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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发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聚焦信息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
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与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的推进,联合基金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比重及其重要性逐年提升.本文主要梳理阐述了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近十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资助管理工作概况,为进一步深化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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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

合基金的组成部分,积极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吸引和集聚全国信息领域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
行业、企业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

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

瞻性基础研究,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共同促进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信息产业及其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１３].
信息科学部在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的组织下,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总量约五分之一

的资助管理工作,同时联合基金占信息科学部资助

经费的比例也逐年提高,对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的

回顾与梳理对于后续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现

就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近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
资助管理工作进行回顾和展望.

１　资助概况

十年来,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资助规模得到了

迅速的增长,资助经费从２０１１年的３２２５万元增长

到２０２０年４６８６５．４万元,十年间增长了１３．５３倍

(图１).随着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蓬勃发展,其资

助效应也日益增大,面向全国整合优势信息领域科技

张兆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员 会 信 息

科学部,常务 副 主 任,主 要 从 事 科 学 基 金

管理工作.

文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

学部,主要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资源,有效吸引全国高水平科研力量参与解决地区

或行业中重大共性科学问题,推动高质量的研究和

合作,提升了原始创新能力,同时也为地区或行业培

养了一批信息领域的创新人才.
十年来,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批准资助包括

NSFC—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NSFC—广东联

合基金、NSFC—河南联合基金、NSFC—河南人才

培养联合基金、NSFC—辽宁联合基金、NSFC—山

东联合基金、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

目、NSFC—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NSFC—



　
增刊 文珺等:联合基金资助管理工作综述———以信息科学部为例 ３３　　　 　

表１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类别分布情况

项目类别
批准资助项目数

(项)
直接费用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NSFC—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项目 ２７ ２４５５０．００ ９０９．２６
NSFC—广东联合基金 ６６ ２５２０９．００ ３８１．９５
NSFC—河南联合基金 ４４ ３０６８．００ ６９．７３
NSFC—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８８ ２５６０．５０ ２９．１０
NSFC—辽宁联合基金 １７ ４２８４．００ ２５２．００
NSFC—山东联合基金 ８ ２２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８１ ２５８４４．００ ３１９．０６
NSFC—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２００ ２９８５３．００ １４９．２７
NSFC—新疆联合基金 ２５ ４２９０．００ １７１．６０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５７ １１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３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２２ ４９５２．００ ２２５．０９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３３１ １９９８０．００ ６０．３６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６９ １７６７５．８０ ２５６．１７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０８ ２８９９５．００ ２６８．４７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５ １２８４．００ ２５６．８０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２２ ４８９１．００ ２２２．３２
合计 １１７０ ２１１１８６．３０ １８０．５０

图１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资助经费

新疆联合基金、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促
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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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电网联合基金、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等１６个项目类别共１１７０项,直接费用２１１１８６．３万

元(表１).
信息科学部负责受理申请和评审的联合基金涵

盖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现代交通与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及人口与健康四大领域,资助直接经费占全委联

合基金直接经费的比例逐年攀升,从２０１１年８．７４％
增长到２０２０年１９．６３％(图２),其中２０１８年达到

２５．７９％,是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资助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占信息科学部

总项目资助直接经费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２０１１年的１．５６％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７３％(图３),增

图２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占全委联合

基金经费比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图３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占学部

全部基金经费比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长同样十分明显,突显出信息领域对地区、行业和企

业关键技术问题背后共性科学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联合基金已逐渐成为学部各类基金项目中一

个重要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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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指南与评审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案»,新一届党组提出了

新时期联合基金工作的新思路,面向国家需求,引导

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信息科学

部按照党组的部署,在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指导下,
认真落实贯彻«关于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类

