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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２１年总目次

卷首语

有一种精神叫担当 韩　宇 (１):１…………………………………………………………………………………

科学基金推进交叉科学研究大有可为 韩启德 (２):１６９…………………………………………………………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侯增谦 (３):３４５…………………………………………………

加强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傅伯杰 (４):５０３……………………

加强电磁空间信息资源认知与利用研究前瞻布局 崔铁军 (５):６８１……………………………………………

坚持基础理论原始创新 开创能源行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孙金声 (６):８５５……………………………………

专题: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与资助工作综述

赵英弘 郑知敏 郝红全 高阵雨 张韶阳 李志兰 车成卫 王　岩 王长锐 (１):１２……………

２０２０年度数理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陈国长 张攀峰 朱本鹏 董国轩 孟庆国 (１):１６…………

２０２０年度化学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黄　艳 崔　琳 付雪峰 张国俊 陈拥军 杨俊林 (１):２２……………………………………………

２０２０年度生命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殷文璇 赵海铭 许子牧 谷瑞升 冯雪莲 (１):２７…………

２０２０年度地球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张朝林 郑袁明 王西勃 熊举坤 李若男 张利兰 周卿伟 姚玉鹏 (１):３３………………………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苗鸿雁 张　鹏 王之中 丁玉琴 　………………

胡广涛 叶碧翠 谭业强 高阵雨 赖一楠 王国彪 王岐东 (１):４０

２０２０年度信息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文　珺 潘　庆 李建军 张兆田 (１):４８…………………………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李江涛 朱战国 杨列勋 刘作仪 (１):５３…………………………

２０２０年度医学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霍名赫 彭彧华 张凤珠 徐岩英 孙瑞娟 (１):５８………………

２０２０年度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及未来的工作思考

周　嘉 张　琳 曲海波 殷林飞 邹立尧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受理与评审情况

李志兰 刘　佳 刘　权 王　岩 王长锐 (１):６６………………………………………………………

专题:双清论坛“全维度数据与智能诊疗的前沿与挑战”

全维度数据与智能诊疗的前沿与挑战

———第２３２期“双清论坛”学术综述 冯建峰 王拥军 徐　涛 王守岩 　………………………………

曹　淼 谢小华 孟　霞 李　烨 孙洪赞 曹河圻 (１):７３
基于高质量临床研究,建立医疗健康多维度大数据 姜　勇 孟　霞 王拥军 (１):８１………………………

影像组学的临床应用 董　迪 巩立鑫 王　坤 张　崇 田　捷 (１):８５……………………………………

基于多尺度多模态数据的脑疾病研究进展

———遗传影像大数据研究 程　炜 王守岩 谢小华 冯建峰 (１):９２……………………………………

人工智能在糖尿病全程健康管理的应用与挑战 蔡　淳 贾伟平 (１):１０４……………………………………

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神经系统受累症状 丁　晶 汪　昕 (１):１１０…………………………………

专题:交叉科学前沿与发展

多学科研究的三种形态 吴家睿 (２):１７０…………………………………………………………………………



　

　１０４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多学科合作研究推动了化学生物学的发展 张礼和 (２):１７５……………………………………………………

国家深空探测战略可持续发展需求:行星科学研究 潘永信 王　赤 (２):１８１…………………………………

自旋交叉科学研究 杜江峰 张　琪 居琛勇 荣　星 石发展 陈三友 (２):１８６…………………………

智能纳米机器用于重大疾病治疗的研究进展 李素萍 陆泽方 聂广军 赵宇亮 (２):１９５…………………

人因工程研究进展及发展建议 陈善广 李志忠 葛列众 张宜静 王春慧 (２):２０３………………………

螺旋桨表界面特性研究进展与科学挑战 朱漫福 马丽然 雒建斌 (２):２１３…………………………………

专题:双清论坛“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刘元春 任之光 陈彦斌 杨列勋 刘作仪 (３):３４６………

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林毅夫 (３):３５６………………………………………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历程、构建原则与发展方向 刘　伟 (３):３６１…………………………………………………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与研究范式变革 洪永淼 薛涧坡 (３):３６８……………………………………………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 吕　炜 任之光 周佳音 王伟同 (３):３７６…………………………

金融科技中人工智能技术典型事实与核心规律 陈增敬 严晓东 冯新伟 (３):３８７…………………………

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黄季焜 史鹏飞 (３):３９４……………………………………

