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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度,地球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评审

工作继续严格贯彻“杜绝各种利益输送,精准评审,
与时俱进,不忘初心”的工作方针,继续坚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一贯遵循的“依
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十六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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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管委主任的领导下,学部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

工作和地学界科学家的支持下,评审工作整体进展

顺利.

１　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评审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和中央巡视整改

工作任务.按照科学基金的定位,主动对接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的要求,聚焦科学发展前沿,围绕重大科

学前沿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新的学科生

长点和重大科研成果.
评审工作力求保证评审质量、提高评审效率,将

维护公正性放在评审工作的首位,严格按程序评审,
防范利益冲突.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定位和资助政

策,严格执行资助计划,确保评审工作合法与规范,
进一步提高评审质量和科学基金资助效益.鉴于资

助项目本身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评审过程特别重

视学风和文化建设,力争使评审结果得到科技界的

普遍尊重与信任,提高公信力.公正性是科学基金

的生命线.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既靠构建科学界信赖

的制度平台,更靠评审专家的战略智慧、价值判断、
学术品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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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本单位部门的利益

代表,不负使命和科技界的厚望,客观公正地遴选

项目.

加强监督,防控风险.学部加强督查项目管理

办法和评审工作意见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加强监督

和检查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要求记

录评审专家违规行为,加强评审专家信誉档案的管

理.按要求公示会议评审专家名单,公示时间不少

于一周.
准确把握资助政策.为了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

成长、充分发挥女性科研人才的作用,各类项目评审

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女性科研人员、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
会议评审过程,落实评审专家会前承诺制度,开

展公正性调查.要求项目申请人,不得“攻关”,“打
招呼”,影响评审秩序,一经发现向监督委员会报告

并向会议评审专家组通报.严格按规定人数参加答

辩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答辩人参加会议评审时,不允许其他人员陪

同.群体和重点项目答辩,参加评审会议人数不超

过３人(含答辩人).
推进电子辅助指派系统.为了实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议评审的网络化、无纸化和科学化,全面使

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议评审系统.准确录入拟资

助项目信息.对原始数据进行认真复核,确保提交

委务会议审批的项目信息准确、手续齐全和程序规

范.评审会议的投票结果原始资料由综合与战略规

划处存档.
严格审定项目资助经费.项目资助经费不得超

过申请经费.答辩类项目评审专家组投票确定资助

项目后,投票确定项目的资助经费.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由会

议评审专家组讨论审定,有微调的报学部主任办公

会审定.此外,按照节约、集约、简约的办会原则,尽
全力压缩会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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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资助计划执行情况

各类项目严格按基金委下达的资助计划执行,
具体为:(１)分配面上项目经费１１３０７０万元,经评

审,资助１６８３项,共１１３０７０万元;(２)分配重点项

目经费２８０８０万元,经评审资助８９项,共２８０８０万

元;(３)分配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经费

２２２０万元,经评审资助９项,共２２２０万元;(４)分

配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指标８项,经
评审资助８项,共１４４万元;此外,分配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项目指标２项,经评审资助

２项,共３６０万元;(５)分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

４１２７０万元,经评审资助１７１２项,共４１２７０万元;
(６)分配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经费７０８０万元,经评审

资助１８７项,共７０８０万元;(７)分配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指标３９项,经专业评审组评审资助

３９项,共５０７０万元;(８)分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指标２１项,经专业评审组评审资助２１
项,共７３５０万元;(９)分配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

指标５项,经专业评审组评审,资助５项,共５２５０万

元;此外,延续资助创新群体１项,经费５２５万元;
(１０)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学部综合管理项

目):用于资助基金项目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船时

费,资助５０００万.

１．２　项目申请与受理总体情况

２０１７年 度 集 中 受 理 期 间,共 接 收 各 类 申 请

１４９４０项,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１６２项,增长８．４％.其

中,面上项目６２７２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６０２６项,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９３２项,重点项目４８１项,“青藏

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２５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４７３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８６项,创新研究群

体项目３３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２８
项(含８项延续资助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５６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６３项(含１２
项部委推荐项目),以及联合基金项目２７６项.