型项目立项机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的若

干意见»,不断强化联合基金指南论证,提升联合基

金指南质量.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的形成

过程:首先由联合资助方广泛征集并组织专家论证

提出下一年度的指南建议,其次由联合基金管理办

公室协调信息科学部和联合资助方对下一年度指南

建议进行审读修改,然后信息科学部组织评审专家

论证下一年度项目指南,论证后的下一年度项目指

南提交管委会讨论并审批通过,最后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年度项目指南.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管理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案»
以及年度联合基金工作安排的相关规定,认真执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办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驻会监督工作实施细

则»等廉政风险防控相关要求,进一步确保评审工作

的合法合规和公正性.信息科学部按照时间节点,
保质保量完成年度联合基金评审工作[４].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的评审工作分为以下几个

环节:一是科学部组织对申请书进行通讯评审,并将

通讯评审结果提交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二是联合

基金管理办公室协调联合资助方及科学部召开联席

会对重点讨论项目及推荐会议答辩项目进行审议;
三是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协调联合资助方及科学部

组织会议评审,邀请的评审专家主要为具有全局观、
战略观的区域或企业专家.会议评审中评审专家在

充分考虑申请人答辩情况、通讯评审意见和资助计

划的基础上,结合联合基金的特点,对会议评审项目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建议予以资助的项目需

半数以上出席会议评审专家通过;最后会议评审结

果交由联合基金管委会审定通过.

３　资助情况分析

３．１　申请与资助

随着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的深化推进,多元投

入机制的不断完善,联合基金项目的资助经费和立

项数快速增长[５,６].如图４所示,信息科学部联合基

金十年来,申请项目从２０１１年１５４项到２０２０年７５６
项,增长了３．９倍,尤其是２０１８年新时期联合基金

改革实施后达到 ９２５ 项 (２０１８ 年)、９９０ 项 (２０１９
年),不断突破联合基金申请项目数的新高.资助项

目数从２０１１年的４２项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３项,增长了

３．１２倍.如表２所示,资助率从２０１１年２７．２７％下

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０３％,再逐渐回升至２０２０年的

２２．８８％.信息科学部的联合基金的资助规模不断

增长的同时,科研人员参与申请的热情也不断提高.

图４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表２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资助率(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年度 申请(项) 资助(项) 资助率(％)

２０１１ １５４ ４２ ２７．２７

２０１２ ２９０ ６０ ２０．６９

２０１３ ３１３ ６４ ２０．４５

２０１４ ４５９ ８２ １７．８６

２０１５ ７０１ １２３ １７．５５

２０１６ ８６３ １４７ 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 ５２８ １３４ ２５．３８

２０１８ ９２５ １６３ １７．６２

２０１９ ９９０ １９４ １９．６

２０２０ ７５６ １７３ ２２．８８

３．２　类型分布

十年来,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按照项目资助类

型主要分为: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培育项目(面
上项目)、超算专项、中心项目(X)、集成项目、重点

支持项目(重点项目)等,具体内容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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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项目类型分布

项目类别

批准资

助项目

数(项)

直接费用

(万元)

平均资

助强度

(万元)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１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培育项目(面上项目) ５３５ ２２８２１．５０ ４２．６６
超算专项 １ ５８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０
中心项目(X) ６ １３８７９．００ ２３１３．１７
集成项目 ８ ９３４３．００ １１６７．８８
重点支持项目(重点项目) ６３１ １６２７６２．８０ ２５７．９４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及培育项目主要支持新

