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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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部的评审工作,分析了地球科

学部各类项目受理、评审及资助情况,梳理了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了下一年项目

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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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审工作概述

地球科学部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各项管理规定、通知

和文件要求,组织和开展评审工作.在各类项目评

审中,地球科学部更加注重学术诚信建设,强化评审

纪律,努力改善学术生态,防控廉政风险,规范评审

行为,弘扬优良学风,相关工作得到科技界的充分

肯定.

１．１　项目接收与受理

２０２１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接收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以及

联合基金项目２２３０３项,其中,受理２２０７９项,不予

受理２２４项.不予受理通知发出后,共收到复审申

请２０项,均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

１．２　通讯评议与上会项目遴选

地球科学部本年度“面(面上项目)青(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送５份通讯评

审;联合基金项目与全委一致,送５份通讯评审;其
他项目类型如重点项目等,均送７份通讯评审.本

年度共发通讯评审１１４０８７份,回收１１４０８３份,回
收率９９．９９６％,推荐上会项目的通讯评议回收率为

１００％.
科学处以通讯评审结果为基础,兼顾分类评审

和学科平衡,遴选重点审议项目,原则上不逆序上

会.推荐重点审议项目经部务(扩大)会审定,没有

出现须向学部报告的特殊情况.

１．３　会议评审

会议评审专家组成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考虑学

科布局、资助方向的均衡性等因素.其中,答辩类项

目的专家遴选还严格回避上会项目的依托单位和合

作单位以及自然科学基金委规定的其他利益相关

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评审会召开时间排序),地

球科学部在２０２１年度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评审中,
设置１个评审组,由２１名专家组成;在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设置２个评审组,共由４２
名专家组成;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评审中,设置１个

评审组,由２１名专家组成;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中,设置７个评审组,共由１１９名专家组成;
在重点项目评审中,设置９个评审组,共由１３４名专

家组成;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评审中,设
置１个评审组,由１４名专家组成;在学科评审会中,
设置１０个评审组,共由２０８名专家组成;在联合基

金项目评审中,设置１３个评审组,共由１７４名专家

组成.专家组成经学部部务会讨论,并报分管委领

导核准.会议结束后按照要求公示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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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在本小节中,将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

系探索、人才、工具和融合的分类方式,对地球科学

部２０２１年度的项目评审和资助情况进行分类说明.
相关项目受理评审和资助情况如表１所示.

２．１　探索系列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探索系列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２０２１年度,地球科学部共

接收面上项目申请９０９９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

４．８５％(全委下降１．３％);其中不予受理９８项,主
要原因是申请人或主要参与人信息不一致,申请书

缺项等.经同行评审,共有２０３０项获得资助,资助

率２２．３１％,其中,４５岁及以下科研人员承担１５４２
项,女性科研人员承担４８８项;资助学部间交叉项目

１１４项,学部内学科间交叉项目２７５项.直接经费

资助总额 １１６６１５ 万元,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

５７．４５万元/项.

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重点项 目 申 请 ６１２ 项,与

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４．０８％(全委增加０．７２％).其中

不予受理１０项,主要原因是申请书缺页或缺项(未
按照撰写提纲要求撰写).经同行评审,共有１１２项

获得资助,资助率１８．３０％,其中女性科研人员承担

９项;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３２５００万元,直接经费平均

资助强度２９０．１８万元/项.

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申请５４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下降７．４１％.其中不

予受理２项,原因是研究期限填写错误、未按要求提

供参与者简历.经同行评审,共资助８项,资助率

１６．００％,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１８４０万元,直接经费平

均资助强度２３０万元/项.

２．２　人才系列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人才系列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等.２０２１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９３８７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１２．８１％(全委增加

８．２０％).其中,不予受理７４项,主要原因包括申请

书缺页或缺项、申请人职称信息不一致、未按要求提

供证明材料以及未按照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限等.
经同行评审,资助２０１９项,资助率２１．５１％,其中女

性科研人员承担７５９项.从２０２１年开始,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纳入包干制范畴,资助经费６００２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９．７３万元/项;资助学部间交叉

项目１１４项,学部内学科间交叉项目２５５项.