１．３　不予受理项目的复审处理情况

按照基金委初审工作的有关要求,学部高度重

视初审工作,提高初审质量,避免错判、漏判现象.
各学科认真核查申请材料及违规申请检索结果,确
保“依据可靠、程序规范、标准统一”.各类项目不予

受理共３９４项,占２．６４％.初审结果公布后,项目

申请人因对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提出复审申请的

４３项.经审查,认为不予受理决定事实确凿、判断

无误,维持原决定的４２项;认为由于特殊原因原决

定有误的,有１项撤销原决定并进入评审.

１．４　通讯评审总体情况

在维护专家库的基础上,继续拓展评审专家库.
认真做好专家选聘工作,选准选好同行评议专家,重
视选聘近年涌现出的优秀青年科技人员,继续吸纳

海外优秀华人专家参加评审.专家库成员遴选过程

既考虑了其学术水平,也注意其学术道德,着重遴选

具有战略思想和宏观把握能力、公道正派、在以往评

审工作中具有良好信誉、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

学家.
学部确保有效评审意见数量,不断提高通讯评

审质量.网上发送同行评议７６３０８份.回收评议意

见７４９８４份,回收率９８．２６％.在线评议６５７２５份,
占８６．６５％;离线评议９２５８份,占１２．３５％;代录评

议１份.通讯评议专家１０５２７人.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送同行评议专家

的人数每项为５人.
通讯评审中,对研究内容相近的项目申请选择

同一组专家评审;通讯评审同一项目分组中,同一依

托单位的专家不超过一人.为了减轻同行评议专家

的评审工作负担,使专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评

审项目,面上、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继

续限制专家评审申请书的数量.同时,对同一位同

行评议专家,同一学科通讯评审的申请书份数不超

过１５份,全委合计不超过３０份.大多数专家按评

议要点要求,提出了较详细的评议意见.回收的有

效通讯评审意见的份数全部达到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的要求.各学科认真审核通讯评审意见,确保了通讯

评审意见无评议对象错误和无粘贴错误等情况发生.

１．５　会议评审总体情况

学部高度重视参加会议评审项目、会议评审专

家的遴选,做到重要事项由学部部务会议集体讨论

确定.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由学部部务会议遴选确

定参加会议评审项目、评审专家人选及会议评审方

案.此外,保证参加会议评审的项目大于学部资助

计划的１３０％.
认真准备会议评审材料,保证信息准确、格式规

范.按照统一要求,直接从信息系统中,打印会议评

审的全部项目一览表和审批意见表并提交上会.
会议评审专家组成注重学科覆盖面并兼顾地

域、单位分布和年龄结构,年龄一般不超过７０岁.
会议评审专家连续两年参加会议评审的,不得参加

同类型项目的会议评审.学科评审组会议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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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１６２人,其中,特邀２人,海外１人.
严明纪律,严肃会场秩序.要求评审相关人员

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工作管理办法»«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行为规范»及相关项目

类型管理办法.而且,上述文件全文列入会议评审

材料中.
学部逐一核查会评专家建议人选的回避情况.

会议评审前要求专家主动说明是否与被评项目申请

人存在有相关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应回避的关系,并
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回避相关项目.

会议评审期间,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不得就某

个项目发表有失公正的倾向性意见.工作人员和评

审专家不得私下接受申请人或依托单位请托和宴

请,也不得互相请客吃饭,不得以咨询名义接受申请

人或依托单位的礼品礼金等.
对于具有答辩环节的项目,会议评审一次性正

式投票.正式投票对象为所有参加会议评审的项

目,而且不允许超指标投票.如在指标数末位的同

意票数并列且过半数时,对票数并列的项目再投票.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答辩人参加会议评审时,不允许其他人员陪同.
重点项目参加评审会议人数(含答辩人)不得超过３
人,并严禁非项目组成员到会.具有答辩环节的项

