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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项目申请、评审及资助情

况,梳理了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下一年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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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体概述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收到各类基金项目申请

共计４１１１０项,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同期申请总数的１４．５０％,
较２０２０年增加２０００项,增长率为５．１１％.各类申

请项目经过形式审查、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及资助审

批等程序,最终资助项目７２５４项,资助直接费用

４２．５０亿元.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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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项目

申请３７２８５项,占生命科学部总申请量的９０．７％;
重点项目申请６２５项,较上一年度增加１８项,增长

率为２．９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

称“杰青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优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重大项目、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重点国合项目”)和联

合基金等类别项目的申请量略有下降.２０２１年度

生命科学部发布和受理了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

项目和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两类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共计申请７０２项.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详见表１.

１．１　项目初审

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各类项目的管

理办法和申请指南,生命科学部对接收的基金项目

进行了形式审查,共４４０项申请因不符合规定不予

受理,占申请总数的１．１％.其中面、青、地三类项

目共计３９９项、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１７项、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９项、杰青项目５项、优青项目３项、联
合基金项目５项、重点项目１项、重点国合项目１
项,不予受理原因详见表２.

１．２　通讯评审

“依靠专家”是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重要原则,
对评议专家信息库维护是通讯评审质量的保障.

２０２１年生命科学部２１个学科全面实施了新申请代

码,各学科对专家库进行了全面维护,为本年度实施

新代码,高质量完成评审专家的计算机辅助指派工

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本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完成

４０６７０项的通讯评审工作,所有项目的通讯评审过

程都使用了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各类项目共邀请

１０８３２２位专家参加通讯评审,共发出通讯评审函

１５５０９８份,回收率１００％,全部项目通讯评审都为有

效评审.

１．３　会议评审

２０２１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项挑战,
生命科学部提前统筹规划,在会议评审期,现场

答辩和视频答辩两手准备、相互结合,顺利完成本

年度的各类基金项目评审资助工作.除面、青、地
三类项目评审会外,其他各类项目评审会议均在一

天内完成.评审会后一周依照规定对参会专家名

单进行了公示,各类评审会议共计邀请会评专家

９２０人次.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青、地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面、青、地三类项目申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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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别
申请项数

(项)
受理项数

(项)
资助项数

(项)
资助率∗

(％)
直接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面上项目 １５７６０ １５６４２ ３０２７ １９．２１ １７５５８４．００ ５８．０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３６３ １６２００ ２８５５ １７．４５ ６８０８８．００ ２３．８５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１６２ ５０４４ ８７４ １６．９３ ３０５９０．００ ３５．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７０ ４６５ ３８ ８．０９ １５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８７２ ８６９ ８６ ９．８６ １７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 ２０ ４ ２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重点项目 ６２５ ６２４ １１０ １７．６０ ３１５１０．００ ２８６．４５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７０ ６９ １３ １８．５７ ３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１ ３１ ５ １６．１３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６ ６ ２ ３３．３３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１５２ １５２ ２０ １３．１６ ３００６．００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２２ ２２ ２ ９．０９ １７８１．０２ ８９０．５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６ ６ ０ — — —

联合基金项目 ４６１ ４５６ １１６ ２５．１６ ２９９９５．００ ２５８．５８
重大项目 １０ １０ ６ ６０．００ ８９４０．６５ １４９０．１１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３７８ ３６１ ６６ １７．４６ １４４３７．００ ２１８．７４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８７ ８７ ８ ９．２０ ２２５１．００ ２８１．３８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６１５ ６０６ ２２ ３．５８ ５５６８．００ ２５３．０９
合计 ４１１１０ ４０６７０ ７２５４ １７．６５ ４２５０４０．６７

　　∗资助率＝资助项数/申请项数∗１００％

表２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项目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汇总

项目类别 未通过形式审查的原因 不予受理项数(项)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１９５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４８
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伦理委员

会证明等
４３

未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 ３７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３６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２２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６
申请书缺项 ６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５
未按照科学部相关要求提供代表性论著 ４
高级职称的申请人承担或申请多个项目单位不一致 １
其他原因 １９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外方不予受理 　４
外方未提交申请书 ３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２
研究期限填写错误 ２
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伦理委员

会证明等
１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１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１
其他原因 ４

合计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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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３７２８５ 项,资助项目 ６７５６ 项,资助直接费 用

２７．４３亿元.其中,面上项目申请１５７６０项,资助

３０２７项,资助率为１９．２１％,平均资助强度５８．０１万

元/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６３６３项,资助２８５５
项(博士后申请资助一年期项目２项、二年期项目

５０项),资助率为１７．４５％;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５１６２项,资助８７４项,资助率为１６．９３％,平均资助

强度３５万元/项.

