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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各类项目受理、评审

和资助的基本情况,详细分析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统计分布特

点,希望为科研人员、科研管理工作者在今后的基金申请或基金管理提供参考.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圆满

完成了本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评审和资助工

作.全体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严格按照«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条例»、各类基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及专家评审工作守则开

展工作,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严格按照评审程序,
择优资助各类项目,确保了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公平

性和科学性.

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申请接收与资助总体

概况

１．１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三类项目资助

概况

　　２０１７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以下简称“科学

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量同比增幅分别为 ５．４９％、１０．４５％ 和

６．７３％,同时三类项目资助数量都保持了稳定增长,
为从事工程与材料科学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持.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

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其定位是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

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
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评价.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面上项目申请１４７０６项,申
请量增幅为(较２０１６年,下同)５．４９％;共发送同行

评议函５２１１７份,回函率１００．００％;批准面上项目

３０８５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８５１２０万元,资助强度(直
接费用,下同)６０．０１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０．９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的

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

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

新研究的能力.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
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申请人的创新潜力

等方面进行评价.科学部在２０１７年增加了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投入.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３１３１项,申请量增幅为１０．４５％;共发送同行评议

函４４８９５份,回函率１００．００％;批准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３０８０项,资助直接费用７３９１０万元,资助强度

２４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３．４６％.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

项目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些区域的全职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

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

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评审时着重

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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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２０７８项,申请量增幅为６．７３％;共发送同行评议函

６８６０份,回函率１００．００％;批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３７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４１４０万元,资助强度３８．０１
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９０％.

１．２　重点、重大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概况

重点项目支持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

础的研究方向或者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

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

或者科学前沿取得突破.应当体现有限目标、有
限规模、重点突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
有效利用国家和部门科学研究基地的条件,积极

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评审时着重就

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

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申请人和参与

者的研究经历;(２)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

关的研究条件;(３)申请人完成基金资助项目的

情况;(４)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５)项

目申请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２０１７年 科 学 部 接 收 重 点 项 目 申 请 ４５７ 项

(２０１６年４４１项);批准重点项目９９项,资助直接

费用２９７００万元,资助强度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

为２１．６６％.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

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
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

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

力.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科

学问题凝练和科学目标明确情况;(２)围绕总体科

学目标,课题之间的有机联系;(３)申请人和参与者

的研究经历;(４)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

研究条件;(５)申请人完成基金资助项目的情况;
(６)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７)资金预算编

制的合理性.

２０１７年度科学部立项重大项目７项,资助直接

费用１０９６０．３万元,立项领域分别为“基于薄带连铸

亚快速凝固的非平衡相变与组织一体化调控”、“钙
钛矿材料多功能原理及其耦合新效应”、“大飞机子

午线轮胎先进复合材料及结构的设计与制造基础研

究”、“高性能构建材料—结构一体化设计与制造”、
“航空轴流压气机新气动布局基础研究”、“直接驱动

型超高功率电脉冲产生与调制的基础研究”和“西北

旱区农业节水抑盐机理与灌排协同调控”.
自２０１５年始,基金委执行了新的资金管理办法

和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对重大项目进行预算评审工

作.希望基金重大项目申请人能够按照相关规定,
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做好项目预算.

重大研究计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

科学前沿,加强顶层设计,凝炼科学目标,凝聚优

势力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集

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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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研

究计划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

发展的基本原则.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

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评价,并考虑(１)凝炼科学问题和科学目标的情

况;(２)与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目标的相关性;(３)
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研究条件;(４)
申请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西南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和

适应性利用”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申请５４项(不
予受理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９项(不予受理３
项),批准培育项目５项、重点支持项目８项,资助强

度分别为８０万/项和２８０万/项;接收“共融机器人

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申请１９１项(不予受理６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５５
项(不予受理４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批准培

育项目３１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２项、战略研究项目１
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６２．４２万/项、２８０．４２万/项和

２００万/项;接收“面向发动机的湍流燃烧基础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申请１０２项、重点支持项目

申请１８项,批准培育项目３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５
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６０．６７万/项和２９６万/项;接收

“面向能源的光电转换材料”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

申请４项,批准集成项目２项,资助强度为１２００万/
项.

１．３　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

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
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培养科

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学部负责材料和工程两个领域相关基础研究

的资助与项目管理.项目应用性强,与国防建设和

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创新多体现在学科交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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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既要在单元技术上深入

研究和形成突破,又要综合和系统地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
在与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积极地推动了钢铁联合基金、高
铁联合基金、航天联合基金、智能电网联合基金等联

合基金的设立.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钢铁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申请７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７项,批准

培育项目２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６项,资助直接费用

分别为１０００万元和１５２０万元,资助直接费用总计

２５２０万元.接收高速铁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点

支持项目申请７３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１１项,资助

直接费用２５６３万元.接收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８６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７４项,批准培育项目１３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４项,资
助直接费用分别为６７９万元和３５２１万元,资助直接

费用总计４２００万元.接受智能电网联合基金重点

支持项目申请２３５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２３项,资
助直接费用６７２０万元.接收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４５项,批准重点支持

项目９项,资助直接费用２１９６万元.接收雅砻江联

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５１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１
项,批准培育项目１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７项,资助直

接费用分别为４９０万元和２０３０万元,资助直接费用

总计２５２０万元.
其他各省(市)政府联合基金情况如下:接收云

南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３３项,批准重点支持

项目４项,资助强度２０４万/项;接收新疆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申请２４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３项、本地

青年人才培育专项项目申请６项,批准培育项目６
项、重点支持项目３项、本地青年人才培育专项项目

２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５９万/项、２７１万/项和９０万/
项;接收河南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３９５项、重点支

持项目申请１５项,批准培育项目３０项、重点支持项

目６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５０万/项和２２０万/项;接
收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３３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６项,资助强度２０４万/
项;接收辽宁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７项,批
准重点支持项目９项,资助强度２４４．４４万/项;接收

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６项,批
准重点支持项目５项,资助强度２００万/项;接收山

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１２０项、重点支

持项目申请４２项,批准培育项目１７项、重点支持项

目８项,资助强度分别为６４．７１万/项和２８５．１３万/

项;接收深圳市人民政府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７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７项,
资助强度３０６．４３万/项;接收山东联合基金重点支

持项目申请１０１项,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１０项,资助

强度２８０万/项.

