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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２０１９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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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

学基金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分管委主任和科

学部主任的指导下,信息科学部围绕科学基金三大

改革任务,聚焦“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

学科布局”,积极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在评审工

作中,积极宣传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方案,严格遵守

基金管理办法,落实“四方”承诺,努力营造良好的评

审环境.主要负责人按照“一岗双责”要求,与科学

部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共同努力顺利完成评审工作.

１　２０１９年度项目评审工作总体思路

严格遵守基金管理办法,确保评审工作合法合

规.评审工作依据«２０１９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

作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９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及«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等系列文件和各类项目管理

办法.在各类项目评审过程中,积极落实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任务,在各个环节向专家学者宣传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新举措,特别在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等

评审会上,向评审专家传达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

体内涵和评审要点;结合信息领域特点,把拟开展研

究工作的创新性放在首位,不唯论文数量,重视学术

贡献与质量;支持面向科学发展前沿和国家发展重

大需求的基础研究.
在风险防控方面,严格遵守自然科学基金委工

作人员、评审专家、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回避

与保密等有关规定.在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期间,
要求专家和工作人员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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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１９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在

评审会议专家报到时,将科学部全部专家名单按姓

氏笔画排列在一起;在开幕式结束时,工作人员用手

机短信通知专家所在评审组和会议室.对于所有具

有答辩环节的项目会议评审,均对申请人汇报和评

审专家提问过程进行全程录像;要求全体参会人员

遵守会议规定,不得相互请客吃饭,不得建立会议评

审专家微信群,不得泄露或在微信等媒体上发布专

家评审会议发言讨论的内容和未经过委务会议批准

的会议评审结果.评审会议期间,采取手机统一集

中管理措施,营造了良好评审环境.此外,在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

称“面青地”)和重点项目会评专家邀请方面还特别

要求:重点项目评审在本评审组回避申请人和参加

者依托单位的专家;重点项目答辩人不担任后续面

青地项目会评专家;连续两年担任专家评审组成员

的专家按要求全部予以回避.在评审会议期间,根
据新发现或专家主动提出的有共同利益等需要回避

的情况,及时调整评审专家和主审专家并做好记录.
监督委员会驻会监督工作组驻会监督并宣讲科研诚

信政策,进一步确保了评审工作合法合规及项目评

审的公正性.

２　２０１９年度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１９年信息科学部各类项目总申请数为２５１９１项

(截止至２０１９年０５月２１日正式库查询),而２０１８年度

同期申请总数为２３４７６项,同比增长１７１５项,增长

率为７．３１％.

２０１９年面青地三类项目申请数为２１７３５项,其
中面上项目１１３４２项,比２０１８年(１０５５８项)增加了

７．４３％;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８８３７ 项,比 ２０１８ 年

(８２８０项)增加了６．７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５５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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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９年度面青地项目科学属性分布情况

总申请数(项)
A B C D

申请数(项) 比例(％) 申请数(项) 比例(％) 申请数(项) 比例(％) 申请数(项) 比例(％)

面上 １１３４２ ９２４ ８．１５ ３８８６ ３４．２６ ４８３８ ４２．６６ １６９４ １４．９４
青年 ８８３７ ７４１ ８．３９ ２９９１ ３３．８５ ３７３５ ４２．２７ １３７０ １５．５０
地区 １５５６ １４９ ９．５８ ３９５ ２５．３９ ６６８ ４２．９３ ３４４ ２２．１１
合计 ２１７３５ １８１４ ８．３５ ７２７２ ３３．４６ ９２４１ ４２．５２ ３４０８ １５．６８

比２０１８年(１４６３项)增加了６．３６％.各科学问题属

性下的申请情况如表１所示.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重点项目申请３８４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５２３项、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９１８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申请１４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申请１９４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８５项,部门推荐９项)、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申请３０项、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８０项以及联合基金项目９２５项等.
因超项及其他违规原因而不予受理的项目为３６４项