疆和河南信息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２０１６年资助超

算专项１项,依托“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为大型科

学研究项目的培育、实施以及科研创新提供计算资

源和应用服务,促进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推动我国超

算应用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资助中心项目

６项,加强地区科研平台建设;２０１８年新时期联合基

金改革实施后陆续资助集成项目８项,充分发挥联

合基金导向作用及广东省数据和计算资源的优势,引

领全国大数据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促进大数据产

业的发展.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后,为了更好地解

决地区及行业共性科学问题,重点支持项目逐渐成

为联合基金主要支持的项目类型.培育项目(面上

项目)资助数从２０１１年３４项增长至最高２０１５年８４
项,培育项目逐渐与科学部面青地项目统筹,资助项

目数逐渐减少至２０２０年５项(图５).
重点支持项目资助数从２０１１年的８项快速增

长至２０２０年１６３项(图６),申请量从２９项增长到

７０３项,极大的吸引了全国信息领域优势科研力量

的关注和加入.重点支持项目作为新时期联合基金

的主要资助项目类型,其需求牵引特色明显,资助强

度不断增大,申请质量逐渐提高至与科学部的重点

项目接近,资助率均在２０％~３０％.联合基金的重

点支持项目的资助率略低于重点项目的资助率

(图７),这说明具有问题导向、需求牵引特点的联

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吸引了更多科研人员关注,高
校、研究所及行业领域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研究的意

愿较强.

图５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培育项目申请和资助总体情况(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图６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和资助总体情况(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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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资助分布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近十年项目负责人的职称

分布如图８所示,由于大部分联合基金项目要求申

请人具备高级职称,因此信息学部联合基金项目的

负责人中９０％以上具备高级职称,正高级职称占六

成以上.相比于面上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对项目负

责人的要求更高.其中重点支持类项目负责人正高

级职称达到９１．８％,申请者职称比例结构逐渐与重

点项目一致[７].随着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强度的提

高,正高级职称负责人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对人才

队伍的结构要求更高,申请质量也不断提高.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近十年项目负责人的年龄

分布如图９所示,联合基金的负责人６６．２４％左右

为４５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说明联合基金项目总体

对年轻科学家的扶持力度较大.从图１０中可以看

出,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负责人有 ３７．９５％ 为

４６~５５岁的中青年科学家,这体现出重点支持项目

的负责人需要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和积累.但同时

３０~４０岁的青年科学家在重点支持项目中也能占

到四分之一以上,可见相对于重点项目,重点支持项

目给年轻科研人员有较多的发挥空间.重点支持项

目负责人平均年龄４６．０２岁略低于重点项目负责人

４７．６４岁,高于面上项目负责人４１．７６岁(表４).近

十年来,重点支持项目负责人年龄呈现出逐渐降低

的趋势,２０２０年平均年龄为４４．５岁,这种年龄上整

体年轻化的态势赋予联合基金较好的创新潜能,同
时也正在给区域、行业和企业注入创新活力.

图１０则显示了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及重点支

持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单位类型分布,两者整体分布

基本相同,依托单位以高等院校为主体,占据８５％
左右的比例,科研单位占１３％~１４％比例.由于许

多地区类的联合基金主要侧重支持本省内大学的申

请者,所以联合基金的整体资助会向高等院校偏移,
着重于当地科研队伍及平台的建设.

３．４　资助选介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十年来涌现出了诸多资助

成果,为区域、行业和企业提供了科技支撑,特别在民

航和大数据分析等领域产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

图７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与重点项目资助率

图８　联合基金及重点支持项目负责人的职称分布(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a)所有联合基金职称分布,(b)重点支持联合基金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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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联合基金及重点支持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a)所有联合基金年龄段分布,(b)重点支持联合基金年龄段分布

图１０　联合基金及重点支持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单位类型分布(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a)所有联合基金依托单位分布,(b)重点支持联合基金依托单位分布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罗晓研究员团队

承担的重点支持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枢纽机场运行态

势感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出航空器地面滑行速

度和保障服务作业慢化概率模型,实现机场保障服

务的随机性和微观演化模型的关联及多层次机场运

行态势评估和预测,加强机场精准管理能力,提高机

场容量,为大兴机场科学建设做出了贡献.
清华大学朱文武教授团队承担的中心项目—视

频大数据高效表达、深度分析与综合利用,瞄准国家

和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图像视频大数

据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并建立视频大数据高

效表达、深度分析与综合利用的计算理论、方法与技



　

　３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表４　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统计

