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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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分析了信息

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并提出下一年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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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２１年度项目评审概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严格依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指南»«２０２１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

意见»«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等相

关文件和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并完成信息科学部评审

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中的各

项任务,从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重点项目

入手,持续推进并优化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

请和评审,在函评通知中强调关于四类科学问题属

性内涵说明;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信息科学部持

续实施学科代码优化,优化后的申请代码具有高覆

盖度和低重叠度等特点,也更利于智能辅助指派,同
时根据信息领域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同组织学科树梳理工作;为
强化源头创新和原始创新,积极推进不同学科的交

叉融合,应对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积极推进原创探

索计划,并提出一年期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延续资

助方案初步建议;在２０２０年度“负责任、讲信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

RCC)”评审机制试点基础上,２０２１年全面推动学部

所有面上项目试点工作,共有１１６１２项完成相应试

点工作.信息科学部利用项目评审全过程向专家学

者宣贯科学基金推进系统性改革方案,尤其在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面青地”项目)以及重点项目会议评审中向评

审专家宣传和介绍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和

RCC评审机制的相关情况,评审过程中优先考虑拟

开展工作的创新性,不唯论文数,注重学术质量和贡

献,鼓励专家在同等条件下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类(属性I)科学问题属性项目倾斜,支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础科学研究[１,２].
信息科学部在廉政风险防控方面,严格要求工

作人员、评审专家、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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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工作管理

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行为规范»
等有关规定和办法.严明会场纪律,采取“线上＋线

下”答辩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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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审视频答辩不允许答辩人以外

的其他人员陪同;其他答辩类项目,参加视频答辩人

数(含答辩人)原则上不超过３人,非项目组成员不

得参加答辩;对专家和工作人员的手机等移动通讯

设备进行了统一保管,减少外界干扰;对答辩人汇报

和评审专家提问全程录音录像并存档,保证评审全

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信息系统权限管理规定(试行)»,明确不同

评审阶段、不同权限人员对工作内容的知悉范围,权
限开放按工作进程和实际需要进行,严格执行委内

和学部有关规定程序.在邀请会议评审专家时,发
送履职尽责提示函,会议报到处、会场醒目位置张贴

标语条幅提醒专家和工作人员遵规守纪、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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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环节提醒专家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相关管理

办法和行为规范,树立保密意识;会议评审期间,严
格遵守“五个严禁”,不得违反或妨碍评审公正性行

为.面青地和重点项目会议评审专家遴选方面要

求:回避连续两年担任专家评审组成员;重点项目评

审专家与所在评审组的申请人、参与人不得为同一

单位;重点项目答辩人不得担任面青地项目评审专

家.严格遵循评审工作意见,并注重领域、地区分布

等均衡性.在会议评审前,要求每位专家填写«评审

专家利益冲突事项报备表»,同时根据新发现的和专

家有利益相关等新情况及时调整评审专家、主审专

家并填写评审专家或主审专家变更表.自然科学基

金委监督委员会驻会监督工作组宣讲了评审纪律,
并对驻会监督工作进行了说明,监督并保障了评审

工作的合法、合规及公正性.

２０２１年信息科学部绝大部分评审会均采用线

上答辩与线下评审结合的方式开展,评审专家在会

议现场集中听取答辩人提前录制的答辩视频,答辩

人在线回答现场专家提问.评审专家会后普遍反映

该类会评方式效果良好,一方面有助于答辩人充分

展示研究工作,避免了现场发挥不稳定和失常等情

况,能专注于专家所提问题,更利于充分展示答辩人

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评审专家所受的外界

关注度,减少了干扰.

２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２１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收到 各 类 项 目 申 请

２７１１８项.其中,面上项目１１６５２项,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１０３６６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４１项,重点项目

３７４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９７项,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５４７项,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４９项,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６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１７１项目(自由申请１６３项、部门推荐８项),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５１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１８７
项,重大项目１５项,以及联合基金项目７５０项等.