(集中受理期内３４４项),在规定期限内,收到正式提

交的复审申请７７项,经综合与战略规划处和相关学

科处审核,其中６２项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

３　２０１９年度基金评审工作整体情况

３．１　面青地三类项目

３．１．１　面青地三类项目整体情况

(１)面上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面

上项目申请１１３４２项,重点讨论项目２９６８项(为总

可资助项目数的１４９．９７％),最终批准资助２０２４项

(其中信息和数学交叉项目２０项),直接经费平均资

助强度为 ５９．６５ 万元/项,资助率达 １７．８５％,比

２０１８年的平均资助强度(６０．０９万元/项)略有减少,
资助率亦有降低(２０１８年的资助率为１９．５５％).扣

除信息与数学交叉项目后,２０１９年度面上项目总计

批准资助项数为２００４项,直接经费合计１１９５６４万元

(２０１８年为１１４９１１万元),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

为５９．６６万元/项(２０１８年为６３．２１万元/项).
(２)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

共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８８３７项,重点讨论

３１５９项(为总可资助项目数的１４９．８５％),最终共计

批准资助２１３４项(２０１８年为２０９４项),直接经费平均

资助强度为２４．４４万元/项(２０１８年为２４．７０万元/项),
资助率为２４．１５％(２０１８年为２５．８２％).

(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

共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５５６项,比２０１８年

(１４６３项)增加了６．３６％;重点讨论３２５项(为总可

资助项目数的 １４９．７７％),最终批准资助 ２２７ 项

(２０１８ 年 为 ２２１ 项),直 接 经 费 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３８．４０万元/项(２０１８年为３７．８６万元/项),资助率

为１４．５９％(２０１８年为１５．８５％).①

３．１．２　F０６(人工智能)代码下面青地三类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 F０６代码下面上

项目申请１４０３项,批准资助２５０项,平均资助强度

为５９．９６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８２％;接收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９３４项,比２０１８年(８７６项)增加６．６２％,
批准资助２２０项,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４．２０万元/项,资助

率为２３．５５％;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２７１项,
比２０１８年(２５６项)增加５．８６％,批准资助４０项,平
均资助强度为３８．４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７６％.
批准资助项目中,机器感知与模式识别(F０６０３)批准

资助１７６项,占比３５．８％,位列第１,人工智能基础

(F０６０１)和机器学习(F０６０２)批准项目数分列第２、

３位.

３．１．３　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代码下面青地

三类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共

接收面青地项目申请５３８项,批准资助项目合计

８１项,其中女性科研工作者获资助３６项,占获资助

数的４４％;高等院校获资助７９项,占获资助数的

９７．５％;师范类院校获资助４６项,占获资助数的

５６．７％;面青地各类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如下:
(１)F０７０１面上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

接收F０７０１代码下面上项目申请３１０项,上会重点

讨论７２项(为总可资助项目数的１６０％),批准资助

４５项,其中２３位项目负责人(占５１．１％)主持过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位项目负责人(占３５．６％)
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位项目负责人(占

１５．６％)未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直接经费

平均资助强度为５０．０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５２％.

① 以上数据包含F０６(人工智能)、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及F０７０２(信息与数学交叉问题)三个代码下各项目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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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F０７０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

科学部共接收F０７０１代码下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５８项,上会重点讨论４１项(为总可资助项目数的

１５７．６９％),最终批准资助２６项,其中１位项目负责

人(占３．９％)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９位项

目负责人(占３４．６％)曾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１６位项目负责人(占６１．５％)未曾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为１５．９２万元/项,
资助率为１６．４６％.

(３)F０７０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信息

科学部共接收F０７０１代码下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７０项,上会重点讨论１６项(为总可资助项目数的

１６０％),批准资助１０项,其中３位项目负责人(占

３０％)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位项目负责

人(占７０％)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直接经

费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３３．６０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１４．２９％.

３．１．４　F０７０２(信息与数学交叉问题)代码下面青地

三类项目

　　F０７０２中各三级代码主要面向信息与数学交叉

问题,其中F０７０２０１(电子通信与数学交叉)由信息

科学部一处负责,F０７０２０２(计算机与数学交叉)由信

息科学部二处负责,F０７０２０３(自动化与数学交叉)和

F０７０２０４(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由信息科学部三处

负责,F０７０２０５(半导体与数学交叉)和 F０７０２０６(光
学与数学交叉)由信息科学部四处负责.F０７０２代

码下共接收面青地项目２６４项,批准资助４１项;其
中,面上项目申请 １６３ 项,资助 ２０ 项,资助率为

１２．２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７７项,资助１６项,
资助率为２０．７８％;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２４项,
资助５项,资助率为２０．８３％.

