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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坚持“资助基础研究和科

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

新能力”的战略定位,坚守“依靠专家、发扬民主、
择优支 持、公 正 合 理”的 评 审 原 则,聚 力 前 瞻 部

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努力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科学基础

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各类基金项目

的«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和«２０１７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等
要求,医学科学部圆满完成了所有类别项目的受理、
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申请总体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５５６５６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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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类别管理办法等规

定,经审核,８６７项申请未通过初审;向未通过初审

的基金项目申请人发放了不予受理通知后,有９５项

申请项目负责人提出了复审请求,经审查,其中４项

(面上项目)原判有误,其余９１项原不予受理决定均

符合规定,予以维持;学部最终不予受理８６３项,正
式受理项目５４７９３项.

２　面上、青年、地区基金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面上、青年、地区基金

项目申请５２９９０项,比２０１６年(４５６３６项)增加７
３５４项,增幅 １６．１１％,占全委相应类别申请总数

(１７４４２１项)的３０．３８％.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

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

项目

类别

申请

项目数

不予受

理项数

复评

项数

最终不予

受理项数

最终受

理项数

面上项目 ２２９６５ ３２４ ４ ３２０ ２２６４５
青年基金 ２４６６５ ３３３ ０ ３３３ ２４３３２
地区基金 ５３６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５２５４

２．１　面上、青年、地区基金申请项目同行评议会评

情况

　　为了提高项目申请同行通讯评议质量,医学科

学部根据全委统一安排,２０１７年度继续试点开展面

上、青年、地区基金申请项目同行评议会评,２０７位

专家参加了评审,每个项目经三位以上专家评审,

７６４３项申请多数专家建议不资助,不再送同行通讯

评议.

２．２　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同行通讯评审情况

各学科对受理的面上、青年、地区网上发送申请

书、指派评审专家开展通讯评审,参与通讯评审的专

家达１３２６２人次,网上指派通讯评议１４３４７５份,回
函１４２２５７份,回函率达９９．１５％.网上评审提高了

评审效率,同时为向申请人全文反馈评议意见打下

了基础.

２．３　通讯评审的几点要求:
(１)准确选择通讯评审专家.选准评审专家是

做好基金项目通讯评审的关键,各科学处遴选专家

时既考虑其学术水平,也考虑其在以往评审工作中

的信誉,注意选择和补充科研一线的年轻人员作为

评审专家.在确保有效评审意见数量的同时,注意

提高通讯评审工作的质量.
(２)向通讯评审专家发送评审补充函,明确评

议要点和评议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建议评审专家从

以下几方面对申请项目开展评议工作:(i)评述申请

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ii)简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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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度资助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面上项目 ２３ ４６６ １０２７ ９５６ ７０３ ８８７ ２７９ １１４ ４４５５
占比(％) ０．５２ １０．４６ ２３．０５ ２１．４６ １５．７８ １９．９１ ６．２６ 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 １４０４ ２２６０ ５３６ — — — — — ４２００
占比(％) ３３．４３ ５３．８１ １２．７６ — — — — —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 ３７ １４９ ２３０ １９２ １３１ １２３ ４２ ８ ９１２
占比(％) ４．０６ １６．３４ ２５．２２ ２１．０５ １４．３６ １３．４９ ４．６１ 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７年度资助面上、青年、地区基金

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

性别 女性 男性 合计

面上项目 １５０４ ２９５１ ４４５５
占比(％) ３３．７６ ６６．２４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 ２２６６ １９３４ ４２００
占比(％) ５３．９５ ４６．０５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 ３８６ ５２６ ９１２
占比(％) ４２．３２ ５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项目的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iii)针对研究内容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能验证所

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可行性如何? (iv)从申请

人的经历、背景、水平等方面评述其研究能力;申请

人是否为本项研究准备了所需的材料、样本、设

备等?
医学科学部申请体系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融

合,从科学问题出发,将所有“学科”的共性科学问题

放在了一个体系中,补充函中建议专家在评审过程

中注意不同“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
(３)控制每个专家评审的申请书数量

为减轻评议专家的工作负担,保证评议质量,根
据基金委的要求,对通讯评审专家评议的面上、青
年、地区基金项目申请书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被指

派专家在同一学科评议的申请书数量最多１５份,全
委最多３０份;同时尽量避免一位专家只评议少数申

请的情况.

２．４　通讯评审意见综合、评审会重点审议项目推荐

科学处根据通讯评审意见,结合申请项目的

科学问题、研究价值、研究基础、承担基金项目完

成情况,综合分析通讯评审专家意见,根据资助

计划和学科、区域均衡发展等原则,提出评审会

建议重点审议项目,以及评审会整体审议项目.
对有创新、探索性强、风险性高的申请项目,学科

建议给予小额资助开展探索性研究,资助期限为

两年.