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３５８
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４．３８％.其中,不予受理１５项,
原因包括申请人职称信息不一致、申请书缺页或缺

项、未提供附件证明材料以及未按要求填写资助期

限等.经同行评审,共有２１３项获得资助,资助率

１５．６８％,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７５３５万元,直接经费平

均资助强度３５．３８万元/项.
地球科学部继续深化人才类项目的评审机制改

革.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中,强调“１＋４”评审要点,即以“重视

独立原创能力”为前提,考察申请人在方法学创新、
关键科学证据、理论认知/国家需求、学科发展４个

方面的科学素质和学术贡献.

表１　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２０２１年集中受理项目情况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９０９９ ２０３０ ２２．３１ １１６６１５ 　 ５７．４５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９３８７ ２０１９ ２１．５１ ６００２０ ２９．７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３５８ ２１３ １５．６８ ７５３５ ３５．３８

重点项目 ６１２ １１２ １８．３０ ３２５００ ２９０．１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９０ ５９ ８．５５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１９ ３２ ７．６４ １２８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４４ ５ １１．３６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５０ ８ １６．００ １８４０ ２３０．００

总计 ２１６５９ ４４７８ ２４８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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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６９０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５．１８％,全部予以受理进入

评审.其中,申请人平均年龄３６．２７岁,最小年龄

２８岁;男性申请人５５３人,平均年龄３５．９９岁,最小

年龄２８岁;女性申请人１３７人,平均年龄３７．３９岁,
最小年龄３０岁.经同行评审,资助５９项,资助率

８．５５％;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３６．５１岁,男性

５１人,平均年龄 ３６．２４ 岁,女性 ８ 人,平均年龄

３８．２５岁.自２０２１年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

入包干制范畴,资助经费１１８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万元/项.
此外,共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申

请１５项.根据通讯评审结果,地球科学部推荐３项

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议评审,全部获得资助,资助

经费６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００万元/项.

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４１９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６．３５％,不予受理

３项.申请人平均年龄４２．０５岁,４０岁以下申请人

占比１２．６５％;男性申请人３５３人,女性５６人.经同

行评审,共３２项获得资助,资助率７．６４％;获资助

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４１．６６岁,男性２６人,平均年

龄４１．６２岁,女性６人,平均年龄４１．８３岁.

２０２１年度,共接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４４
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２９．４１％,增幅明显;不予受

理１项,原因是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经同行评

审,共５项获得资助,资助率１１．３６％;直接经费资

助总额５０００万元,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１０００万

元/项.
地球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请６项,“海洋碳汇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

心”“近地空间天气多尺度过程和机理”资助立项,资
助直接经费１２０００万元,资助率３３．３３％.两个基

础科学中心项目分别对接深海、深空国家战略以及

地球科学部“四梁八柱”战略规划,通过充分发挥科

学基金的引领性和前瞻性作用,有望实现若干领域

和方向的关键突破,抢占学科制高点,探索跨学科交

叉融合研究新范式.

２．３　工具系列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工具系列指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包括

部门推荐和自由申请两个亚类.２０２１年度,地球科

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申请８项,有２项不予受理,原因为未按申请书撰写

要求单独编制大型设备申请书.根据通讯评审结

果,经地球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审议,推荐１个项

目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议评审,但未获资助.

２０２１年,共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申请６７项,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８项.
有１项不予受理,原因为参与人个人简历信息不一

致.经科学部组织的通讯评审以及自然科学基金委

组织的 会 议 评 审,共 有 ７ 项 获 得 资 助,资 助 率

１０．４５％,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５５９４．６万元,直接经费

平均资助强度７９９．２３万元/项.