目会议评审现场采取手机信号屏蔽措施,确保会议

评审过程不受干扰.会议答辩评审对申请人汇报和

评审专家提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做到出现问题可

申诉、可查询和可追溯.
学部还继续重点作好:(１)提供准确、足够的信

息,供评审专家判断,并向评审组所有专家提供同行

通讯评议意见全文及申请书等材料;(２)向评审组

报告项目受理及通讯评议情况、送审项目的原则和

程序,以示前期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３)评

审会全体会议上,学部认真介绍项目定位、资助政

策、评审程序和评审工作的有关要求;(４)不断深化

对通讯评议与会议评审的功能定位的理解和把握,
界定管理职责与学术判断,提高组织会议评审的水

平;(５)注重评审组集体智慧的发挥;(６)遵照«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的要

求,会议评审答辩项目回避上会单位的专家,人才类

项目回避答辩人的导师.
此外,各类项目没有资助经费超过申请经费的项

目,没有资助经费超过２００万元的面上项目.资助项

目中,没有会议评审专家署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包括互相联系、

各有侧重的４个项目系列:探索系列,人才系列,工
具系列和融合系列.下面按４个系列的主要项目类

型作简要介绍.

２　探索项目系列

探索项目系列的资助思路是,以培育创新思想

为重点,坚持创新导向,统筹学科布局,突出重点领

域,推动学科交叉,加强合作研究.探索项目系列的

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等.

２．１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具有

重要地位,资助定位强调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为
学科发展打下全面而厚实的基础.尊重基础研究探

索性、不可预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特别关注高风险

性、交叉和科学前沿研究;处理好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与择优支持的关系,“热点”与“冷点”、“薄弱点”、“希
望点”的关系.不搞单位平衡,使最优秀的队伍和最

优秀的思想得到资助.

２０１７年受理面上项目６２７２项,较２０１６年增加

４０５项,增长６．９％,申请经费４９．２亿元.４５岁以

下中青年科学家占总申请人数的７１．８９％,根据申

请书填报学科代码统计,跨科学部交叉项目６７７项,
学部内交叉 ６８４ 项 (占 ２１．７％).参加总人数为

４７３３９人,每个项目平均参加人数７．５５人.申请单

位６９７个,其中,申请项数大(等)于１０项的单位１５９
个且申请４８３０项,占申请总数７７．０１％.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十二条的要求

进行初审,初审以形式审查为主.未通过初审的项

目共１４３项,占２．２８％.主要原因为:(１)超项申

请;(２)违规申请;(３)申请手续不完备;以及(４)申

请书不符合要求等.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因对

不予受理决定有疑问,提出复审申请的１４项.经审

查,认为不予受理决定事实确凿,全部维持原判.
每一项申请在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基础上,科学

处根据通讯评审结果顺序和分类分析情况提出建

议,并经学部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送审项目２５３０
项,为拟批项目的１５０．３３％.提交专家评审组审议

的全部项目一览表和审批意见表按要求直接从信息

系统中打印.不存在多数通讯评审专家不同意资助

的项目提交会议评审重点讨论的情况.准确把握了

项目定位、资助政策和评审标准.提高会议评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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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效率.
同时,注重发挥小额资助的作用,学部鼓励小额

探索项目的资助.会议评审讨论过程中,特别关注具

有研究价值的高风险探索项目,资助此类项目９项.
经评审,资助面上项目１６８３项(含小额预研探

索项目),平均资助经费６７．１８万元/项(不含小额为

６７．４４万元/项),资助率２６．８３％.单项最高资助经

费８０万元,单项最低资助经费３３万元.小额预研

探索项目经费为２０万元/项.资助跨学部交叉项目

１１２项,学部内交叉项目２２０项.４５岁以下的中青

年科学家占资助项目数７０．２３％.资助单位共２８８
个,其中获资助１—２项的单位１５７个.获资助经费

前２０个单位总经费为４４６０５万元,占资助总经费的

３９．４５％.

