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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在国内科学界享有较高的关注

度和认可度.近年来苏州大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医学学科发展

态势引人关注.本文对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项目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从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助力

苏州大学医学学科的发展情况,并就有关经验做法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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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有效运

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支持

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发现和培

养科学技术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科学基金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

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了“科学民主、平
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资助科研人员开展

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原始积累

与原始创新,促进高校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已成为高

校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与经费支撑之一[１].长

期以来,因其资助理念先进、支持方向稳定、科学布

局前沿、公平公正,备受研究人员和科研院所及高校

关注,一个单位承担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往往是衡

量这个单位在国内学术界的学术地位以及它的水平

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为单位稳定基础研究人

才,获取高水平研究成果奠定坚实基础[２].
苏州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２０１１”计划首批入

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政府共建“双一流”建设

高校、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江苏省政府共建高校,是江

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苏州大学医学部现有基础

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等５个学院、３个临床

医学院和９个研究院所.拥有教职工８００余人,

刘开强　博 士,副 研 究 员,苏 州 大 学 科 学

技术研究部 科 学 技 术 处 副 处 长.长 期 从

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管理工作,先

后在«中国科学基金»«浙江档案»等学术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承担多项国家和省级

课题.

张浩　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科 研 平 台 等 科 技 创 新 管 理 研 究.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苏州市

软科学研究项目、苏州大学纪检监察研究

重点课题和苏州大学 高 等 教 育 教 改 项 目

等课题.获２０１９年江苏高校协同创新管

理工作先进个人.

三家直属附属医院具有教学职称的人员１０４６人,
其中“两院”院士３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和青年学者６人、“跨世纪和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５人,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４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２人、“优秀

青年科 学 基 金”获 得 者 ８ 人,“９７３”首 席 科 学 家

５人.
近年来,苏州大学在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的立

项数量保持稳步增长,提升了医学科学整体科研实

力和原创能力,促进了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成果产

出,推动了苏州大学医学科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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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苏州大学获批医学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１．１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

总体情况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申请科学基金医学科

学部项目数保持在５００项以上,申请量从２０１４年的

５６３项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８４６项,增长５０．２７％,获批

项目数从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１项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５
项,增长１９．８３％,资助经费保持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表 １).近 五 年 项 目 平 均 资 助 数 １３０ 项 左 右,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获批项目平均数较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增

长３０项左右.近五年累计申请项目３２５０项,获批

６６９项,平均资助率２０．５８％,资助经费２９４５０．２万

元,科学基金为苏州大学医学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

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１．２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

学科情况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

涉及除地方疾病、职业病学(H２４)和中西医结合

(H２９)外的所有学科,涉及学科面广,数量与经费较

多.优 势 学 科 肿 瘤 学 共 获 批 项 目 １１６ 项,占

１７．３４％;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H０９)获批项目９０
项,占１３．４５％;血液系统(H０８)获批项目７５项,占

１１．２１％,预防医学(H０２)和循环系统(H２６)均获批

项目４８项,占７．１７％,以上五大优势学科合计获批

项目３７７项,占５６．３５％.五年合计获批４０项以上

的学科有６个,获批经费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学科有

１０个,其中获批经费最多的为肿瘤学(H１６)和神经

系统和精神疾病(H０９),获批经费４８６０．５和４３６８．３
万元(表２).

１．３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

类型比较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科学基金医学科

学部项目涉及９个类型(表３),主要集中在面上项

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别为３２２项和３１２项,获
批经费分别为１８２２５万元和６４４３．９万元;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１０项,经费１６２６．３万元;重点

项目６项,经费达１６８２万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１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４项;重大研究

计划７项,经费４９５万元.从表３可以看出,苏州大

学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类型较全,但是在创新研究

群体、重大项目上还未突破,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表１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总体情况

年度
申报

项目数

资助

项目数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２０１４ ５６３ １２１ ２１．４９ ６０８８．３
２０１５ ５４９ １１７ ２１．３１ ５４８７．１
２０１６ ５６１ １１８ ２１．０３ ５２９０．８
２０１７ ７３１ １６８ ２２．９８ ６５２２．０
２０１８ ８４６ １４５ １７．１４ ６０６２．０
合计 ３２５０ ６６９ ２０．５８ ２９４５０．２

　　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项目批准金额只计直接经费,本文数

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年度资助项目统

计,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提供的项目综合查询.

