到全委统一组织的评审会议上

进行答辩.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７６项,占全委申请

比例的１２．８６％.通过竞争,有１８项获得资助,资
助经费１２７３６．５４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７０７．５９万元/
项,资助率２３．６８％.

(２)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委推荐).

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部委推荐)申请３项,经同行专家通讯评审,推
荐３个项目到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上答辩,经讨论、
评审、投票通过后,２个项目推荐到基金委组织的评

审会参加答辩,经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专家

委员会评审均未获资助.
(３)应急管理项目.２０１７年化学科学部发布

“基因组DNA大分子设计原则与化学再造”应急管

理项目指南,拟在５个方向上重点支持.共接收３２
项申请,推荐答辩９项,资助５项,资助经费１６２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３２４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３年.

１．１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２０１６年开始试点

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经过公开征集立项建议、学
部研讨、学部主任办公会推荐、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竞争答辩遴选,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７年推荐华南理工大

学唐本忠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动态化学前沿研究”
项目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评审委员会会议上答辩,
并获得了２/３以上的赞成票.通过现场考察,正式

获得资助,资助经费１８０００万元,资助期限为５年.

２　未来评审与资助工作的思考

(１)精准定位项目资助格局,激励原始创新,孕
育颠覆性技术.中国化学的发展正经历从量的扩张

到质的提升的关键转型期.新时期,化学科学部将

通过进一步精准定位项目资助格局的方式,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激励原始创新,孕育颠覆性技术,实现

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具体

思路为:以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抢占学术制高点,引领

世界研究,形成学科的“珠穆朗玛峰”;以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群集成攻关,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突破研究

瓶颈,提升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以重点项目巩固优

势地位,系统深入推动学科主要领域发展,形成学科

的“青藏高原”;以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激励交叉融合,
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新兴领域发展;以前沿导向重点

项目前瞻布局,激励原始创新,孕育学科新方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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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以联合基金促进贯通式研究,服务国民经济建

设主战场.
(２)鼓励交叉融合,关注“冷门”领域,催生新的

学科增长点.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学研究最具影响

力的国家之一,但总体而言,仍存在“主流”的跟踪性

研究较多、“非主流”的引领性研究偏少的问题.“非
主流”和“主流”研究工作具有相互转化的关系.理

论和技术的突破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对传统化学

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有利于促进新化学方向的

诞生和发展.化学工作者应具有好奇心、想象力与

品判性思维,有勇气跨越边界、打破成规,探索冷门

领域,甘于坐“冷板凳”,推动科学非线性发展,进而

将今天的“非主流”研究发展为明天的“主流”.化学

科学部将进一步加强以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交
叉性为原则的前沿导向项目立项遴选,强调重点项

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立项和评审中的学科

交叉.
(３)构建全新学科布局,推动化学转型发展.

科技管理应不断创新,通过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科技发展总体布局.基金

委成立三十年来,化学科学部建立较为完善的以传

统学科分类为基础的代码申请体系,包括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科学、环境化

学、化学工程等主要学科.期间代码虽曾多次增删、

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
现有的学科设置不再适应科学发展的态势,特别是

不利于交叉和前沿领域的发展.化学科学部在对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多国科学基金组织及资

助机构化学学科设置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化学科学国际发

展态势、化学科学部申请与资助情况以及目前学科

代码体系的特点与问题等,提出了全新的学科代码

体系构建方案.２０１８年起化学科学部将进行全面

的学科重新调整,以化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分类

资助和管理,更好适应国际化学发展的趋势和促进

中国化学研究的转型发展.新的项目资助方向为:

１)合成化学;２)催化与表界面化学;３)化学理论与

机制;４)化学测量学;５)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

６)环境化学;７)化学生物学;８)化学工程与工业化

学.其中合成化学整合了原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
分子科学中的物质创造与转化内容,是整个化学的

核心.而化学生物学、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则是作

为交叉学科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进行管理.学部

鼓励申请人突破传统学科范式的束缚,另辟蹊径,打
破成规,从而释放更强的创新能力,给研究带来新的

生长点.同时,评审标准也须适应这些变化,从而推

动化学的创新研究,服务于转型中的中国化学目标

导向与问题驱动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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