２．２　重点项目及重点国合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公布了４４个重点项目立

项领域,共计收到 ６２５ 项申请,占全委申请量的

１５．９６％,经过通讯评审,共计１５０项进入会议评审,
最终资助项目１１０项,资助直接费用３１５１０万元,资
助率为１７．６％,平均资助强度２８６．４５万元/项.

本年度接收重点国合项目申请７０项,经过通讯

评审,共计１７项进入会议评审,最终资助项目１３
项,资助直接费用３２５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０万

元/项.

２．３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

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
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

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

力.２０２１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十四五”第一

批重大项目指南中,包含生命科学部７个重大项目

指南———“单个胚层全细胞谱系图谱的绘制及其有

序建立机制”“躯体感觉神经网络的架构形成和功能

动态解析”“蝙蝠适应性演化及其病原传播机制研

究”“人工林生态系统生产力提升与碳汇维持机制”
“作物免疫受体网络解析及重构”“具有潜在流行风

险的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毒病发生与跨种机制”以
及“草原生产力形成与调控机制”.７个重大项目指

南发布后,共收到申请项目１０项,其中三个立项领

域各受理２项,四个立项领域受理１项,１０个项目

含课题共４０项.经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资助６
项,资助直接费用８９４０．６５万元.

２．４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是自然科学基金委针对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前瞻性的重大科学前沿两种类型的核心

基础科学问题,实施相对稳定和较高强度支持而设

立的一类项目,旨在实现“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

升华、跨越发展”.本年度生命科学部发布“糖脂代

谢的时空网络调控”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共收到

１５２项申请,经过项目评审共资助２０项,资助直接

费用３００６万元.其中,资助集成项目１项、资助直

接费用８４３万元;重点支持项目５项、资助直接费用

１２０５万元;培育项目１３项、资助直接费用６９８万

元,战略研究项目１项,资助经费２６０万元.

２．５　人才及团队类项目

人才及团队类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一类

重要的项目类型,在助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创

新人才培养、稳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出了

重要作用.２０２１年生命科学部共收到创新研究群

体项目申请３１项,５项获资助,资助率为１６．１３％;
杰青申请４７０项,资助３８项,资助率为８．０９％;优青

申请８７２项,资助８６项,资助率为９．８６％,港澳优青

申请２０项,资助４项,资助率为２０％.
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更好地

发挥女性科技人才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
生命科学部在人才类项目评审过程中,注重对女性

科学家的遴选和资助.本年度生命科学部获杰青项

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７人,占比１８．４２％;获优青项

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２３人,占比２６．７４％;获港澳

优青项目资助的女性科学家２人,占比５０％;获创

新 研 究 群 体 项 目 资 助 的 女 性 科 学 家 １ 人,占

比２０％.

２．６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自２０１６年起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共资

助３７项,其中生命科学部资助５项.基础科学中心

资助周期采取“５＋５”模式,５年为一个资助周期,最
多资助２期.一个资助周期资助直接费用不超过

６０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生命科学部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

请６项,占全委申请数９．１％.经过会议评审以及

现场考察两个阶段评审,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农作物

种质创新与创制”和武汉大学的“病原体与宿主基础

科学中心”２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得批准资助,资
助直接费用６０００万元/项.获资助的２个基础科学

中心将为我国种业发展以及抗感染免疫等国家重大

需求提供支撑.

２．７　联合基金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引导资金多元

投入,积极发挥基础研究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有机

结合的一类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生命科学部受理的

联合基金项目包括 NSFC—云南联合基金、NSFC—
山东联合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生物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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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环境与生态领域)、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人口与健康领域)等,共计收到项目申请４６１项,经
项目评审共资助１１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２９９９５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８．５８万元/项.

