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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７年度的项目评审工作中,信息科学部认

真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认真执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条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的各项管理办法,贯彻落实基金委

２０１７年度评审工作意见,认真执行２０１７年度资助

计划,充分发挥专家对所评项目的学术判断力及关

于学科发展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的宏观把握能力,
坚持回避制度和保密原则,顺利完成了各项评审工

作任务.

１　项目申请和资助概况

１．１　项目申请概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０５月２６日,２０１７年信息科学部共

收到各类项目申请２１３２６项,其中,面青地项目申请

数为１７７２４项(面上８８６７项,青年７６２０项,地区１
２３７项),重点项目２６７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３９９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１７９项(其中自

由申请１６９项,部委推荐１０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７６１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申请１０３
项,各类联合基金项目５２４项等.根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及其他相应类别基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经审核,
因超项及其他违规而不予受理的项目为２６１项(集
中受理期内２５６项),向未通过初审的基金项目负责

人发放不予受理通知后,收到正式提交的复审申请

为５６项,经综合处和学科处审核,４项原判有误,其
余均维持原决定.

１．２　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１７年信息科学部总体资助情况如下:集中受

理期内的项目总共资助４４１２项,总资助直接经费为

２３８１７４．８ 万元,其中面青地资助 ４１６１ 项,占比

９４３１％,资助直接经费为１７１５３０万元,占资助总额

的７２．０２％.

２０１７年信息科学部按获批项目数和获批经费

总金额排名统计结果前 ２０ 名的依托单位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７信息科学部按批准项目数排名统计结果

前２０名的二级申请代码如表２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７信息科学部按获批项目数排名统计

结果前２０名的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数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１２４

电子科技大学 ９５

清华大学 ８４

浙江大学 ７９

上海交通大学 ７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７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７３

深圳大学 ６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６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６５

西北工业大学 ６４

北京理工大学 ６２

天津大学 ６１

东南大学 ５９

东北大学 ５９

南京邮电大学 ５４

北京邮电大学 ５１

西安交通大学 ４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４６

南京理工大学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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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信息科学部按批准项目数排名统计

结果前２０名的二级申请代码

二级申请代码 数量

F０２０５(计算机应用技术) ６０２

F０３０１(控制理论与方法) ３３７

F０２０８(计算机网络) ２１６

F０３０２(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１５４

F０２０７(信息安全) １４６

F０２０２(计算机软件) １３６

F０３０６(机器人学与机器人技术) １２３

F０４０３(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１２０

F０５０２(光子与光电子器件) １１０

F０３０５(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１０９

F０３０４(模式识别) １０８

F０３０３(导航、制导与传感技术) ９７

F０１０４(通信网络) ９４

F０１１３(信息获取与处理) ８９

F０１２０(电磁波) ８９

F０１１２(雷达原理与雷达信号) ８４

F０５０３(传输与交换光子学) ８２

F０２０３(计算机体系结构) ７８

F０１１９(电磁场) ６９

F０１２５(医学信息检测与处理) ６６

２　探索项目系列受理与资助

２．１　面上类项目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面上类项目申请８８６７项(包括

常规面上、信息与数理交叉类项目),比 ２０１６ 年

７９９５项)增加了１０．９１％.其资助指导原则是适当

降低资助率,以稳定平均资助强度.２０１７年资助面

上类项目１９１２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６１项有所增加),
共资助直接经费为１１３８８０万元,平均资助直接经费

强度５９．５６万元/项,资助率２１．５６％,比２０１６年均

资助直接经费强度５８．３６万元/项略有增加,但资助

率比２０１６年的２３．２８％有所减少.面上项目上会

讨论２７４５项,为实际资助数的１４３．５７％.

２０１７年度面上项目扣除与数学交叉项目及小

额资助项目后,总计建议资助项数为１７１１项,资助

直接经费１０８０８０万元(２０１６年资助直接经费为

１０３４２９万元),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为６３．１７万

元/项(２０１６年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约６１．２７万

元/项).

２０１７年信息科学部共收到信息与数学领域交

叉项目申请３４７项,预留直接经费３９００万元,实际

共使用直接经费３８００万元(剩余１００万挪入面上项

目),原计划资助７８项,实际建议资助７６项,平均资

助直接经费强度５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１．９０％.