２．５　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经过专家评审组讨论、投票,委务会议审定,

２０１７年资助面上项目４４５５项、２４２１４０万元;资助

青年科学基金４２００项、８４０１０万元;资助地区基金

９１２项、３０８７０万元.资助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

目负责人年龄、性别分布情况见表２、表３.

２．６　疾病动物模型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建立是医学科学研究的重

要基础工作,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继续安排专门经费

用于倾斜支持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建立方面的研

究,希望通过稳定的支持能推动我国在疾病动物模

型建立方面的研究进展,为其他相关医学科学研究

打下基础.该类项目要求申请人围绕建立新的疾病

模型开展研究,而不是以已有疾病模型为基础开展

其他研究.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疾病动物模型”研
究项目申请２７９项.经过初审、同行通讯评议、学科

综合推荐、学部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学部专题评审会

议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共资助 ４７ 项,资助经费

３７６０万元.

２．７　罕见病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罕见病为患

病人数占总人口０．６５‰—１‰的疾病.２０１７年度医

学科学部安排专门经费用于鼓励研究人员关注人体

各系统罕见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基础研究.希望发

挥我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罕见病预防、诊断和

药物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获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关注重

大疾病中的罕见病例研究,旨在以罕见病例为突破

口推动对重大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为重大疾病的

诊疗新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２０１７年度,医学科学部“罕见病(例)发病机制

和防治研究”领域共收到申请项目１０８项,经过初

审、同行通讯评议、学科综合推荐、学部主任办公会

议讨论、学部专题评审会议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共
资助２８项,资助经费１８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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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重点项目受理、评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３９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共

收到申请６４２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的有关规定,各科

学处对收到的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４０项申请不符

合有关规定.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

知后,有７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审核均维持原不予受

理决定.最终不予受理４０项,正式受理６０２项;不
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６．２３％.

３．１　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审、答辩项目遴选情况

对于受理的６０２项申请,根据申请书内容按照

科学问题相近的原则将受理项目分组,每组项目选

择４—５位国内同行专家、２位左右海外同行专家进

行评审.

２０１７年度医学科学部共邀请５９１位国内外专

家参与重点项目通讯评审,发出同行评议函４０５８
份,其中发给１３４位海外专家的同行评议函８８１份;
共计收回同行专家通讯评审意见３８２１份,其中海外

专家评议意见６８４份.每项申请均达到具有５份同

行评议意见的要求.
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部务会议

遴选,报分管委主任审定,确定１６３项申请项目负责

人参加会议评审答辩,答辩项目数为资助计划的

１４５．５４％.

３．２　重点项目会议评审情况

根据立项领域,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答辩数量

均衡”的原则将１６３个答辩项目分成９组,以组为单

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者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体

讨论和无记名投票,遴选出１１２项建议资助项目,资
助金额３２７５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９２．４１万元.

４　重大项目申请及评议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受理 “代谢物及细胞感受代

谢物异常与肿瘤发生发展”重大项目,共受理４个包

１６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

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复旦大学牵头的联合

申请“代谢物及其感受调控异常在恶性肿瘤发生发

展中 的 作 用 与 机 制”获 得 资 助,资 助 直 接 经 费

１４９２８０万元.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受理 “生物活性小分子调控

病理性心肌重构机制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４个包

１６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

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天津医科大学牵头的

联合申请“花生四烯酸来源的生物活性小分子在病

理性心肌重构中作用机制研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

经费１５３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受理 “肠道微生态影响慢性

重大炎症性肠肝疾病的机制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

４个包１２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

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浙江大学牵头

的联合申请“肠道微生态影响慢性重大炎症性肠肝

疾病的机制研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５１１．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受理 “神经性视觉损伤与修

复的机制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４个包１６份课题

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

审、委务会议审定,复旦大学牵头的联合申请“神经

性视觉损伤及修复的机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

１４７１．００万元.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受理 “异常脑功能活动位点

与连接的多模态影像学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６个

包２４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

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首都医科大学牵头

的联合申请“癫痫异常脑功能活动位点与连接的多

模态影像学研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４８５．８０
万元.

５　重大研究计划申请及评议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已受理五个重大研究计划

的申请:
“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

机制”重大研究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１９项、集成

项目申请６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２６项.所有

项目均通过初审,正式受理２６项.受理的项目经过

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
建议资助集成项目３项、培育项目１项,战略研究项

目１项,共计５项、８４０万元.
“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１７项,培育项目申请４９项、重点

支持项目申请１６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共８３
项.经过审核,有３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８０项.
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

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集成项目３项、培育项目

１项、重点支持项目１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计

２７项、３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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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稳态与重构的调控机制”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４项,培育项目申请１１３项,战略

研究项目１项,共１１８项.经过审核,有３项不予受

理,正式受理１１５项.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

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集

成项目４项、培育项目２０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
计２５项、２２００万元.