专题:双清论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机理与优化调控

傅伯杰 王　帅 沈彦俊 程昌秀 李　琰 冯晓明 刘焱序 (４):５０４………………………………

黄河流域地质—地貌—气候多过程相互作用及其孕灾机制研究

兰恒星 祝艳波 李郎平 潘保田 胡振波 彭建兵 (４):５１０…………………………………………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生态水文效应

王艳芬 陈怡平 王厚杰 吕一河 郝彦宾 崔骁勇 王玉哲……………………………………

胡容海 薛　凯 傅伯杰 (４):５２０
黄河流域人地系统研究的大数据支撑与方法探索 程昌秀 沈　石 李强坤 (４):５２９………………………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科学问题与研究展望 金凤君 马　丽 许　堞 林美含 (４):５３７…………

黄河流域水循环规律与水土过程耦合效应 杨大文 杨雨亭 高光耀 黄建平 江恩慧 (４):５４４…………

专题:深化科学基金改革

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源配置机制优化研究 刘益宏 高阵雨 李铭禄 王长锐 (４):５５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情况回顾与思考

于　璇 陈　钟 董　超 高阵雨 孙瑞娟 王　岩 王长锐 (４):５５８………………………………

原创性科学研究同行评议的国际经验及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启示 殷嘉珺 罗惠文 庄建辉 (４):５６７…

对我国原创探索项目的思考

———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原创探索类项目的实践分析 吴琼琼 胡光晶 安丽真 (４):５７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发展情况分析

———对加强依托单位管理的探讨 贾雷坡 张丽萍 王长锐 (４):５８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全面无纸化申报的实施及后续思考 郝艳妮 李　东 (４):５８９………………

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拨款管理探讨 唐福杰 张香平 (４):５９５……………………………………………………

浅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领域“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类项目资助导向 谷瑞升 (４):６００………………

专题:双清论坛“电磁空间信息资源的认知与利用”

电磁空间信息资源的认知与利用 王雪松 李健兵 徐　丰 李　刚 程　强 (５):６８２……………………

面向未来空间电磁信息技术的综合分析 金亚秋 徐　丰 (５):６８８……………………………………………



　

第３５卷　第６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１０４５　 　

时空编码数字超材料和超表面研究进展 张　磊 崔铁军 (５):６９４……………………………………………

电磁空间分布式一体化波形设计与信息获取 刘永军 廖桂生 李海川 陈毓锋 姜孟超 (５):７０１………

多源卫星数据在轨智能融合技术 李　刚 刘　瑜 张庆君 (５):７０８…………………………………………

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城市地下空间结构安全服役智慧感知与性态演化预测

杜彦良 杜博文 徐　飞 孙磊磊 叶俊辰 李林超 (５):７１３…………………………………………

专题:双清论坛“政策信息学与政策智能”

政策信息学与政策智能研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曾大军 霍　红 陈国青 吴俊杰 骆祥峰 张　楠 (５):７１９…………………………………………

面向政策信息学与政策智能的网络分析技术 李永立 刘　超 张涵钧 叶　强 (５):７２６…………………

桌面推演技术前沿及发展趋势 吕　欣 蔡梦思 陈　彬 (５):７４２……………………………………………

基于多粒度认知计算的生产安全管理与决策 王国胤 代　劲 李　昊 (５):７５２……………………………

专题:石油矿业安全领域学科发展(矿业与安全工程)

我国矿业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 谢和平 苗鸿雁 周宏伟 (６):８５６……………………………………

我国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

范维澄 苗鸿雁 袁　亮 周福宝 张来斌 刘乃安 钟茂华 (６):８６４………………………………

煤田火区热能开发与生态利用研究进展 周福宝 邓进昌 史波波 齐海宁 苏贺涛 葛绍坤 (６):８７１…

地铁隧道火灾防控全尺寸实验研究进展 钟茂华 刘　畅 (６):８７８……………………………………………

典型氧化铜铅锌矿物浮选的硫化及其强化研究新进展 刘殿文 李佳磊 刘瑞增 申培伦 (６):８８５………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研究进展 高明忠 叶思琪 杨本高 刘依婷 李建华 刘军军 谢和平 (６):８９５……