表２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学科比较

代码 学科 项目数 经费(万元)

H０１ 呼吸系统 ６ ２６４．０

H０２ 循环系统 ４８ ２４３５．０

H０３ 消化系统 ８ ４０２．０

H０４ 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 ２１ ８７５．０

H０５ 泌尿系统 ７ １４０．０

H０６ 运动系统 ４２ １８７１．０

H０７ 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 １０ ２８７．０

H０８ 血液系统 ７５ ３２７３．０

H０９ 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 ９０ ４３６８．３

H１０ 医学免疫学 ２７ １４０２．５

H１１ 皮肤及其附属器 ６ １６３．０

H１２ 眼科学 ４ ８０．０

H１３ 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２ ３４．０

H１４ 口腔颅颌面科学 ３ １２９．０

H１５ 急重症医学/创伤/烧伤/整形 １２ ７１５．０

H１６ 肿瘤学 １１６ ４８６０．５

H１７ 康复医学 ４ １４７．０

H１８ 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３０ １０９６．０

H１９ 医学病原生物与感染 １１ ５６１．０

H２０ 检验医学 ７ １７９．０

H２１ 特种医学 １ ２０．０

H２２ 放射医学 ３２ １４７０．０

H２３ 法医学 ６ ４７４．０

H２５ 老年医学 １ ５９．０

H２６ 预防医学 ４８ １９６５．０

H２７ 中医学 ４ ２０２．０

H２８ 中药学 ２ ８１．０

H３０ 药物学 １５ ８６１．７

H３１ 药理学 ３１ １０３５．２
合计 ６６９ ２９４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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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苏州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获批医学科学部项目类型比较

项目类型 项目数 金额(万元)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３５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４９０．０
重点项目 ６ １６８２．０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１０ １６２６．３
面上项目 ３１２ １８２２５．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２２ ６４４３．９
应急管理项目 ６ １２０．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１ １８．０
重大研究计划 ７ ４９５．０
合计 ６６９ ２９４５０．２

２　科学基金助力苏州大学医学科学发展成

效分析

２．１　助力医学科学人才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创
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

学科发展的关键,自２００６年以来,苏州大学实施了

“人才强校”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引
育并举”,科学基金为苏州大学医学科学人才队伍建

设提供了强有力支持.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苏州大学医

学科学领域共有共３２２人获得青年科学基金,４人

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１人获得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伴随着科学基金的资助,医学科学高水平人才

和团队建设成效显著,有３人获得长江学者,１０人

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２人获得江苏省

“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４人获江苏省“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资助、３个团队获得“双
创团队”资助,极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和工

作热情,特别是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是广大青年教

师科研基金的“第一桶金”.通过青年基金的资助,
青年教师从项目的构思,申请书撰写,中期检查和结

题,可以接受一次完整的科研系统训练,加速了医学

科学科技人才的汇聚和成长[３].获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过的科技人员在主持科研项目数量和质量、发表

高水平论文数量等方面表现突出,逐步成长为医学

科学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骨干,科学基金对科技

人员成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２．２　有力推动了学科发展

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对医学科学的基础研究有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提供的基础研究条件到推动创

新人才培养,以项目为基础,有效地促进有关学科在

学术理论方面的发展,积累学术成果,并逐步形成优

势特色,从而大力推动医学科学相关学科发展,通过

科学基金项目的持续资助,推动了苏州大学医学学

科的发展[４].截止目前,临床医学、药学与毒理学、
生物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与

遗传学、免疫学共６个学科进入全球基本科学指标

(ESI)前１％,其中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

与遗传学、免疫学为近三年入选学科.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临床医学的 ESI全球排名上升至第６７３名,较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的第１０９５名大幅提升(表４).在全国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苏州大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全

国排名较第三轮评估位次上升.
截止目前,苏州大医学部拥有博士后流动站６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７个,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博士点

１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６０个.有国家级重点学

科３个,国家重点临床专科８个,国防科工委重点学

科２个,省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重点学科各４个,江
苏省优势学科一期２个、二期３个、三期４个.

２．３　助推医学科学科研能力提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苏州大学在医学科学领域获批

科学基金项目６６９项,资助经费２９４５０．２万元,一
批科技人员聚焦国家医学科学科技发展需求,开展

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增强了医学

科学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原始创新积累,提升了科

研能力与水平.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领域获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４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９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课题１项,国
家星火计划项目课题１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ITER计划)２项.这些项目、课题负责人均获得

过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同时,苏州大学科技人员将

科学基金和国家重大专项相结合,攻关了医学科学

领域一系列重要课题,提升了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成果不断涌现,产生了一批满

表４　苏州大学医学相关学科ESI排名情况

学科名称
进入

年度

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排名

(排名/进入

１％机构数)

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排名

(排名/进入

１％机构数)