２０１７年资助面上小额项目１２５项,实际建议资

助１２５项,使用直接经费２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直接

经费强度１６万元/项.

２．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年度信息科学部重点项目指南中,发布了

７５个重点项目资助领域,其中含３个优先资助重点

领域.共受理重点项目２６７项,经通讯评审、学部工

作会议讨论,推荐１２６个重点项目参加答辩,建议资

助８９项,资助直接经费２５５００万元(计划额度为

２８０００万元,其中拨出２５００万元用于支持基金委人

工智能综合应急管理项目),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

为２８６．５２万元/项(２０１６年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

为２６４．７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３３．３３％.

２．３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２０１７年重点国际(地区)合作项目申请共８５项

(比２０１６年减少３０项),推荐上会答辩２２项(比

２０１６年减少２项),共资助１５项(比２０１６年减少１
项),资助率１７．６５％(比２０１６年的１５．２４％有所增

加),资助直接经费３６８０万元(２０１６年直接经费为３
９８０万元),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约２４５．３３万元/
年(２０１６年平均资助强度２４８万元/年).

２．４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应急管理项目

为了配合及呼应国家信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引领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培养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队伍.基金委启

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应急管理项目.本次启动项目

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前沿基础、智能自主运动体、复杂

过程智能优化决策三大方向,每个方向涵盖若干主

题,支持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共收到项目申请

３１０项,上会讨论３６项,实际资助２５项,资助直接

经费为５５００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２０万元/项,资助

率８．０６％.

３　人才项目系列受理与资助

３．１　青年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切块直接经费

４９３７０万元,执行４９３７０万元.计划资助２０４８项,
实际执行２０３１项.２０１７共收到申请７６２０项,比

２０１６年(７５１０项)增加了１．４６％.２０１７资助２０３１
项(２０１６年资助１９１８项),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度

２４．３１ 万元/项 (２０１６ 年平均直接 经 费 资 助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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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６．６５％(２０１６年资助率

为２５．５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上会讨论２９１５
项,为实际资助数的１４４．４５％.

３．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共收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２３７项,
比去年(１１０３项)增加１３４项,资助２１８项(２０１６年

资助２１４项),其资助指导原则是适当降低资助率,
以稳定平均资助强度.２０１７年平均资助直接经费

强度３７．９８万元/项(２０１６年平均资助直接经费强

度３８．６９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６２％(２０１６年为

１９．４０％),共资助直接经费为８２８０万元(与２０１６年

资助直接经费持平).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上会讨论

３２８项,为可资助数的１５０．４６％.

３．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总共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７６１项 (２０１６ 年为 ７０３ 项),与 ２０１６ 年 相 比 增 长

８２５％,推荐上会讨论８３项(２０１６年推荐上会答辩

８０项),资助 ５９ 项 (２０１６ 年资助 ６０ 项),资助率

７７５％(２０１６年资助率为８．５３％),资助直接经费

７６７０万元(２０１６年资助直接经费７８００万元).

３．４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共申请

３９９项,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４５项(２０１６年申请数为３５４
项),推荐上会答辩４０项,资助２８项(２０１６年推荐

上会答辩３８项,资助２８项),资助率７．０２％(２０１６
年资助率为７．９１％),资助直接经费９８００万元.

３．５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总共受理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申请

３６项,推 荐 上 会 答 辩 ８ 项,资 助 ５ 项,资 助 率

１３８９％(２０１６年资助率为１３．５１％),资助直接经费

５２５０万元.

３．６　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年总共收到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申请１０３项,其中１５项为延续资助项目申

请,８８项为两年期资助项目申请.其中,推荐６项

延续资助项目参加答辩,资助 ４ 项 (２０１６ 年为 ３
项),总资助直接经费７２０万元;推荐３８项两年期资

助项目上会讨论,资助２８项(２０１６年为２６项),总
资助直接经费５０４万元.两者总资助直接经费比

２０１６年有所增加.