３．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重点项目指南发布了９９个

重点项目资助领域.此外,根据国家重大需求,信息

科学部继续试行接受非立项重点领域自由申请,这
些领域包括海洋信息获取与传输、社交媒体大数据

分析与处理、系统软件设计理论与方法、无人系统控

制与协作、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计及超禁带半导体

信息器件.本年度共受理重点项目申请３８４项(其
中立项领域申请２６０项,非立项领域１２４项).经通

讯评审、学部工作会议讨论,推荐１５４个重点项目参

加答辩,最终批准资助１０５项(其中立项重点领域

８３项,非立项重点领域２２项),资助直接经费合计

３１５００万元,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为３００万元/项

(２０１８年为２８５．７１万元/项),资助率为２７．３４％.

３．３　２０２０年度拟立项重点领域

对于２０２０年度建议立项的重点项目领域,信息

科学部召开学部办公会议,向分管委领导汇报重点

项目领域建议的征集和通讯评审情况,讨论决定推

荐上会的清单,并由学科评审组专家讨论、无记名排

序投票、按排序先后的方式,确定拟立项的重点项目

领域和科学部优先资助的重点领域.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收到重点项目领域建议

书３００份;在通讯评审基础上,科学部会议推荐上会

重点讨论１７５项;经评审专家投票,２０２０年度信息

科学部拟发布８９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此外发布２个

优先资助领域以形成２个重点项目群.２０２０年信

息科学部拟继续安排重点项目经费的２０％支持非

立项重点领域自由申请,资助范围拟集中在海洋信

息获取与传输、目标和环境复合散射、网络空间安

全、系统安全、区块链、脑机接口、智能自主系统、工
业制造过程智能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光学

生物调控、大阵列焦平面多色成像等国家重大需求

相关重点发展领域.

３．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申请１９４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８５项,推荐

上会答辩３５项,最终批准资助２２项,资助总直接经

费合计１５７９８．６３万元,资助率为１１．８９％;部门推

荐９项,推荐上会答辩２项,批准资助１项,资助经

费合计５１８４．９９万元.(２０１８年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总共申请１８８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７８项,推
荐上会答辩３５项,批准资助２７项,资助总直接经费

为１８７６９．５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５．１７％).

３．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５２３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３４项(２０１８年

为４８９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长６．９５％,推荐上会答

辩６５项,批准资助４３项,资助率为８．２２％.

３．６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９１８项(２０１８年为８６９项),与２０１８年相

比增长 ５．６４％,推荐上会答辩 １３６ 项,批准资助

９０项.

３．７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申请１４项.批准资助４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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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直接经费合计６４０万元.

３．８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创新研究群体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３０项,推荐上会答辩９项,批准资

助６项.

３．９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申请８０项,２项不予受理;推荐上会

答辩１９项,批准资助１４项(其中与美国６项、英国

５项、澳大利亚３项),资助率１７．５０％,资助直接经

费３４８０万元.

３．１０　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重大研究计划建

议申请书９份,推荐上会答辩项目３项,批准资助

１项.

３．１１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重大项目申请８项,
推荐上会答辩项目６项,批准资助６项.

３．１２　基础科学中心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９项,推荐上会答辩项目５项,批准资助２项.

３．１３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信息科学部总共受理包括 NSFC－
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智能电网联合基金、NSFC－新疆联合

基金、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NSFC－辽

宁联 合 基 金、NSFC－ 浙 江 两 化 融 合 联 合 基 金、

NSFC－广东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项目、NSFC－深

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民航联合研究基金、企业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等１２类联

合基金项目的申请,涉及网络与信息安全、大数据人

工智能、两化融合、机器人等领域.

４　２０１９年度评审工作整体要求与总结

４．１　面青地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对面青地三类项目的评审,信息科学部要求围

绕资助导向准确把握项目定位、资助政策和评审标

准.提交会议评审重点讨论的项目数不少于资助计

划项数指标的１３０％.除对上会重点讨论的项目逐

项讨论外,也要求对其他项目进行整体审议.为提

高会评质量和公正性,会议评审均采用双主审专家

制,要求评审专家在尊重通讯评审结果的基础上,对
有争议的项目进行重点讨论.