２．２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的资助原则是:在面上项目促进学科

均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在优先发展领域的框架下,
形成重点项目指南,更集中地瞄准国际前沿,突出创

新,以关键科学问题带动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与协

作,整合队伍和资源,力争在若干领域和重要方向孕

育重点突破.评审中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强调有

限目标、有限规模和重点突出的遴选原则.
学部依据“十二五”优先发展领域中的重要研究

方向发布２０１７年重点项目指南和立项领域.２０１７
年度受理重点项目申请４８１项,其中,领域(１):地球

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技术和方法５０项;领域

(２):地球深部过程与动力学２７项;领域(３):地球环

境演化与生命过程１９项;领域(４):矿产资源和化石

能源形成机理４６项;领域(５):海洋过程及其资源、
环境和气候效应５２项;领域(６):地表环境变化过程

及其效应５５项;领域(７):土、水资源演变与可持续

利用３９项;领域(８):地球关键带过程与功能２５项;
领域(９):天气、气候与大气环境过程、变化及其机制

３７项;领域(１０):日地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２８项;
领域(１１):全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２３
项;领域(１２):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灾害的影响７１项.

未通过初审的项目１３项,其中９项未按指南要

求填写领域名称,其他原因为:不符合项目管理办法

或不符合２０１７年度项目指南中“申请须知”的具体

规定.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人提出复审申请的１
项.经审查,认为不予受理决定事实确凿,维持原判

的１项.４６８项通过初审,通讯评议回收率９９．９％.
根据通讯评审情况对项目申请进行排序和分类,学
部部务会议确定参加会议评审的项目申请,１４４项

送评审组答辩,资助指标８９项.
项目按“领域”评审,评审组的组建原则:(１)以

专家评审组的专家为基础;(２)回避原则;(３)代表

性和多样性;(４)每一评审组不少于１３人;以及

(５)回避答辩项目单位的专家.会议材料包括答辩

项目申请书、通讯评议意见全文,备查项目的通讯评

议情况统计等.要求申请人到评审会答辩,每项报

告２０分钟,质疑１０分钟.评审组以投票超过半数

的方式确定资助项目.强调“有限目标,有限规模,
重点突出”.坚持竞争择优,采取控制规模、提高资

助强度的资助政策,评审过程中没有存在将２份或

２份以上的申请合并为１个项目的情况.经评审资

助８９项,经费２８０８０万元,资助率１８．５０％,平均经

费３１５．５１万元/项.
本着继续贯彻“适度控制资助规模,努力提高资

助强度,注重推动学科交叉”的资助政策,评审组以

“地球科学‘十三五’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研究方

向为框架,在分析国际地球科学前沿的最新动态、国
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已资助的项目部署及申请情况

等基础上,制定了２０１８年度重点项目指南,其中立

项领域、经费预算额度和拟资助项数与２０１７年度维

持一致.

２．３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年度受理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５６项,未通过初审的２项.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

人未提出复审申请.依据通讯评议情况,１５项送评

审组答辩.评审强调项目的国际合作意义,以及与

国际合作项目资助政策的吻合程度.经评审,资助

９项,经费２２２０万元,资助率１６．０７％.

３　人才项目系列

人才项目系列的资助思路是:以培养创新人才

为重点,蓄积后备人才,稳定青年人才,扶植地区人

才,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人才项目系列项

目类型有: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和海外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等.

３．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原则是:稳定青年队

伍,扶持独立科研,激励创新思维.为了加大对基础

研究薄弱地区青年人才的扶持力度,在青年基金项

目会议评审时,注意向地区基金资助区域内的青年

科研人员倾斜.２０１７年受理青年基金项目６０２６
项,增加３２９项,增长５．７７％.申请单位８７７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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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项数大(等)于１０项的单位１７２个,申请３９７６项,
占申请总数的 ６５．９８％.未通过初审的项目 １８２
项.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因对不予受理决定有

疑问,提出复审申请的１９项.经审查,认为不予受

理决定事实确凿,全部维持原判.依据通讯评议情

况,会议评审送审２５８０项,为拟批项目１５０．７０％.
学部按当年申请项目数所占比例将经费额度分配到

各学科.经评审资助１７１２项,资助经费２４．１１万

元/项,资助率２８．４１％,其中,地区基金资助区域内

的１５４人青年科研人员获得资助.

