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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理性设计与计算模拟 武晓君 杨金龙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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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原子模拟软件包 (LSASP)程序设计和进展 刘智攀 商　城 (１):９５…………………………………

优化资源研发具有影响力的电子结构计算软件包 吴　玮 苏培峰 (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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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异构计算量子化学软件的研发恰逢其时 田英齐 马英晋 索兵兵 金　钟 (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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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天佑 钱　锋 李德毅 潘云鹤 韩军伟 付　俊 刘　克 宋　苏 吴国政 (３):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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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进 展

我国核天体物理前沿科学问题研究进展 柳卫平 李志宏 郭　冰 唐晓东 何建军 (２):１２５……………

现代大地测量及其地学应用研究进展

孙和平 徐建桥 江利明 刘根友 郑　勇 闫昊明 鲍李峰 胡小刚 周江存 (２):１３１…………

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应用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研究成果的综述

曹礼群 陈志明 许志强 袁亚湘 张林波 郑伟英 周爱辉 (２):１４１………………………………

“细胞编程和重编程的表观遗传机制”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

张　儒 赵天宇 田艳艳 高绍荣 杜生明 谷瑞升 (３):２７１…………………………………………

“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 朱日祥 (３):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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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研究现状及展望 郭艳苏 曹河圻 (４):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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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细胞超灵敏结构光超高分辨率显微镜 黄小帅 李柳菊 范俊超 刘彦梅 谭　山 陈良怡 (４):３６７…

活病毒直接转化为预防、治疗双功能疫苗研究进展 周雪莹 马闻箫 周德敏 (５):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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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光场调控的研究进展 李占成 刘兆庆 程　化 田建国 陈树琪 (５):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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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及管理探讨 施群荣 张亦弛 张　珩 (２):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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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科学管理的对策研究 雷　蓉 王洪波 王东鹏 (３):３１６…………

科学基金资助人才成长特征分析:以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为例

张宛姝 陈　睿 刘　柯 曾思棋 汪雪锋 (４):３８２……………………………………………………

“优青”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促进作用及相关管理举措探讨

刘　超 李　东 鲍锦涛 杨凌春 蔡　晖 (４):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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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报告及依托单位绩效专题报告 吴卫红 赵　鲲 丁章明 方　勇 (４):３９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务管理流程优化再造工作的若干思考

郝红全 任之光 倪善强 古振远 (４):４０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情况分析:以江苏省获资助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情况为例 毛献峰 施　嵘 杨　松 (４):４０５……………………………………………………

从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看上海交大医学学科国际合作态势 陈建俞 (４):４１２………………………………

瑞典科研资助机构的评估体系探析与思考 蔡乾和 陶　蕊 (４):４１７…………………………………………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科学资助分析:基于科学结构图谱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王小梅 李国鹏 陈　挺 (４):４２４…………………………………………………………………………

地区科学基金人才培养成效与实施机制研究 方　勇 安超男 (５):５０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与材料领域重大项目回顾与体会 王国彪 (５):５１１……………………………………

推动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的思考 杨雪梅 侯雨佳 冯　勇　汪雪锋 (５):５２０……………………………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绩效评价

———基于特定领域科研产出和跨省合作网络的分析 郭　颖 廉翔鹏 王　岩 张立立 (５):５２７……

借力双一流计划提升肿瘤专科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质量的探索 殷嘉珺 庄建辉 (５):５３４…………

英国科学资助机构开放数据政策及其对我国启示 胡明晖 孙　粒 (５):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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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技巧及要点 张　策 崔永萍 郭大玮 (６):５９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项目实施与管理模式探讨———以力学科学处为例

白坤朝 詹世革 马少鹏 仇　巍 (６):６０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科会议评审前网络投票的实践与思考 杜全生 邹　龙 刘小莉 (６):６０６……

基于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浅谈天文研究队伍的发展 刘　强 颜景志 董国轩 (６):６１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湖南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李　杰 伍小松 陈光辉 (６):６１７………………

科 学 论 坛

生物制造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杨华勇 赖一楠 贺　永 陈华伟 顾忠泽 帅词俊 徐　弢 李　斌 贺健康 叶　鑫 (２):２０８…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的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管理

黄海军 高自友 田　琼 吴建军 刘作仪 孟庆峰 (２):２１４…………………………………………

量子科技领域研究影响力及资助状况国际对比分析

PhillJones 周鸣昕 董　超 NickoGoncharoff 郑永和 (２):２２４…………………………………

中美科研实力比较研究:基于«２０１７研究前沿»的分析 冷伏海 赵庆峰 周秋菊 (２):２３１……………………

动物优良种质创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 任红艳 陈从英 孟庆峰 杜生明 胡景杰 (３):３２０………………

中国地球科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及其时空变化 王雪梅 张志强 马明国 (３):３２８……………………………

中西医结合防治代谢性疾病的关键科学问题

孔令东 郝海平 郭淑贞 郭　姣 孟庆峰 张凤珠 (４):４３４…………………………………………

“合成生物学”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

王璞玥 唐鸿志 吴震州 孟庆峰 杨正宗 杜生明 冯雪莲 (５):５４５………………………………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现状、挑战及政策演变 黄园淅 赵吝加 (６):６２２………………………………………

预防医学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其关键前沿基础科学问题

秦立强 戴宇飞 顾爱华 余灿清 张作文 (６):６２９……………………………………………………

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现状与治理路径

———基于媒体报道的６４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 刘　普 (６):６３７……………………………………

关于加快推进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任胜利 程维红 刘筱敏 严　谨 刘培一 刘　静 (６):６４５…………………………………………

资 料 信 息

我国学者在腹主动脉瘤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１２) 我国科学家在深地暗物质探测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３０) 我国学者在不对称有机催化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６５) 我国学者利用脑磁图(MEG)技术

在视知觉整合神经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９４) 我国学者在 DNA 测序方法与技术上取得重要进展(１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动物源病原体的发现及其对人类致病性研究”结题取得重要进展(２０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精准微创手术器械创成与制造基础”重大项目完成既定目标顺利结题(２１３) 我国学者提出

地球历史上最大一次生命灭绝的新模式(２６５) 细胞自噬在非小细胞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３３５) 加

速突破性创新:欧盟高层次创新专家组的政策建议(３３６) 灾害科学:全球展望及我国研究现状分析(３４０)
我国科学家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展(３８６) 我国学者在仿生催化和有机小分子催化研究领域

获重要突破(４２３)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研发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分析(４４２) «中国科学基金»七届一次编委

会会议在京召开(４５０) 我国科研人员利用LAMOST发现锂丰度最高的巨星(４５８) 我国学者在古人类研

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４８４) 我国学者在石墨烯纳米环境化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５１０) 美国 NSF“构
建未来:投资发现和创新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５５２) 我国学者在寻找新的精确宇宙学探针方面取得新进

展(５６７) 我国学者揭示觉醒维持的关键机制(５８８) 我国学者在催化水氧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６４４) 德

国２０１８年研究与创新政策核心主题(６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