１．４　人才类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资助链,由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以及上述的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

科学基金构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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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评审时

应当重点考虑(１)近５年取得的科研成就;(２)提出

创新思路和开展创新研究的潜力;(３)拟开展的研

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４)研究方案的可

行性.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８８８项

(２０１６年７９６项),增幅为１１．５６％.批准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７３项,资助强度１３０万元/项,资助直

接费用９４９０万元,资助率为８．２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支持在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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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究成果的创

新性和科学价值;(２)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科

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３)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影响;(４)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研究

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５０１
项(２０１６年４７３项),增幅为５．９２％.批准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项目３８项,资助强度３５０万元/项,资助直

接费用１３３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７．５８％.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国内以优秀中青年

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研究群体,围绕某一

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究方向和共同研究的科

学问题的重要意义;(２)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

性和科学价值;(３)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

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４)申请人的学术影响力,把
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以及在研究群体中的凝聚力;(５)参与者的学术



　

　３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水平和开展创新研究的能力,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的合理性;(６)研究群体成员间的合作基础.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申请４４项,批准创新研究群体６个,资助直接费

用 ６３００ 万元,资助强度１０５０万元/项,资助率

为 １３．６４％.接收实施６年延续申请５项,批准

３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５７５万元,资助强度５２５万

元/项.

１．５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概况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原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
科学目标为导向,鼓励和培育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探

索性科研仪器研制,着力支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

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以
全面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委推荐)申请７项,批准１项,资助直接费用６
５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４．２９％;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１１８项,批准１３项,资
助直接费用９１５３．３９万元,资助强度７０４．１１万元/
项,资助率为１１．０２％.

１．６　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资助概况

近年来,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批准指标数及资

助强度上都得到了快速增长.２０１７年接收重点国

际合作项目申请９９项,批准１６项,资助直接费用

３６３０ 万,资 助 强 度 ２２６．８８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１６．１６％.
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２年期

４３项,延续资助１０项;批准２年期１７项,资助直接

费用３０６万元,资助率为３９．５３％;批准延续资助３
项,资助直接费用５４０万元,资助率为３０％.

１．７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概况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科

研资源,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超前部署,充分发挥科

学基金制的优势和特色,依靠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吸
引和凝聚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着力推动学科深度

交叉融合,相对长期稳定地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和探索,致力科学前沿突破,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

的原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若干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

２０１７年科学部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１
项,经过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遴选与论证、基础科

学中心项目评审会评审、现场考察、委务会议审批等

环节,获得批准,资助直接费用１８０００万元.

２　申请项目不予受理情况

２０１７年不予受理项目总计８６２项,其中面上

项目３３１项,青年科学基金２６８项,地区科学基金

６９项,重点项目６项,其他１８８项.共接收１０６项

复议申请,占不予受理项目的１２．３０％,其中２８项

同意复议申请,重新送审;其余复议申请均维持原

决定.
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为:研究年限填写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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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畴;无高级职称且

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申请代码

选择错误,具体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７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不予受理项目原因统计



　
第１期 王之中等:２０１７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３５　　　 　

表１　２０１７年度各学科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学科代码 申请项目数
资助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项目数
批准率

(％)

材料科学一处
E０１ ２３７５ ２１５４３ ５１９ ２１．８５
E０３ ２３４０ ２０９８８ ５１５ ２２．０１

材料科学二处 E０２ ３４４５ ３１１１１ ７６２ ２２．１２
工程科学一处 E０４ ３４２７ ３０７２０ ７３５ ２１．４５
工程科学二处 E０５ ５３４８ ４９４４１ １１７４ ２１．９５
工程科学三处 E０６ ２２２２ ２０３２２ ４９５ ２２．２８
工程科学四处 E０８ ５８６１ ５５０３０ １２８４ ２１．９１

工程科学五处
E０７ ２１０９ １８８０２ ４４５ ２１．１０
E０９ ２７８８ ２５２１３ ６０８ ２１．８１

总计 ２９９１５ ２７３１７０ ６５３７ ２１．８５

３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学科分布

２０１７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各学科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

情况如表１所示.总体上较好地满足了三类项目的

定位、学科均衡和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４　结　语

２０１７年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在各类项目

评审过程中,充分依靠专家,严格规范程序,坚决执

行基金委的各项评审原则、管理办法.经过专家们

和科学部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很好地完成了

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
希望科学基金申请者在今后的项目申请中能够

进一步充分了解资助政策,正确解读项目指南,准确

把握各类项目定位和评审要点,深入挖掘研究工作

的科学内涵,关注研究的原创性,通过或积累性,或
前沿性或系统性的工作,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同时

努力提高申请书的撰写水平,使自己申请成功的可

能性更大.
在未来的工作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围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

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

破”开展工作.面对新时代下基础科学发展的新形

势和新需求,科学部将一如既往地聚焦学科前沿,面
向国家需求,注重和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促进协同

创新,推动工程科学和材料科学两个领域的基础研

究工作不断向国际一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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