３．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工作贯彻“培养和扶植地区人才,稳定和凝

聚优秀人才,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项目定位.

２０１７年受理地区基金项目９３２项,较２０１６年增加

１０９项,增长１３．２４％,申请经费约４．１２亿元.申请

单位１４０个,申请项数大(等)于２项的单位９０个,
申请８８８项,占申请总数的９５．２３％.未通过初审

的项目３９项.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因对不予受

理决定有疑问,提出复审申请的１０项.经审查,认
为不予受理决定事实确凿,维持原判的有９项;认为

由于特殊原因原决定有误的１项.依据通讯评议情

况,会议评审送审２８２项,为拟批项目１５０．８０％,学
部按当年申请项目数所占比例将经费额度分配到各

学科.经评审,资助１８７项,平均资助经费３７．８６万

元/项,资助率２０．０６％.

３．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是人才项目系列中一个重要

项目类型,与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的

快速成长,主要支持具备５—１０年的科研经历并取

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研第一

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基础

研究.２０１７年受理４７３项,其中,地理学１５４项,地
质学１１８项,地球化学３３项,地球物理５４项,大气

科学５４项,海洋科学６０项.未通过初审的项目１
项.项目申请人未提出复审申请.在同行通讯评议

基础上,学部部务会议依据通讯评议结果,经讨论,

７１项分送各学科评审组答辩.遵照«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的要求,会评专

家回避:(１)回避与答辩人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
(２)回避与答辩人是师生关系的;(３)回避直系亲属

和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评审的.经评审,资助３９
项,经费５０７０万元,资助率８．２５％,资助经费１３０
万元/项.获资助者年龄分布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７年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年龄分布

３．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定位是:支持在

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

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

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

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２０１７年受理２８６项,较２０１６
年增加２５项,增长８．７４％,其中,地理学９７项,地质

学６５项,地球化学３７项,地球物理３８项,大气科学

２７项,海洋科学２２项.未通过初审２项.在同行

通讯评议基础上,学部部务会依据通讯评议结果和

学科的排序,经讨论,３３项送专业评审组答辩.遵

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

法»的要求,会评专家遴选原则为:(１)回避与答辩

人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２)回避与答辩人是师生

关系的;(３)回避直系亲属和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

评审的.会议评审采取一次性投票方式,经专业评

审组投票表决,资助２１项,每项经费３５０万元,共资

助７３５０万元.获资助者年龄分布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７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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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定位是:为了营造有利于

创新的环境,促进学科交叉和团队协作,提高我国的

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支勇于冲击国际科学前沿的

“攻坚队”.２０１７年受理３３项,在通讯评议基础上,
经学部办公会讨论,８项送专业评审组答辩.评审

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目标引导,增强协作创新,发
挥团队力量,冲击国际前沿”的资助政策.评审要点

包括:(１)自然形成的群体(有机整体,１０人左右);
(２)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和共同研究的科学问

题;(３)创新性贡献、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学术地位;
能冲击世界水平,能挑战科学前沿重大问题,在国际

科学前沿有竞争力;(４)学术带头人是一线科学家,
群体结构合理.经评审,资助５项,经费５２５０万元;
延期资助项目１项,经费５２５万元.

３．６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受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项目共

２８项,其中两年期项目２０项,延续资助项目８项.
未通过初审的３项.初审结果公布后,申请人未提

出复审申请.依据通讯评议情况,１５项送评审会遴

选,其中,两年期项目１２项,延续资助项目３项.评

审组投票资助１０项,其中,两年期项目８项(资助经

费１８万/项),延续资助项目２项(资助经费１８０万

元/项).

４　工具项目系列

工具项目系列的资助思路是:以鼓励和培育具

有原创性思想的探索性科研仪器研制为重点,加强

条件支撑,促进资源共享,增进公众理解,优化发展

环境.工具系列包括的项目类型有: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和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等.

４．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定位是:着力支

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工作,为科学研究

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全面提高我国科学研究

原始创新能力.遴选中特别注重考察以下方面:
(１)对推动科学创新的价值和作用;(２)与国家重大

科研需求的关系;(３)设计方案的创新性,如原理性

创新、独到的设计思想、自主知识产权等;以及(４)项
目实施的基础和可行性.

