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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专用于资助科研工具研制

的项目类型.本文介绍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的总体资助情况、评审程序和项

目执行期的管理工作情况,并对优化该类型项目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相关研究将对规范

和优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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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仪器是科学研究的利器,是科学知识和方

法的物质化集成,科研仪器自主研制能力是衡量一

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１,２].发达国家科

研资助 机 构 十 分 重 视 对 科 研 仪 器 研 制 的 资 助.

２０１７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出并组织实

施“十大创新建议”(１０BigIdeas),其中之一为资助

中等 规 模 的 研 究 基 础 设 施 (MidＧscal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旨在填补重大研究基础设施(MRI)
和重大研究设备设施建设(MREFC)之间资助研究

设备设施的空白地带,资助强度在６百万至７千万

美元之间.中等规模的研究基础设施进一步分为

MidＧscaleRI１和 MidＧscaleRI２两个类型,其中

MidＧscaleRI１主要资助现有主要设施的升级、高优

先级研究实验/活动的基础设施和部分网络基础设

施等,资助额度在６００万至２０００万美元之间.２０１９
年,NSF共资助１０项 MidＧscaleRI１项目,平均资

助强度为１１７６万美元[３],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部门推荐)的平均资助强度大致相当.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NIH)成立国立生物医学影像学与生

物工程学研究所(NIBIB),主要资助仪器装备研制

和开发相应的技术方法[４].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科研资助机构也通过设立专门的资助项目类别,对
科研仪器设备研制进行投资[２,５].

郑知敏　博 士,副 研 究 员,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委员会计划局项目处处长.

郝红全　博 士,助 理 研 究 员,国 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项目处副处长.

由于起步较晚、制造业欠发达、人才供给不充分

等多方面原因,我国高端科研仪器自主研制能力严

重不足,高端科研仪器主要依赖进口.为资助研究

人员开展科研仪器研制工作、提升我国科研仪器研

制能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

学基金委)于１９９８年设立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

目.２０１１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财政部支持下,设
立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２０１４年,自然

科学基金委将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和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整合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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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体情况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

家需求,以科学目标为导向,资助对促进科学发展、探
索自然规律和开拓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创性

科研仪器与核心部件的研制.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

委发布«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

请与受理、评审与批准、实施与管理、验收与结题、成
果管理和后评估等工作分别进行了规范,标志着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管理工作日臻成熟[６].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分为自由申请和部

门推荐两个亚类.其中,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以下简称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直接费

用资助强度在１０００万元/项以上.由于资助体量

大、项目执行期的管理工作要求高,重大科研仪器项

目须经项目组织部门推荐申请.此类项目申请由依

托单位把关后,提交至项目组织部门(即推荐部门),
由项目组织部门再次审核把关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

金委.目前,有１３个中央部门可以推荐申请重大科

研仪器项目[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批准资助重

大科研仪器项目５６项,批准资助金额合计４０．１４亿

元,详见表１.

２　管理工作概述

２．１　评审程序

与常规研究类项目不同,重大科研仪器项目评

审程序复杂,包括以下６个环节:通讯评审、科学部

专家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遴选、会议评审、资金预

算评审、现场考察和委务会议审批.根据项目定位

和«管理办法»要求,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在评审中,特
别关注所研制仪器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技术指标

的先进性,对相关学科领域发展的推动和带动作用,
研制方案的可行性和指标的可考核性,研制队伍构

成、仪器研制基础和相关研究条件,资金预算编制的

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等[６].

２．２　资助项目管理

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头绪较多,厘
清相关管理主体的职责、完善管理制度是做好项目

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提高项目资助绩

效的重要保障.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管理工作采用“３
＋２＋１”模式,共涉及６个主体.“３”代表三个部门:
依托单位、项目组织部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２”代
表管理工作组和监理工作组,二者分别对项目的日

常管理和监理工作负责.“１”代表项目负责人.按

照«管理办法»要求,相关主体在项目管理、监理和执

行过程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２．３　中期检查

按照«管理办法»要求,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在重

大科研仪器项目实施中期组织专家对项目进展、资
金使用和管理情况以及后期实施方案等进行检查.
中期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进一步明确项目的研究计划和目标.自然科

学基金委根据中期检查意见,作出是否继续资助的

决定并 通 知 依 托 单 位、项 目 负 责 人 和 项 目 组 织

部门[６].
重大科研仪器项目中期检查的内容包括以下五

个方面:一是仪器研制进展情况,对照资助项目计划

书中的年度计划,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二是后续研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三是经费使

用情况;四是研究资料保管和归档情况;五是研制工

作保障情况,包括依托单位(合作研究单位)的组织

保障、配套措施与政策支持情况,拟研制仪器样机安

置场地、场地周围环境和公用配套设施有关情况等.
从开展效果看,中期检查对项目的顺利执行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在项目执行期过半时