信息科学部鼓励创新和交叉研究,允许按照规

定署名推荐“非共识”项目.对多数通讯评审专家认

为不应予以资助的项目,２名以上会议评审专家认

为项目创新性强,可以独立署名推荐.会议评审专

家应当独立填写推荐意见,说明该项目的创新性、科
学价值以及与通讯评审意见的差异性,经专家评审

组组长审查确认后方可就该项目进行重点讨论.专

家评审组在充分听取推荐意见的基础上,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获投票人数２/３以上赞成票

的方可建议资助.
为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成长、充分发挥女性

科研人 才 的 作 用,信 息 科 学 部 在 各 类 项 目 评 审

中,在同等条件下建议优先资助女性科研人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时,在同等条件下向

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在各类项目评审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边远

地区科研人员.
项目建议资助经费由评审专家确定,对面上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超过平均额度１０％、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超过平均额度２０％的项目进行逐项讨论.

４．２　重点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在重点项目评审中,信息科学部围绕科学问题

属性,要求项目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

原则,明确关键科学问题;合理分配和平衡“重点项

目立项领域”和“重点项目非立项领域”指标分配;重
视学科交叉与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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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重视科学前沿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基础科学问题,特别是未来“卡脖子”技术背后的科

学问题.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对聚焦前沿、需求牵

引、交叉融合类研究项目重视项目的科学价值、创新

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信息科学部要求专家在评审中考虑以下情况:

申请人以往完成基金项目情况;研究工作基础、研究

条件和研究队伍状况;研究内容与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
点国际合作项目等关联关系,以及与国家其他科技

计划的关系,同时特别强调考察重点项目负责人能

否保证有时间和精力完成相关研究.在今年的重点

项目评审中,还要求申请人在答辩中对申请项目的

科学问题属性予以重点说明.

４．３　参加评审会议专家情况

重点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评审专家１５３名,分
为 １１ 个 学 科 评 审 组,其 中 特 邀 专 家 ４７ 人,占

３０．７％.面青地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专家１７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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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１２ 个学科评审组,其中特邀专家 ４０ 人,占

２３．０％,包含海外专家３人.在评审会上,信息科学

部向评审专家介绍专家组评审任务、专家权利、职责

范围和义务,明确面青地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投票规

则,传达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
强调面上类项目评审采用双主审机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要求,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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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

遵守评审纪律,遵守回避和保密原则.

４．４　学科布局新措施

(１)积极推动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基金改革,
在信息四处(F０４和F０５)试点实行面上项目的分类

评审,并请会议评审专家结合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

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进行评审;
(２)积极响应国家对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发

展布局和规划,加强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资助

该领域相关基础研究的创新群体项目１项;
(３)倾斜支持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F０７０１),划

拨３０００万元支持该领域的研究.资助经费相比

２０１８年(２２１６万元)增加３５．４％,资助率从７．８５％
提高到１５．０６％;

(４)针对近年信息领域青年和地区研究人员增

加速度高于资助项目增加速度的状况,从面上经费

划拨７５０万元,用于提高青年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的资助率;
(５)根据国家重大需求,２０１９年信息科学部继

续接受非立项重点领域自由申请,在海洋信息获取

与传输、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系统软件设计

理论与方法、无人系统控制与协作、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设计及超宽禁带半导体信息器件等领域接受科

学家自由申请,鼓励科学家提出重要、有创新性的想

法并予以资助;
(６)针对我国在软件操作系统、基础软件以及

未来移动网络等领域的需求,倾斜支持相关领域基

础研究.

５　基金改革与试点

２０１９年,信 息 科 学 部 在 半 导 体 科 学 与 器 件

(F０４)、光学与光电子(F０５)两个学科开展面上试点

分类申请与评审.试点分类评审的项目会议评审

时,请会议评审专家结合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

内涵和评审要点进行评审.

F０４和F０５今年总共收到面上项目申请２４９８项,
其中科 学 问 题 属 性 A 类 申 请 １８９ 项、B 类 申 请

１０５０项、C类申请１０５１项、D类申请２０８项.经函

评后,共建议６５４个项目为会议评审重点讨论项目;
其中,科学问题属性 A 类４３项、B类３１７项、C类

２５２项、D类４２项.
会议评审专家普遍认为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

类是合理和科学的,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从源头

上促进科研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特长,
选择合适的问题属性和研究方向,有利于为国家的