２．４　融合系列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融合系列包括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

金项目等.地球科学部在以宜居地球为核心的“四
梁八柱”战略规划体系下,深化“自上而下”顶层设计

与“自下而上”建议征集相结合的重大项目立项改

革,实现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的统筹布局,
鼓励竞争.

２０２１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接收重大项目立项建

议６９项.经学科专家咨询会咨询、科学部部务会讨

论,形成１７个重大项目立项领域设想;经科学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审议投票,遴选出１２个立项领域设

想:陆域水文生态过程多尺度变化机理与效应、人地

系统协同观测与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大地幔楔的物

质属性与深部过程、地球系统演变中的矿物—微生

物共演化、黑碳物质的地球化学行为与效应、地球重

大氧化事件及其资源效应、全球海洋重力场与海底

地形精细建模理论及其应用、行星电离层—磁层物

质能量交换过程与机理、大气致灾涡旋生成演变和

影响的机理与预测、海洋系统洋际/层际协同作用的

前沿交叉科学问题、水流域中人工纳米新污染物环

境地球化学过程及安全评价、地表异常的遥感探测

机理与即时诊断方法.根据咨询委员会建议,在进

一步优化完善后形成重大项目指南.指南发布后,
地球科学部共收到重大项目申请２７项;经通讯评审

和部务扩大会讨论,建议１２项进入会议评审程序;
经会议评审,共有７项获得资助,直接经费资助总额

１０３６１．８８万元,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１４８０．２７万

元/项.
地球科学部正在组织实施的、在２０２１年度有评

审任务的重大研究计划包括“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

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特提斯地球动力系

统”“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战略性关

键金属超常富集成矿动力学”.“中国大气复合污染

的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批准立项战略研究

项目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６５１万元;“特提斯地球动

力系统”批准７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４项,集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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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３项,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２７００万元;“西太平洋地

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批准９项,其中战略研究项

目１项,重点支持项目８项,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１
７８０万元;“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富集成矿动力学”批
准２３项,其中培育项目９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０项,
集成项目４项,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５２３１万元.

地球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共受理９类联合基金项

目的申请(表２),其中气象联合基金是设立后第一

次公开发布申请指南.联合基金共接收５４８项申

请,不予受理１８项,原因包括申请代码填写错误、未
按要求填写研究起止日期、申请人或参与人简历填

写不规范等.经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共有８５项获

得资助,直接经费资助总额２３３４６．４万元.由于部

分联合基金项目类型尚未完成审批,部分数据未纳

入本文统计范畴,因此立项结果应以最终审批数据

为准.

２．５　专项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

“双碳”战略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挑

战.为满足国家实施碳中和战略对基础科学研究的

需求,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性、科学性

和前瞻性优势,促进地球科学与管理科学的融合创

新,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联合,以重点项目群的

形式启动了“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

与对策”专项项目的研讨与资助工作.其中,地球科

学部按照“中国区域(海洋与陆地)碳汇清单与增汇

潜力”“地质碳封存理论方法与风险评估”“海陆气耦

合与多圈层互馈机制”３大方向进行布局.通过通

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共资助１９个重点项目、１个集

成项目,资助经费５９８１万元.此项工作是地球科学

部精准对接国家需求、凝练国家需求背后的重大基

础科学问题的有益尝试、深入探索和深化科学基金

改革的重要举措.
积极参与基础科学板块组织的“氦气等工业气

体相关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并开展联合资助.重点

对“我国东部构造活动区氦气富集机理与检测技术”
“中西部叠合盆地氦气富集机理与资源潜力”２个方

向进行布局,每个方向分别资助１项,共资助经费

１０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度,共发布了２期科技活动专项项目指

南.其中,第１期共接收申请５９项,批准２１项,资
助经费４３３万元;第２期共接收申请６８项,批准２６
项,资助经费４３５万元.发布了１期“共享航次计

划”申请指南,共接收项目申请２５项.为了更好地

保障共享航次相关研究,地球科学部从专项项目经

费中调整１０００万元,用于扩大共享航次计划的资助

规模,总资助经费从６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７０００万元,
用于资助１５项共享航次专项项目.其中,战略研究