由于超项及其他原因违规而不予受理的项目共

计１４６项,在复审申请提交期限内,收到复审申请

１９项,经综合处和科学处审核,其中１７项维持不予

受理决定,另有２项后期提供了补充协议和学位证

书、毕业证书等准确证明材料,按照复审流程重新

受理.

３　２０２１年度基金评审工作整体情况

３．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三类项目

　　(１)面上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申请１１６５２
项,比２０２０年(１２３４８项)降低了５．６３％,资助２０７０
项(２０２０年资助２０６４项),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

为５８．０６万元/项(２０２０年为５７．９８万元/项),资助

率为１７．７７％(２０２０年为１６．７２％).
(２)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申请

１０３６６项,比２０２０年(９５５９项)增加了８．４４％,资助

２５１５项(２０２０年资助２１５２项),资助率为２４．２６％
(２０２０年为２２．５１％).

(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申请

１６４１项,比２０２０年(１５７７项)增加了４．０６％,资助

２４８项(２０２０年资助２４８项),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

度３５．３２万元/项(２０２０年为３５．８１万元/项),资助

率为１５．１１％(２０２０年为１５．７３％).
面青地项目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情况如表

１所示.

３．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信息科学部重点项目指南发布了７２
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８个科学部重点项目群(包括

复杂电磁环境下目标探测新机理与新方法研究,未
来信息系统电子器件、电路及射频理论与技术,新一

代网络体系结构及安全,面向人机物三元空间的感

知与交互计算,工业信息物理系统基础理论与关键

技术,可信人工智能理论、模型与系统,新一代半导

体材料与器件,光电子集成技术).收到重点项目申

请３７４项.经评审,推荐会议答辩１２２项,资助９２
项(较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５项减少１２．３８％),资助直接费

表１　２０２１年度面青地项目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申请情况

总申请数
属性Ⅰ 属性Ⅱ 属性Ⅲ 属性Ⅳ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申请数 占比

面上项目 １１６５２ ４８６ ４．１７％ ４３６６ ３７．４７％ ５５７８ ４７．８７％ １２２２ １０．４９％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０３６６ ３４１ ３．２９％ ４１７４ ４０．２７％ ４８８３ ４７．１０％ ９６８ ９．３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４１ １１２ ６．８３％ ４７６ ２９．００％ ７３３ ４４．６７％ ３２０ １９．５０％

合计 ２３６５９ ９３９ ３．９７％ ９０１６ ３８．１１％ １１１９４ ４７．３１％ ２５１０ １０．６１％
　　属性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属性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Ⅳ:“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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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７６８４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３００万元/项(与

２０２０年平均资助强度持平),资助率为２４．６６％.

３．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８９７项(２０２０年申请数为９９５项),推荐会议答辩项

目１２４项,资助９０项,资助率为１０．０３％.

３．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５４７项(２０２０年申请数为５８３项),推荐会议答

辩６３项,资助４３项,资助率为７．８６％.今年信息科

学部联合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召开技术科学板块杰青

项目评审会议,按研究领域相近原则分组评审,分别

按信息器件、信息系统与方法模块进行,同类项目同

赛道竞争.

３．５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４９项,推荐会议答辩９项,资助５项,资助率

为１０４２％.

３．６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６项,
推荐会议答辩４项,资助２项,资助率为３３．３３％.

３．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项目申请１７１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６３项、部门推荐８
项.部门推荐项目推荐会议答辩２项,资助１项.
自由申请类项目推荐会议答辩３３项,资助１９项,资
助率为１１．７０％.

３．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申请５１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５项,资助１１项,资助

率２１．５７％.