科技创新提供动力.会议评审专家对各项目的科学

问题属性进行讨论,绝大部分申请书的科学问题属

性得到会评专家的认同,专家认为项目选择的科学

属性与研究内容相符的占９０％,不符合的占１０％.
对科学问题属性为 A 类的项目,会议评审专家对其

原创性十分关注,尤其是从０到１的突破;在评审期

间,专家认为与研究内容不符的比例在四类属性中

最高,占４０％.对于科学问题属性为 B类的项目,
专家大多认同其“聚焦前沿”,认为不符合的原因是

“独辟蹊径”不足,技术或方案的创新性或前瞻性欠

缺,不符合的占比９％.对于科学问题属性为 C类

的项目,专家认为不符合的原因是申请书中没有体

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更偏重于“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不符合的占比９％.对于科学问题属性为

D类的项目,专家认为部分申请书并没有真正体现

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内涵,不符合的占比８％.
会评专家普遍认同按科学问题属性分类来撰写

申请书,一方面评价依据更加明确,有助于提高评审

的精确度和针对性;另一方面资助导向更加明确,有
助于使申请书更符合科学基金的资助目标.会议评

审专家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尤其是相关科学处能够

多渠道加大分类申请、分类评审的宣传和引导,让申

请人和评审人都能够充分理解四类科学属性的内

涵,提高项目评审质量.

６　对未来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设想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是信

息科学部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在未来工

作中,信息科学部将根据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的

要求,围绕“３大任务”、加强“３个建设”、完善“６个

机制”、强化“２个重点”,优化科学基金的资助管理,
尤其针对技术/难题问题研究较多、凝练机理不够、
局部问题研究多而体系全贯通布局与系统研究少等

问题,探索面向科学前沿、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

机制:
(１)重大应用需求牵引,问题驱动,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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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作用机理(如人机物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研究);
(２)系统需求牵引,器件/模块功能导向,关注

局部与整体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关联关系(如类脑智

能芯片研究);
(３)聚焦前沿,关注新仪器研制,探索新现象、

新原理、新方法发现机制(如半导体缺陷演化机理研

究、等离子体发生与作用机制);
(４)推动学科交叉,促进融会贯通;注重共性

问题研究,推动跨领域协同研究(如生物信息学、

AI).

同时还将积极推动新时代信息科学基金深化改

革,加强对新时代科学体系与改革工作宣传和解释,
进一步明确四类资助导向,争取科学家共识;加快推

进“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的深入调研;
通过广泛的学科调研与数据分析,进一步凝聚科学

共识,优化申请代码;凝练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加强

对操作系统及系统软件研究的支持;加强学科交叉,
促进科学前沿发展和国家需求相统一,为提升国家

科技创新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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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关键矿产资源可持续管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７１６９０２４１,７１８１０１０７００１,７１７７４１００)等的资助下,上海交通大学耿涌

教授、清华大学郝瀚副教授与英国利兹大学 Tate教授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在关键矿产资源可持续管理研究

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以“SecuringPlatinumＧGroupMetalsforTransportLowＧCarbonTransition”(为
交通低碳转型提供铂族金属资源保障)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发表在OneEarth(«一个地球»)杂志上.论文链

接:https://www．cell．com/oneＧearth/fulltext/S２５９０Ｇ３３２２(１９)３００１８Ｇ１.
以锂、钴、镍、铂族金属等为代表的关键金属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以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

汽车为代表的下一代交通绿色低碳技术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交通部门有望超

越其他领域成为相关关键金属资源最大的需求方.由于相关资源储量相对有限且地理分布集中,交通部门

的绿色低碳转型将对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造成巨大挑战,其供应风险形成机制及应对策略亟待厘清.
聚焦上述关键问题,研究团队建立了全球交通部门系统仿真模型,实现了较大空间尺度、时间尺度、车型

覆盖、多指标的系统仿真.对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铂族金属需求量研究表明,全球尺度下铂族金属资源可以

有效支撑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但区域尺度下资源供需高度错位,对于少数低政治稳定性国家资源的高度依赖

将带来巨大的供应风险.对重型车电动化资源影响的研究表明,重型车领域全面电动化将明显提升以锂资

源为代表的关键金属需求量,应谨慎选择技术路线,同时通过降低单车续航里程、提升电池寿命等手段减少

重型车电动化资源冲击.
研究工作为全球及我国制定关键金属资源政策、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技术路线提供了科学基础,同时为更

加广泛的低碳技术—关键金属资源约束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借鉴.

(供稿:管理科学部　任之光　耿　涌　杨列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