项目２项,资助经费１５０万元,科学考察项目１３项,
资助经费６８５０万元.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年度特

别资助了“黄河口关键过程及物质输运协同效应重

大科学考察实验研究”航次.
地球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包

含指南引导类和专家推荐类)评审工作继续采用预

申请审查、正式申请评审的２级会议评审方式,分别

由专家组对预申请和正式申请进行投票遴选.２０２１
年度的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以“深下地幔

关键物质循环过程及其效应”为指南主题进行项目

征集,推动地球科学与高压物理、高压化学等多学科

的深度交叉融合,探索重大地质事件中超深部过程

控制地球表层演化的机理.本年度共接受预申请９
项,其中５项通过预申请审查推荐进入正式申请程

序,最终有４项通过专家组评审获得资助,资助经费

总额１１５３万元.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共

收到预申请４９项,其中１０项通过预申请审查进入

正式申请程序,最终有５项通过专家组评审获得资

助,资助经费总额１２３７万元.此外,地球科学部还

参与了基础科学板块组织的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

划项目“太阳系边际探测基础理论与关键机理研究”
的评审工作.经专家组评审,基础科学板块共资助

４项,资助经费１６００万元,其中地球科学部资助１
项,资助经费４００万元.

３　深化改革实施情况

３．１　贯彻学部顶层战略规划,统领工作整体布局

地球科学部在学部“十四五”战略规划的指导

下,以宜居地球为核心,以“四梁八柱”为总纲,精准

对接国家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鼓励自由探索,统领

总体工作布局,形成了面向未来的地球科学基础研

究发展新体系.地球科学部正在稳步推进针对不同

资助体系的工作规划.不仅聚焦宜居地球中的前沿

问题,还着眼于未来地球和复杂人地系统关系,服务

于国家需求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地球科学研究

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截至目前,地球科学部围绕

“四梁八柱”总体战略,分别重点开展了以下资助:
服务于“深海”战略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海洋碳汇

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心”;服务于“深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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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球科学部２０２１年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拟)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亚类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NSFC—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９５ １２ １２．６３ ３１４２．００ ２６１．８３
NSFC—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１ ４ １２．９０ ９３０．００ ２３２．５０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９ ６ ２０．６９ １６８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２ ３ ２６．３２ ７６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３ ４ ３０．７７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５３．００
气象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７１ １４ １９．７２ ３７０４．４０ ２６４．６０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６７ — — — —
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８６ — — — —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４３ ４１ ２８．６７ １０６６６．００ ２６０．１５

集成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７．００ １４４７．００
总计 ５４８ ８５ ２３３４６．４０ ２７４．６６

　　注:∗ 资助情况均为拟资助,请以最终数据为准;∗∗ 未完成评审.

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近地空间天气多尺度过程和

机理”;联合管理学部资助“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

基础科学问题与对策”重点专项项目群.正是以上

述重点资助为代表的资助布局,地球科学部的总体

工作做到了围绕核心目标有的放矢、纲举目张.

３．２　继续全面推进分类评审

地球科学部各学科结合自身学科特点推进分类

评审工作.学科深入分析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报

情况和分布特征,广泛宣贯并听取专家意见.通讯

评审环节,针对性选择专家;会议评审环节,对送审

项目中的“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Ⅰ)类”和“共性

导向、交叉融通(属性Ⅳ)类”项目适当保护.项目资

助完成后,选择获资助项目中的典型案例进一步辅

助下一年度的项目申请.