３．９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后摩尔时代新器件基础研

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７１项,其中,培育项目

５３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７项,资助１０项,资助直接费

用８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８．８７％;重点支持项目１６
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１项,资助６项,资助直接费用

１８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３７．５０％;集成项目２项,推荐

会议答辩２项,资助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３０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度共收到“未来工业互联网基础研究”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１１６项,其中,培育项目７３项,
推荐会议答辩１６项,建议资助１０项,资助直接费用

８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３．７０％;重点支持项目４２项,推
荐会议答辩９项,建议资助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５６０

万元,资助率为１４．２９％;战略研究项目１项,推荐会

议答辩１项,建议资助１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５０万元.

３．１０　重大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总共收到重大项目申请１５项,推荐

会议答辩８项,资助５项,资助直接费用７３３９万元,
资助率为３３．３３％.

３．１１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联合基金共发布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叶企孙”科学基金等４类指南,收到集成项目申请

８项,资助５项,资助率为６２．５０％;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７４２项,资助１６１项,资助率为２１．７０％.

４　２０２１年度评审工作总体要求与总结

４．１　面青地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面青地三类项目按要求提交会议评审重点讨论

的项目数不低于资助计划项数的１３０％,对重点讨

论的项目进行逐项讨论的同时也需对其他项目整体

审议.建立学科评审组组长与评审专家共同负责

制,有助于提升会议评审质量和公正性.会议评审

采用双主审制,要求评审专家在尊重通讯评审结果

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重点讨论和审议,同时注重领

域均衡,确保公平公正的遴选出创新性强的项目.
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署名推荐“非共识”项目.对

多数通讯评审专家认为不建议予以资助的项目,２名

以上会评专家可以联合署名推荐.会评专家可通过

独立填写推荐意见,说明该项目的创新性、科学价值

以及与通讯评审意见的差异性,经评审组组长审查确

认后可就该项目进行重点讨论和研究.专家评审组

在充分听取推荐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获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的方可建议资助.
各类会议评审中,鼓励专家在同等条件下向属

性Ⅰ类科学问题属性项目倾斜;为进一步促进信息

领域女性科研人员和边远地区科研人员的成长,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上述两类科研人员倾斜;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中,在同等条件下向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的科研人员倾斜.
面青地项目建议资助经费由评审专家确定,均

无超过平均额度１０％的项目.

４．２　重点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重点项目支持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者学

科生长点的科研人员开展系统、深入的创新性研究,
进一步促进相关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者

科学前沿取得原始突破.重点项目应在体现有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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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的原则上,充分考虑学科交

叉与渗透.同时要求重视“四个面向”的基础科学问

题,尤其是“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充分重视项目的科学价值、创新性、研究方案的可行

性以及社会影响.
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需考虑下述情况:申请

人研究基础、研究条件和研究团队情况;以往已完成

基金项目情况;研究内容与其他基金项目的关联情

况,以及与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关系,同时特别强调

需要考察申请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相

关研究工作.申请人在答辩过程中需要对所申请项

目的科学问题属性予以重点说明.

４．３　参加评审会议专家情况

２０２１年信息科学部面青地项目评审会议共邀

请１７９名评审专家,分为１１个学科评审组.重点项

目评审会议共邀１２２名评审专家,分为８个学科评

审组.在评审会议上,科学部向评审专家介绍了专

家组评审任务、权利、职责范围和义务,明确了面青

地以及重点项目的投票规则,传达了四类科学问题

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强调了面青地项目评

审的双主审制.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重申了评审

会议答辩进行全程录像的相关规定,在评审过程中

对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需遵守的评审纪律、回避和

保密原则作出了严格要求.

４．４　疫情专项研究项目延续资助

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

响,也给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信息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度资助的２３项疫情专项研究

项目基础上,根据疫情防控的新形势,进一步发挥信

息领域的科技抗疫力量,经过评审,延续资助７项疫

情专项研究项目.