２０１７年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

６３项(含部委推荐１２项),全部通过初审.经同行

专家通讯评审,３项部委推荐项目被推荐至学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答辩,遴选２项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项目专家委员会会答辩,其中１项通过答辩并予

以资助,经费３８８４．２万元.通过初审的５１项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中,５项获得资

助,经费３７１９．３万元.

４．２　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

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的定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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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接收

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申请１７项,未通过初审

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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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融合项目系列

融合项目系列的资助思路是:旨在发挥科学基

金的导向作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

前沿,加强顶层设计,整合优势资源和力量,促进学

科交叉与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提升我国基础

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

安全提供科学支撑.融合项目系列包括的项目类型

有: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

５．１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的定位是:瞄准国家目标,把握世界科

学前沿,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重点

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组织学科交叉

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源头创新能力.
重大项目主要资助:(１)科学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
我国具有优势,可望取得重大突破,达到或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的前沿性基础研究;(２)国家经济发展亟

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对开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具有重 要 影 响 或 有 重 大 应 用 前 景 的 基 础 研 究;
(３)围绕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或为国家宏观决

策提供依据的重要基础性研究,以及具有广泛深远

影响的科学数据积累等基础性工作;(４)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多年资助基础上凝练的、需加大资助力度

可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重大科学问题.

２０１７年收到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３２项.重大

项目立项是重大项目资助工作的核心,为完善重大

项目立项机制,学部组织专家对科学家提出的重大

项目立项建议书进行评议.根据通讯评议意见,经
学部部务会议讨论,遴选８项送专家咨询委员会差

额遴选.经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表决,遴选资助６
项,分别为:(１)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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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生态系统的响应与适应;(２)青藏高原东缘地

形急变带山地生态—水文过程与山地灾害互馈机制

及灾害风险调控;(３)黄土高原重大工程灾变机理

与防控;(４)中国陆相白垩纪科学钻探高分辨率古

环境记录与古气候演化;(５)陆地地壳结构探测的

气枪震源技术及其应用;以及(６)北极海—冰—气系

统对冬季欧亚大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及

机理.

５．２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的总体资助思路是:有限目标、稳
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通过相对稳定和较高

强度的支持,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创新人才,着力提

升某些领域整体创新能力,并力争在若干重要方向

有所突破.学部正在组织实施的重大研究计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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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影响与应对机

制”和“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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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受理申请２５项(其中:
地理学１项,大气科学２４项,全部通过初审),其中,
重点支持项目９项,培育项目１３项,集成项目３项.
通讯评审专家人选由管理工作组与专家组长集体论

确定,并报分管委领导审批.专家与管理工作组依

据通讯评议情况讨论确定答辩项目１０项.经评审

资助７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２项,培育项目３项,

集成项目２项,经费１４５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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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受理申请４３项(其中,
物理化学２项,环境化学２项,地球化学２项,大气

科学３７项.初审后,３项不符合本学科项目指南资

助范畴不予受理),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３６项,培育

项目４项,集成项目３项.依据通讯评议情况讨论

确定答辩项目１６项,经评审资助１１项,其中,重点

支持项目８项,培育项目１项,集成项目２项,经费３
２７２万元.

“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７年

受理申请７３项(其中:地质学６１项,地球化学４项,
地球物理学７项,海洋科学１项,７０项通过初审),
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４４项,培育项目２８项,集成项

目１项.通讯评审专家人选由管理工作组与专家组

长集体论确定,并报分管委领导审批.专家与管理

工作组依据通讯评议情况讨论确定答辩项目２３项.
经评审资助１６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１１项,培育

项目４项,集成项目１项,经费３２０１万元.