３．３　做好改革试点,探索“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评审机制

２０２１年,地球科学部选择地球化学学科(D０３)、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学科(D０４)开展了“负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

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相关工

作方案在２０２１年５月的学部第八届专家咨询委员

会第３次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并根据专家建议进行

了完善;工作总结在专家咨询委员会第４次会议上

进行了汇报,总结吸纳了专家建议,并在全委交流会

上进行了汇报.试点工作创造性地探索通过会议评

审专家对通讯评审专家打分的方式来评估通讯评审

的可靠性.通过深入对比分析发现:RCC评审机制

的实施有效降低了非技术原因的拒评率;对拖延评

审现象有较好的控制作用;评审意见的质量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有效提高.总体而言,RCC评审机制在

促进和激励评审专家积极性和责任心方面有一定作

用,多数专家认可RCC举措对规范专家评审行为的

效果.但也存在部分专家对 RCC“反打分”等措施

认识不足、理解不够甚至不太接受等问题,认为可能

会影响评审积极性,或导致专家在表达不同意见时

存在顾虑等,从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影响

评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３．４　２０２１年度AI辅助指派试点工作

２０２１年,地球科学部配合全委的工作部署,以
地球化学学科(D０３)为试点,开展了 AI智能指派和

学科知识图谱构建工作.学科分别采用 AI和ISIS
系统关键词对４１４０人次进行分类指派.通过对专

家名单及专家熟悉程度反馈的对比分析发现,AI指

派有助于广泛遴选专家参与基金评审,推荐的专家

仅在大方向上与评审项目研究领域基本相关,但在

具体研究内容上匹配不够精准,相关度最高的前几

名专家与评审项目的研究领域的匹配度较好,且与

ISIS辅助指派推荐的专家具有相当的重叠度.学科

知识图谱是 AI指派的计算基础,D０３学科线上组织

了涵盖学科主要方向的专家对该图谱进行全面修

订.在原版２１０条的基础上,修改２０条,新增２００
条,删除６０条.总结提出了三级研究方向内容不够

全面、相似方向重复出现、部分内容层级不当等问

题,并向信息中心进行了反馈.

３．５　资助项目成果标注规范化

地球科学部召开学部工作会议深入讨论,决定

以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类项目

类型为试点,探索结题验收工作中成果评价机制的

改革,提升以基金项目为主要资助或发挥主要资助

作用产出成果标注的规范性.学部明确要求:项目

代表性成果或亮点成果必须与该项目科学目标密切

相关,且为第一标注;若项目提交成果的第一标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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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低(３０％)或代表性成果标注不实,则该项目的结

题验收评估等级不得记录为最优档次.
试点工作的要求在对结题项目负责人的答辩通

知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在学部专家咨询会、结题评

审会以及立项评审会中进行了广泛宣讲,得到了咨

询委员以及评审专家的深度认可,认为应该加强结

题项目的管理,并扩大试点范围,增强项目负责人对

成果标注的规范性意识.

４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１)加强科学基金的资助导向.鼓励在地球科

学研究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鼓励多学科交叉

研究,鼓励真正的原创探索研究,提升原创探索项目

资助成效,完善资助导向的执行措施.
(２)制定２０２２年度 RCC评审机制工作计划.

地球科学部拟进一步推广 RCC评审机制的试点学

科范围,将大气科学、环境地球科学与地球化学、地
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一起,共同制定工作计划,探
索RCC评审机制的改革.同时明确,以上４个学科

在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范围内开展试点.
(３)进一步加强资助项目成果标注规范化管

理.继续推进和完善相关的成果评价机制,综合考

虑成果质量、数量和标注次序等指标,除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外,拟考虑在重大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及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等结题验收工作中继续试点和完善成果标注规范

化的相关工作.
(４)继续对接国家需求,加强战略调研,探索国

家重大工程牵引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思路.聚焦地球

系统科学,促进学科融合交叉,致力于研究思维方式

和研究范式的改变.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广泛

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我国地球科学研究从区域走向

全球,催生一批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深化地球系

统科学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学科发展态势,分析凝练

地球科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

问题,例如与月球和深空探测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

对接,以及开展多圈层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等科学

前沿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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