对项目总体执行进度作出评判,可对项目组形成一

定的工作压力,起到有效的督促作用;其次,专家结

合项目执行情况针对下一步研制方案提出的意见建

议,可以为后续研制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第三,中期

检查中指出的项目经费执行进度滞后、资金使用不

规范、技术文件档案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后续规范

项目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项目资助情况 经费单位:亿元

数理

科学部

化学

科学部

生命

科学部

地球

科学部

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

信息

科学部

医学

科学部
合计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合计 ２０ １５．２８ ６ ４．７１ ３ １．８４ ５ ３．６１ ７ ４．３６ ９ ６．２５ ６ ４．０６ ５６ ４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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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验收

为提高资助绩效,确保项目完成质量,重大科

研仪器项目验收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原

则.重大科研仪器项目有明确的验收指标.验收

工作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原则

开展.其中,“定量”是指严格对照计划书中的验

收指标对仪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工作参数进行测

试;“定性”是指验收专家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综合性评价.２０１５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验收工作方案

(试行)»,明确了重大科研仪器项目验收工作的具

体要求.目前,已有２３项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完成

验收.

２．５　资助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自仪器类项目设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提升我国科研仪器自主研发能力、培育仪器类创新

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重大科研仪器项目

资助,我国在生物多尺度多维高分辨计算摄像、单自

旋磁共振探测、人体肺部高灵敏度磁共振成像等领

域,研制出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仪器,
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唯一一个支持科研工具

研制的项目类型,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的研究内容、研
究目标和评价方式与常规研究类项目有明显差异.
管理实践表明,当前对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管理和运

行规律的把握还不够准确;在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中,仪器类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需要进一步深入调研和借鉴国内外仪器类资助项目

的成熟管理经验,结合重大科研仪器项目资助和管

理工作实际,优化和再造项目管理工作流程,提高管

理质量和水平.

３　优化项目管理的若干思考

３．１　完善项目管理规章

重大科研仪器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

系中管理流程最为复杂的项目类型.«管理办法»出
台后,需要对现行的各类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完善和

整合.要对每项管理活动的程序和要求作出明确规

定,形成覆盖项目管理全流程的工作方案(或实施细

则),实现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档案管理是科研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重

大科研仪器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对于项目的过程管

理和成果管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基金

委将根据重大科研仪器项目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研究制定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引导项目负责人和

依托单位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做好重大科研仪器项

目档案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确保归档文

件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系统性.

３．２　加强可行性论证

从验收情况看,重大科研仪器项目的延期结题

率较高.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批准的３６个项目中,申请

延期的项目共１８个.项目延期的原因主要有:关键

部件研制或采购遇到困难,立项时的研制方案在执

行过程中需要调整以及基建问题等[８].延期结题率

较高反映出评审过程中对研制方案可行性和研究条

件的论证不足.需要更加注重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将研究方案可行性、项目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措施及

相关预案作为评审和现场考察工作的必要内容.同

时,还要强化对研究条件保障的考量.

３．３　重视对技术属性的把握

与常规研究类项目相比,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具

有明显的技术属性和工程属性.在评审程序中,要
进一步重视对申请项目技术属性的把握,充分考虑

拟研制仪器在关键技术方面的自主性,关注项目拟

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和对我国科研仪器研制能力提

升的潜在作用.强化对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科研

仪器研制能力的评审,关注其掌握的与申请项目相

关的关键技术、以往承担仪器项目情况等工作基础,
避免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简单集成项目或拼盘项目

获得立项.

３．４　强化日常监理和管理

为保障仪器研制工作顺利进行,重大科研仪器

项目实行监理制度.项目组织部门对每个项目设立

监理工作组.监理工作组负责跟进和监督检查项目

的质量控制和进度、技术状态及技术风险情况,并将

发现的问题以监理报告的形式及时反映给项目组织

部门.实践表明,监理工作对于保障项目按进度执

行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但是,监理工作也存在

部分项目组织部门不够重视、监督检查不到位的情

况.项目组织部门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监理工作经

费、明确监理工作机制、保持监理工作的相对独立性

等方式进一步强化监理工作.
自然科学基金委针对每个重大科研仪器项目设

立管理工作组,负责具体项目管理工作.管理工作

组要进一步重视年度进展报告的审核工作,准确了

解项目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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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困难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依托单位要切

实履行管理责任,做好项目管理和条件保障.

３．５　探索后续资助方式

按照«管理办法»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承担促

进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推动项目成果转化的职责.
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尚未建立相应的开放共享资

助机制或运行补助机制.需要积极研究设立仪器开

放基金,提高仪器使用效率,促进更多科研人员利用

重大科研仪器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需要

积极探索设立仪器升级改造项目,使部分管理和运

行状况良好的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在性能指标方面保

持国际先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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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Program ofNationalMajorResearchInstrumentisauniqueprogram designedfor

providingnewapproachesandtoolsforscientificresearchinthefundingsystemof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Inthispaper,thefundingsituation,evaluationprocedureandprojectmanagementof

ResearchProgramofNationalMajorResearchInstruments(DepartmentalRecommendation)aresortedout

andsummarized．Focusingonthefurthermanagementwork,somepreliminarysuggestionsareprovided．

Relevantresearchwillprovidereferencesforthemanagementoptimizationworkofth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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