年度

(年)

联合基金重点支

持项目负责人

平均年龄(岁)

重点项目

负责人平均

年龄(岁)

面上项目

负责人平均

年龄(岁)

２０１１ ４８．５０ ４８．１１ ４２．５７

２０１２ ４８．８２ ４７．７０ ４２．８６

２０１３ ５０．９１ ４９．５４ ４２．０６

２０１４ ４７．６４ ４６．２５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４６．７４ ４８．７５ ４１．５９

２０１６ ４７．５３ ４７．０７ ４１．８７

２０１７ ４６．２０ ４８．５８ ４１．６６

２０１８ ４６．７５ ４６．９１ ４１．４２

２０１９ ４５．１４ ４６．８３ ４１．０８

２０２０ ４４．５０ ４７．１５ ４１．６５
平均 ４６．０２ ４７．６４ ４１．７６

术体系,在天河２号上搭建能支撑百亿幅以上图像

大数据和十万路以上视频大数据的深度解析和关联

分析平台,在广州、深圳、东莞、韶关等多个城市进行大

规模应用示范.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态势感知与预测分

析、苗头预判及有序引导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保障.
中国民航大学王立文教授团队关于机场地面积

冰短时预报及微量残冰检测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在

联合基金资助下取得突破,形成包括飞机地面结冰

短时预报、飞机除冰过程控制与调度直至飞机除冰

后微量残冰的准确检测等功能的完备性飞机全自动

除冰系统,促进我国飞机地面除冰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并最大程度保证飞机除冰的安全性、提高除

冰效率,实现避免冬季冰雪气象条件下航班大面积

延误的目标.根据首都机场提供的数据,采用该方

法集中除冰后,B７３７飞机中雪情况下的平均除冰时

间由原来的３０分钟缩短到７~８分钟,相关技术成

果形成了由数十项专利组成的技术应用“专利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朱衍波教授团队瞄准民航高

密度复杂运行环境下空中交通精细化调控的应用急

需,在重点支持项目资助下结合四维航迹运行下空

地一体化空管技术的发展前沿,从空地系统一体化、
空地态势一体化、空地调控一体化３个方面开展针

对性的技术路线设计与理论方法研究,研制空地一

体化空管的核心原理验证系统,搭建集成验证环境,
开展了人在环路的应用验证.

４　总结与展望

信息科学部联合基金近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无论是资助金额、资助数量、资助强度、资助成果、资
助人员结构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成长.在联合基

金探索发展过程前期,联合基金项目类型较多(培育

项目、面上项目、重点支持项目、集成项目、本地人才

项目、中心项目等)导致有的项目定位不够准确,重
点不够明晰;如一些培育项目,只限本省单位人员才

能申请;部分地区联合基金指南发布时间不同,出现

个别领域重复资助的现象等.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

实施后,需求牵引、问题导向更加明确,加强了与各

联合资助方的紧密沟通,共同针对区域发展需求及

瓶颈问题、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行业发展中的共

性问题凝练核心和关键科学问题.统筹管理得到加

强,以重点支持项目、集成项目为主的资助项目类型

更加聚焦.多元投入基础研究的局面已基本形成,
联合基金的类别已统筹为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新时期行业部门联合基金

三大类.坚持开放合作,所有联合基金项目面向全

国,公平竞争.

２０２１年是建党１００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深化改革重要之年.
信息科学部在这关键历史时期,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聚焦区域、企业和行业部门的需求,贯
彻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按照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党组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

机制的若干意见»,加强联合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十四五”和２０２１—２０３５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统筹

协调,进一步强化科学问题凝练和重点领域的前瞻

部署,与各联合资助方共同提高联合基金指南的质

量,同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项目的管理

和评估,提高各联合资助方的参与度,引导联合资助

方深度介入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成果转化等

过程管理,共同提高资助效益.信息科学部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与联

合资助方共同推动联合基金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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