４　工具项目系列受理与资助

２０１７年总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申请１７９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６９项,推荐上会答辩３５

项,批准资助２３项,资助总直接经费１６５２０．８０万

元,资助率１３．６１％.２０１７部委推荐类项目未获得

资助.(２０１６年总共收到申请２０５项,其中自由申

请１９０项,推荐上会答辩３７项,资助２７项,资助总

直接经费１７４６６．８８万元,资助率１４．２１％).

５　融合项目系列受理与资助

５．１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７年受理重大项目申请６项,经过通讯评审

和专家会评投票,资助重大项目４项,分别是“天空

基海洋目标探测与识别基础研究”、“极限工况下汽

车主动安全协同控制及应用验证”、“高速铁路运行

控制与动态调度一体化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和“锑
化物低维结构中红外激光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５．２　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１７年信息一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空间信息

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受理申请２０项,其中集

成项目４项,重点支持项目５项,培育项目１０项,指
导专家组调研项目１项,目前已完成评审工作.本

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７年度计划资助直接经费３７００万

元(实际资助直接经费３３５０万元),资助集成项目２
项,重点支持项目２项,培育项目２项,指导专家组

调研项目１项.

５．３　联合基金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项目申请３７项(２０１６年为３８项),推荐上会１５项

(与２０１６年持平),资助１１项(与２０１６年持平),资
助直接经费２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为２３１０万元),平均

资助经费２００万元/项(２０１６年为２１０万元),资助

率为２９．７２％(２０１６年２８．９５％).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

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３项(与２０１６年持平),资助４
项(与２０１６年持平),资助直接经费８１６万元(２０１６
年为８６０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０４万元/项(２０１６
年为２１５万元),资助率为１７．３９％(与２０１６年持

平).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新疆联合基金申请１３
项(２０１６年为１５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７项(与

２０１６年持平),培育项目４项与(２０１６年为５项),本
地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专项申请２项(２０１６年为３
项).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２项,资助直接经费５４０万

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７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８．５７％
(２０１６年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２项,资助直接经费５０４
万 元,平 均 资 助 经 费 ２５２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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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７％),培育项目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５９万元,资
助率２５％(２０１６年为２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２４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６１万元/项,资助率为４０％),本地优

秀青年人才培养专项未获资助.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广东省人民政府大数据

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１８项(２０１６年为３２项),其中重

点支持项目１６项,中心项目１项(２０１６年重点支持

项目３１项,中心项目１项).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７
项,资助直接经费３６１０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５１５．７１
万元/项,资助率为４３．７５％(２０１６年资助重点支持

项目５项,资助率为１６．１３％),本年度中心项目未

获资助(２０１６年为１项).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申请２２项(２０１６年为２６项),推荐上会８项(２０１６
年为７项),资助５项(２０１６年为４项),资助直接经

费１０７４万元(２０１６年为９４０万元),平均资助经费

２１４．８ 万 元/项 (２０１６ 年 为 ２３５ 万 元),资 助 率 为

２２７３％(２０１６年为２９．７２％).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

心项目申请６３项(２０１６年为９５项),推荐上会２５项

(２０１６年为２７项),资助１７项(２０１６年为２０项),资
助直接经费５１０２万元(２０１６年为５２００万元),平均

资助经费３００．１２万元/项(２０１６年为２６０万元),资
助率为２６．９８％(２０１６年为２１．０５％).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辽宁联合基金申请６
项,推荐上会４项,资助３项,资助直接经费７５０万

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５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５０％.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广东联合基金申请２６
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２５项,集成项目１项.资助

重点支持项目８项,资助直接经费２１６０万元,平均

资助经费２７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３２％.资助集成

项目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２１０万元．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民航联合基金项目申请１８４项

(２０１６年为１７４项),包括重点支持项目１０项和培

育项目１７４项(２０１６年重点支持项目１２项和培育

项目１６２项).其中,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３项(与

２０１６年持平),资助直接经费６３０万元,平均资助经

费２１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３０％(资助直接经费６２４
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０８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５％);
资助培育项目３０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０５０万元,平均

资助经费３５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２４％(２０１６年为

３０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０５６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３５．２
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８．５２％).