“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重大研究计

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１１８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３５项,共１５３项.经过审核,有１项不予受理,正式

受理１５２项.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

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培育项目

１６项、重点支持项目５项,共计２１项、２０００万元.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重大研究

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１９９项、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４５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共２４５项.经过

审核,有５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２４０项.受理的项

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

评审,建议资助培育项目２９项、重点支持项目９项、
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计３９项、３７００万元.

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受理、评审、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３４９项,占该类别项目全委申请总数(２
６８４项)的 １３．００％.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的有关规定,各
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有３项不

符合规定不予受理,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

受理通知后,有２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复核,均维持

原不予受理决定.最终不予受理３项,正式受理

３４６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０．８６％.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１７３０份,回收１７３０份,

回收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

工作会议讨论、投票、学部部务会议遴选、分管委主

任审批,确定了３７项参加会议评审的申请项目.经

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投票,获
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半数的共３０人,根据委

下达的指标,按同意资助票数排序选出了２６位建议

资助者.经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

评审,专家组讨论投票,最终资助２４项,资助直接经

费共８４００万元.

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５８８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的有关规定,各学科对收到

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初审,所有项目均通过初审,予以

受理,正式受理５８８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２９４０份,回收２９４０份,

回收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

部务会议遴选,报分管委主任审定,最终确定７０项

申请项目参加会议评审.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答辩

数量均衡”的原则将７０个答辩项目分成４组,以组

为单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
总体讨论和投票,根据委下达的指标,按同意资助票

数排序遴选出５１个建议资助项目.最终资助５０
项,资助直接经费共６５００万元.

８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
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

请３３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的有关规定,学部对

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有１个申请项目

不符合有关要求不予受理,初审结果发出通知后,没
有提出复审申请,学部最终不予受理１项,正式受理

３２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１６０份,回收１６０份,回收

率１００％.根据同行评议结果和资助指标数,经学

部部务会议讨论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

７个群体参加学部专业评审组答辩.专家在听取答

辩报告、仔细了解同行专家评议意见后,经总体讨

论、投票,５项获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半数,
建议资助,资助总经费５２５０万元.

９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申请２０３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５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南»等有关规定,各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

式审查,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
申请人均未提出复审申请.最终不予受理６项,正
式受 理 １９７ 项;不 予 受 理 项 目 占 申 请 项 目 的

２．９６％.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９９０份,回收９９０份,回函

率为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
科学处共推荐建议答辩项目６０项.经学部部务会

议遴选、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４８项参加会议评

审的项目.经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体讨

论和投票,建议资助３３项,资助直接经费７６８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３２．７３万元/项.

１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海外及港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项目申请７７项,其中新申请５９项,延续

资助申请１８项.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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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海

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规定,各学科对收到

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有１０项不符合规定不

予受理,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
有２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复核,维持原不予受理决

定.最终不予受理１０项(均为新申请项目),正式受

理６７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１２．９９％.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３３５份,回收同行评议意

见３３５份,回函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

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申请材料,科学处推荐

延续资助答辩项目８项,经科学部部务会议遴选、分

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６项延续资助项目参加会议

评审答辩,为资助指标数的１５０％.经过评审,专家

建议资助延续申请项目４项,资助直接经费７２０万

元;建议资助新申请项目２２项,资助直接经费３９６
万元.

１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申请、评
审、资助情况

１１．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部分)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５７项,其中１项不符合有关

规定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５６项.经学部同行通讯评

议,根据计划局下发的答辩项目推荐指标,学部经讨

论推荐了１１个项目参加计划局组织的答辩会,经项

目申请人到会答辩、专家组讨论投票,建议资助其中

９项,资助直接经费６６３３．７９万元.

１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部分)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２项,受理１项,不予受理项

目１项.经学部同行通讯评议,１项多数同意资助

的项目进入医学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答

辩,专家进行讨论、投票,该项目在科学性方面的评

价获得专家赞成票超过２/３,但在可行性方面的评

价获得专家赞成票未过２/３,故未推荐该项目参加

计划局组织的答辩会.

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在基金委党组和分管委

主任的领导下,在委内各部门和委外广大医学专

家的支持下,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要

求,扎扎实实做好基金管理工作,圆满完成了各

项评审任务.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of
HealthSciencesin２０１７:anoverview

HuoMinghe PengYuhua HanLiwei DongErdan
(DepartmentofHealth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