３　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实施情况

３．１　项目分类评审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是自然科学

基金委党组确立的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三大任务之

一.按照２０２１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生
命科学部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均

采用分类评审.现将科学部本年度重点项目、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

类评审情况总结如下.
(１)重点项目分类评审

２０２１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收到４４个重点项

目立项领域的６２５项申请,共资助１１０项.其中,
申请“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５２项,
获资助６项;申报“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科学问题

属性的３３８项,获资助６４项;申报“需求牵引、突破

瓶颈”科学问题属性的２１４项,获资助３７项;申报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２１项,获资

助３项.
本年度重点项目评审工作中,科学部深入贯彻

中央指示精神,发挥好科学基金既支持前沿探索又

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双重职能,“聚焦前沿、独辟蹊

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三类科学问题属性项目资助共计１０４项,资助“鼓励

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６项.今后,科学

部将持续鼓励“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和“共性导向、
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重点项目资助,特别关注

具有“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将
给予高强度的经费资助.

(２)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分类评审

本年度科学部共计收到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两类申请３２１２３项,其中申报“鼓励探索、突
出原创”科学问题属性的２２３９项,获资助７７项;申
报“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３１０３项,
获资助３０５１项;申报“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科学问

题属性的１５２９２项,获资助２５７７项;申报“共性导

向、交叉融通”科学问题属性的１５７９项,获资助１７７
项;从本年度申请来看,申请人对四类科学问题属性

的分类标准把握更加准确,选择“前沿”类和“需求”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占优势,体现了我国生命科

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

３．２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试点工作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的总体部署,２０２１
年生命科学部继续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
评审机制的试点工作.本年度生命科学部三个科学

处７个学科进行 RCC 试点,试点学科分别为生态

学、免疫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生理学与整合生物

学、畜牧学、兽医学、水产学.试点项目类型均为面

上项目,７个学科试点的项目共计４３７２项,共计指

派１５５６８份评议,回收率为１００％.通过面上项目

通讯评审专家和申请人反馈的情况来看,各试点学

科得到的反馈专家意见是“很有帮助”(５１．６％)、“有
帮助”(３１％).RCC评审机制的实施效果显示:评
审专家责任心更强,项目评审质量有所提升,项目评

审效率得以提高.

３．３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为了强化原始创新,积极应对科学研究范式变

革态势,探索支持原创思想的新机制,自然科学基金

委自２０２０年起设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旨在培育或

产出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果,解决科学难题、引
领研究方向或开拓研究领域,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供给.２０２１年生命科学部分

别受理了专家推荐类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和

指南类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申请.
本年度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共收到预

申请８７项,经过对预申请的原创性、科学性审查,确
定２２项预申请通过审核,其中１９项提交正式申请,
经过会评评审,最终 ８ 项获资助,资助直接费用

２２５１万元.
为了改善我国生物技术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的现状,积极推动生物技术迭代更新,突破生物技术

应用等环节的瓶颈问题,拓宽生物技术应用场景,促
进多学科跨界融合,推动生命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生
命科学部经过调研和探讨,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发

布“未来生物技术”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

南,共收到６１５项申请,受理６０６项,通过通讯评审,
共遴选４４项进入会议评审,最终２２项获资助,资助

直接费用５５６８万元.

４　未来工作的思考

４．１　继续深化基金项目评审机制改革

持续推进分类评审的改革,加强对科学基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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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的宣传和引导.深入探索资助原创性项目的

方式、方法,研究探讨及时发现“０—１”项目的措施及

延续资助的模式[１].继续及扩大 RCC评审机制的

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评审制度[２,３].根

据２０２１年度新代码申请及资助情况,深入调研,总
结经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新申请代码,按“知识体

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合”的总体要求,助
力学科交叉融通实施.

４．２　加强战略研究和科学问题的凝练,更有效地落

实“四个面向”

　　充分发挥科学部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开展

战略调研,吸纳行业和产业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将国

家重大需求转化为具体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强科学

问题的凝练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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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资助工作[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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