５．３　联合基金

２０１７年度,学部共有７类联合基金项目,分别

是:(１)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２)NSFCＧ新疆联合

基金;(３)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４)NSＧ
FCＧ河南 联 合 基 金;(５)NSFCＧ广 东 联 合 基 金;
(６)NSFCＧ石油化工(A)联合基金;(７)NSFCＧ山东

表１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项目申请 项目资助

申请项数 不予受理数 资助项数
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项)
资助率

％

NSFCＧ云南 重点支持 １９ ０ ２ ４１８ ２０９ １０．５３％

NSFCＧ新疆

重点支持 １６ ３ ４ １０８０ ２７０ ３０．７７％

本地人才 ３ ０ １ ９０ ９０ ３３．３３％

培育　　 ２６ ２ ６ ３５４ ５９ ２５．００％

NSFCＧ浙江 重点支持 １５ ０ 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３．３３％

NSFCＧ河南
重点支持 １２ １ ３ ６７５ ２２５ ２７．２７％

培育项目 １６２ １ １３ ６３５ ４８．８５ ８．０７％

NSFCＧ广东
集成项目 １ ０ １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１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 ２２ １ ７ １８９０ ２７０ ３３．３３％

石油化工(A)
重点支持 ４９ ６ ９ ２１６０ ２４０ ２０．９３％

培育项目 １６５ ５ ９ ３６０ ４０ ５．６３％

NSFCＧ山东 重点支持 １４９ ４ １５ ４２００ ２８０ １０．３４％



　

　３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联合基金.经过会议评审,资助的各类联合基金经

费１４０７２万元,项目受理和资助情况见表１.

６　结　语

综上,地 球 科 学 部 ２０１７ 年 度 资 助 面 上 项 目

１６８３项,经费１１３０７０万元;资助重点项目８９项,经
费２８０８０万元;资助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９项,经费２２２０万元;资助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１０项,经费５０４万元;资助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１７１２项,经费４１２７０万元;资助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１８７项,经费７０８０万元;资助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３９项,经费５０７０万元;资助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２１项,经费７３５０万元;资助创新研究

群体６项(含１项延期资助项目),经费５７７５万元;
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６项(含１项部位

推荐项目),经费７６０３．５万元;资助联合基金７５项,
经费１４０７２万元;资助科学基金项目海洋科学考察

共享航次项目１０项,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of
EarthSciencesin２０１７:anoverview

LiuYu LiuZhe TangLiang LiJun ZhangHanwei LiFulai
(DepartmentofEarth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资料信息

我国科学家在深地暗物质探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１１４３５００８,１１４５５００１,１１５０５１１２)等资助下,上海交通大学季向东和

刘江来教授领导的PandaXＧII暗物质探测实验合作组取得重要进展.最新研究成果以“DarkMatterResults
from５４ＧTonＧDayExposureofPandaXＧIIExperiment”(PandaXＧII实验上基于５４吨天曝光量的暗物质测

量)为题,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以“编辑推荐”文章在PhysicalReviewLetters(«物理评论快报»)发表,论文

链接https://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１０．１１０３/PhysRevLett．１１９．１８１３０２.

PandaX实验使用液氙作为探测器靶材料,自主研制５８０公斤的PandaXＧII探测器,正在四川凉山州地下

２５００米深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中运行.基于目前世界上公开报道的最大暗物质探测曝光量(５４吨天),
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多项改进,利用多种刻度数据对探测器响应开展细致的研究,PandaXＧII给出最低暗物质

与质子、中子的自旋无关相互作用截面上限为８．６×１０Ｇ４７cm２(对应暗物质质量为４０GeV/c２),并在暗物质

质量大于１００GeV/c２的大质量区间给出目前国际上最强的测量限制,以高置信度排除暗物质粒子与普通物

质通过传递标准模型粒子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暗物质探测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所有实验组都期望率先发现暗物质粒子信号.已经结束运行的美国

LUX合作组在今年１月发表过去４年运行的最终结果,超过PandaXＧII在２０１６年取得的世界最灵敏探测结

果.位于意大利的XENON１T是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器,该实验合作组于今年５月公布

首个结果,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但在３个月后又被中国体量仅为其三分之一的 PandaXＧII反超.目前 PanＧ
daXＧII的灵敏度已经深入“弱相互作用重粒子”理论预言暗物质粒子存在的参数空间.

(供稿:数理科学部　李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