低渗透煤层液氮冷冲击致裂研究新进展 翟　成 孙　勇 武建国 (６):９０４…………………………………

盐矿水溶造腔及溶腔综合利用研究进展 陈　结 姜德义 刘　伟 黄国栋 范金洋 (６):９１１……………

煤孔隙空间几何特征对瓦斯解吸曲线形态的控制机制研究进展 王　凯 赵　伟 (６):９１７…………………

遗留煤炭资源开采岩层控制研究进展与发展前景

冯国瑞 张玉江 白锦文 戚庭野 郭　军 杜献杰 李　振 (６):９２４………………………………

丛枝菌根真菌提高植物高温胁迫抗逆性及在矿区生态修复应用展望 毕银丽 薛子可 (６):９３３……………

专题:石油矿业安全领域学科发展(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钻采机理与调控研究进展

孙金声 程远方 秦绪文 孙友宏 金　衍 王志远 李淑霞 陆　程 屈沅治………………

吕开河 王成文 王金堂 王　韧 (６):９４０
液氮射流破岩及压裂研究进展 黄中伟 武晓光 谢紫霄 杨睿月 张世昆 张宏源 邹文超 (６):９５２…

裂缝性储层流体流动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夏　阳 邓英豪 金　衍 (６):９６４…………………………………

深水油气钻采井筒压力预测及其控制研究进展

李　军 杨宏伟 张　辉 王江帅 高热雨 张锐尧 (６):９７３…………………………………………

油气藏智能开发系列技术一体化优化研究与进展

赵　辉 盛广龙 饶　翔 孟凡坤 周玉辉 钟　珣 (６):９８４…………………………………………

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与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王志远 张洋洋 张剑波 童仕坤 孙宝江 (６):９９２……………………………………………………

长水平井中动态井眼清洁对钻柱受力影响研究进展

张菲菲 王　茜 余义兵 马卫国 彭　涛 李紫璇 (６):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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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改革实践

走好“放管服”最后一公里 杨凌春 鲍锦涛 杨欣梅 吴　迪 刘雨薇 蔡　晖 (６):１０２０…………………

发挥依托单位主体作用,营造良好科研环境 周　锴 任欢欢 赵丽娜 毛雪鸥 (６):１０２６…………………

优化资金管理 激发创新活力

薛建龙 谢崇波 陆丹旸 夏文莉 黄敏卓 吴勇军 杨　波 (６):１０３２………………………………

新形势下依托单位科研经费改革的实践与展望 王　浩 熊莉君 李安琪 (６):１０３８…………………………

科技评述:２０２０年诺贝尔奖评述

拍卖理论研究述评 李三希 王泰茗 (１):２………………………………………………………………………

银河系中心黑洞及其物理意义 王建民 (１):４……………………………………………………………………

浅谈２０２０年诺贝尔化学奖与基因编辑技术 周　卓 魏文胜 (１):７……………………………………………

丙型肝炎病毒发现及对控制病毒病的启示 袁正宏 (１):９………………………………………………………

科技评述:２０２１年诺贝尔奖评述

自然实验与政策评价 艾春荣 (５):７５９……………………………………………………………………………

揭秘温度和触觉受体的发现之旅 付小雨 沈　伟 (５):７６１……………………………………………………

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研究获２０２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启示

张人禾 刘　哲 穆　穆 谭言科 张　强 (６):１０１３……………………………………………………

不对称有机催化—历史视角下的２０２１诺贝尔化学奖 邓　力 (６):１０１７………………………………………

科技评述

Science２０２０年十大科学突破解读 (２):２２３………………………………………………………………………

Nature２０２０年十大科学发现解读 (２):２３６………………………………………………………………………

MITTechnologyReview２０２１年“十大突破性技术”解读 (３):４０２……………………………………………

研究进展

“功能导向晶态材料的结构设计和可控制备”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

邹国红 卢红成 吴明燕 郭国聪 洪茂椿 陈　荣 黄宝晟……………………………………

杨俊林 陈拥军 付雪峰 (２):２４９
“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

吴　镭 贾　彩 徐岩英 孙瑞娟 徐　强 付　静 耿美玉 王红阳 (２):２５８……………………

加强农业发展政策研究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研究”重点项目群结题综述 黄季焜 任之光 解　伟 (２):２６５……………

“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大研究计划结题综述

李会红 石伟群 詹文龙 柴之芳 董国轩 (３):４５１……………………………………………………

科学论坛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与发展

———第２３０期双清论坛学术综述

林承刚 杨红生 陈　鹰 金显仕 陈　彬 李　薇 任之光 冷疏影 丁德文 (１):１４３…………

蒙药基础研究及学科建设现状与思考

彭华胜 查良平 桂双英 刘　宁 尹登科 王国凯 韩立炜 (１):１５３………………………………

我国神经科学发展现状和未来战略思考 张洪亮 王立平 张　旭 (２):３２８…………………………………

依托单位信誉评级及其在科学基金间接费用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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