临床医学 ２０１１年 １０９５/３４６３ ６７３/４３８９
生物与生物化学 ２０１３年 ７８１/８２５ ４４１/１０６５
药学与毒理学 ２０１４年 ６２５/７０１ １９５/９０１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２０１７年 / ６３４/８７４
分子生物与遗传学 ２０１８年 / ５６０/８０８
免疫学 ２０１９年 / ６７１/７６１



　

　４９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成果,如“恶性血液肿瘤关键

诊疗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和“骨质疏松性椎体骨

折微创治疗体系的建立及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２．４　推动科研成果产出

科学基金在科研成果的产出过程中一直扮演着

十分关键的作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苏州大学医学科

学领域的成果产出快速增长,医学部(含附属第一医

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儿童医院)共发表SCIE论

文４５７３篇,EI论文１０８篇,ISTP３７篇(表５).特

别是高 水 平 科 研 论 文 的 发 表 数 量 逐 年 提 高,在

Nature、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Blood、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等知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据统计分析,
发表的科研论文中７１．１％以上获得科学基金资助.
共获得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６１７件,共获得省部

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５８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１２
项、二等奖１８项、市厅级奖２８５项.

２．５　提升科研平台建设

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学术积累,培养了更多创

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为建设高层次科研平台提供

了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５].近年来,苏州大学采用

“学术大师＋创新团队”模式,整合资源,开拓创新,
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有力提升了医学科学领

域科研平台建设的水平,新增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１
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血液病国家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和１个科技部国家级国际合作联合研究中

心(基因组资源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在省部级平台

方面,新增了江苏省老年病预防与转化医学重点实

验室、江苏省临床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江苏高校放射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苏州大学医学部发表学术论文统计表

年份 SCIE EI ISTP
授权专利及

软件著作权

２０１４ ６６８ ５３ ２０ １５１

２０１５ ７９２ ３１ １０ １４９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９ １９ 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０１８ ５ ０ １０１
２０１８ １０８６ ０ ５ １１６
合计 ４５７３ １０８ ３７ ６１７

　　(数据来源:苏州大学科技成果汇编,统计数据含附属第

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儿童医院)

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等 ６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在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和２０１８年省公共服务平

台绩效评估中,苏州大学被评为优秀的重点实验室

和公共服务平台数量均位列全省第一.各类科研平

台的建设和良好发展,为苏州大学医学科学的学术

方向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

３　有关做法和经验

３．１　广泛动员,组织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氛围

苏州大学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的申报与管理工

作,通过“学校—学院(部)—团队—个人”四级模式,
早动员,早部署,每年９月份召开全校科学基金申报

启动会,仔细调研分析各学院(部)、研究所科研状

况,深挖潜力,摸排各单位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名单,
与各单位沟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量,及时了解各

二级单位的自然科学基金情况,深入分析成功及失

败的原因,获取有效信息[６].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对拟申请项目的老师进行一对一指导,进行论

证遴选,确保申请项目的质量和水平.医学部设立

了生命与医学科学前沿“东吴谈家桢讲坛”,打造

科学大家分享平台,邀请在生命和医学科学研究及相

关交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莅临讲学,传播前

沿学术思想,传承创新科学精神,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学术成长.

３．２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科技管理“新常态”
加强校内评审,严格把关申请书质量,确保项目

的中标率.设计了“苏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评审跟踪表”,在申报过程中加强项目评审和

答辩等环节的服务,督促、协助各二级单位做好校内

辅导和预评审工作,落实校内预答辩和修改的工作.
在“选题、申请书撰写、申请书修改、上会答辩”四阶

段认真组织和邀请专家进行辅导,确保项目申报成

功率,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成效显著.同

时立足国家需要、瞄准国际前沿,充分发挥“大师＋
团队”优势,布局重大、重点项目,对重点、重大项目

及杰青、优青等项目加强辅导,申报前组织座谈辅

导,进入答辩后组织专家进行预答辩,确保项目的中

标率.

３．３　注重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医学科学研究中两个

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两者结合是医学科学发展的

迫切需要,临床医学研究的发展以基础医学研究为

基础,同时又为基础医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方向,基
础医学研究为临床医学研究提供有效的科学技术

手段和理论研究基础[７].苏州大学目前拥有三家

直属附属医院和１６家非直属医院,为加强附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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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管理,促进附属医院之间科教研协同发展和共

同提高,学校成立了医院管理处,出具了系列管理

办法,促进了医学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紧密结

合,近年来附属医院获得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和质

量逐年提高.
综上所述,苏州大学医学科学在科学基金的持

续支持下,人才队伍及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科研

平台建设更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重

要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未来,苏州大学将进一步

聚焦医学科学前沿进展,促进交叉科学研究,力争在

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实现医学科学研究由量的

积累向质的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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