２０１７年共收到 NSFC—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

基金项目１２９项(２０１６年为１５１项),其中重点支持

项目申请６４项(２０１６年为６０项),培育项目申请６５
项(２０１６年为９１项).资助重点支持项目１９项,资
助直接经费４７６９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２５１万元/项,
资助率为２９．６９％,资助培育项目２３项,资助直接

经费１５６４万元,平均资助经费６８万元/项,资助率

为３５．３８％.

６　２０１６年评审工作整体要求和总结

６．１　参加评审会议专家情况

２０１７年度信息科学部在面上、青年、地区三种

面上类项目和重点项目的评审工作中,邀请会议评

审专家的原则是:１、在同一个评审组里回避重点项

目申请人和参与者依托单位的专家;２、根据基金委

的评审工作要求,已经连续两年担任专家评审组成

员的专家全部予以更换.
重点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评审专家１３８名,分

成１０个学科评审组,其中特邀专家５４人,海外专家

５人.面上类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专家１６１位,分
成１１个学科评审组,其中特邀专家３０人,海外专家

２人.

６．２　明确要求

在评审会上,信息科学部向评审专家介绍了专

家组评审任务,专家权利、职责范围和义务,明确了

面上类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投票规则,介绍了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评审会议答辩过程进行录像

的有关情况,要求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评审当中要遵

守评审纪律,遵守回避和保密原则.

６．３　支持信息领域全面发展

在把所评项目的创新性放在第一位的同时,还
应注意尊重学科的个性发展,促进不同学科均衡发

展.要求专家不简单以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数量、
引用次数、专利数量、获奖等级和多少等易于量化的

指标来简单比较不同领域的科研水平.在杰出青年

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过程中,要考虑所

资助人才项目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科研方向上的合理

分布.
在项目评审中,科学部希望专家既能够关注支

持科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工作,又能够关注支持结合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出的基础研究工作;既支

持则重于科学发现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工作,又支持

则重于技术、工艺、器件和设备创新的基础研究

工作.
近年来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地域,信息领域人才



　

　４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快速成长,需要委内和委外专家及时给予关注和支

持,以促进这些地区信息科学基础研究良好发展,带
动这些地方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能够跟上信息时代

的发展步伐,从而带动本地相关技术和产业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信息科学部以“繁星计划”为契机,用
应急管理项目的形式持续倾斜资助了地区科学基金

资助地域所在科研院校的基金申请者.２０１７年度

应急管理项目拟共资助１２３项,其中来自地区科学

基金地域所属科研院校的共８０项,占比为６５％.

７　提醒项目申请者注意

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信息科学部新增了F０６人工智

能和F０７交叉学科中的信息科学两个一级申请代

码,相应的各科学处申请代码也做了较大修改及补

充.科学部要求各科学处一定要认真对专家库进行

维护,补充、修订和更新,完善专家所熟悉的研究领

域申请代码和专业方向关键词,为利用专家信息库

高质量完成函审专家指派与项目申请书送审夯实基

础.同时希望专家及时准确填写自己熟悉的新申请

代码以及学科方向、关键词,这项工作将延续３年

左右.

从２０１５年科学部开展对一些重要人才项目和

重点项目的代表作信息进行逐一核准工作并持续至

今,发现部分申请书中代表作信息依然存在不准确

甚至不正确的现象,主要包括通讯作者标注信息不

正确、作者信息不全和录用未发表论文的佐证资料

不全等.其中,通讯作者标识问题占比较大,主要表

现为代表作原文中和收录检索数据库中均未见申请

人是通讯作者的标注信息(甚至明确标注通讯作者

是他人),但申请人在申请书的代表作信息中却标注

其是通讯作者.通过对相关申请人的询问,其理由

主要包括第一作者是学生(申请人自认为导师就是

通讯作者)和投稿过程均由申请人实际完成等.但

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科学

部要求申请书中代表作信息和个人论文成果信息的

通讯作者标注要严格按照原文中的实际情况如实填

写,否则将给予严肃处理.
同时,提醒申请人注意自己和每个项目参与人

的亲笔签名以及加盖依托单位和合作单位的公章,
同时公章信息应该和申请书上所列单位名称严格一

致.如若是申请书中的个人签字采用签名章或公章

是彩色打印上去的项目都将被列为不予受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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