５　基金改革与试点

５．１　AI辅助指派试点与学科代码优化情况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要求和智能化评审系统

建设方案,２０２１年信息科学部配合计划与政策局和

信息中心,在F０２计算机学科开展 AI辅助指派试点

工作.同时通过梳理优化专家库、改进指派算法等措

施,持续提高工作效率,并进一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F０２计算机学科选取了申请代码为 F０２０９~
F０２１５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进行试点,围绕 AI辅助

指派系统的立项背景和目标,明确试点任务和工作要

求.在试点过程中,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

反复沟通,及时反馈工作中遇到的各类情况,同时结合

实际提出两条优化建议,不断完善AI辅助指派系统.

同时根据 AI指派的需要,信息科学部在２０２０
年申请代码优化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信息领

域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持续组织学科

树梳理工作.在促进学科资助格局优化和知识与应

用融通方面,期望能在工业互联网、５G/６G 太赫兹

与高性能材料、机器人人机融合等方面加强技术科

学板块深度融合.
５．２　贯彻落实原创探索计划

信息科学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非常规

评审机制,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投身原创性基础科

学研究工作,推动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和引领性原

创成果重大突破.
根据信息领域学科发展特点,在２０２０年试行原

创探索计划评审的基础上,对第一批原创探索计划

项目进行结题评审并开展延续资助.２０２１年信息

科学部进一步制定“原创性项目”评价方案,提出了

原创性分类评价思路和针对一年期原创探索计划项

目的延续资助初步方案.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５日,信
息科学部收到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３８项,均为

专家推荐类,预申请书经函评、学部办公会议讨论,８
项进入正式申请.正式申请书经函评、学部办公会

议讨论,推荐会议评审７项,经会议答辩评审、专家

投票,共资助５项.信息科学部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
日召开了原创探索类项目结题学术交流会,对资助

的１４项原创探索项目进行结题评估,在原有项目指

标考核基础上,重点考察项目研究成果的开创性、变
革性、原创性、前沿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
５．３　RCC评审机制试点落实情况

信息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试点工作基础上,２０２１
年推动 全 部 面 上 项 目 试 点 工 作,试 点 项 目 总 数

１１６１２项,进一步研讨并完善了２０２１年信息科学部

RCC评审机制改革试点方案并在不同场合向科技

界广泛宣传,增加对 RCC内涵的了解,打消评审专

家可能存在的顾虑.在面上项目通讯评议通知中附

件部分增加了RCC评审机制说明,力求评审专家严

格按照要求及时高效地完成评审任务.与２０２０年相

比,未及时返回的评议意见数量明显下降,通讯评审质

量有了显著提升.
各科学处认真阅读、整理通讯评审专家的函评

意见,做好评审结果反馈前专家意见的复查编辑工

作.对因非学术原因拒评的评审人、多次催评未返

回评审意见的评审人以及对评审意见比较笼统和仅

返回非学术意见的评审人进行了标注.工作人员经

过仔细审读发现“张冠李戴”数量下降,错误情况得到

显著控制.例如:信息一处２０２０年度发现了“张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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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面上项目有７项(涉及５位专家),２０２１年度“张
冠李戴”的面上项目４项(涉及４位专家);信息三处

２０２０年度发现了“张冠李戴”的面上项目有６项(涉及

３位专家),２０２１年度“张冠李戴”的面上项目只有１
项(涉及１位专家).此外,一些专家的评审意见含有

刺激性语言、评语过于简单和笼统、对申请人缺乏实

际参考价值等情况,与２０２０年相比有较大改善.
在会议评审期间,信息一处给会评专家发放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调查问

卷»,专家一致反馈 RCC评审机制的实施对于正面

引导和激励评审专家有帮助,同时能有效提升通讯

评审质量.
在试点工作中,进行了“评议人资助建议准确

率”和“评议人打分平均偏离度”个性化指标统计与

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反映出科学处专家对项目评

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具有高一致性的评价数量

(偏离度在０％~１０％区间)在逐年提升.
５．４　积极布局新措施

(１)积极推进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基金改革.
信息科学部全面实施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

重点项目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与评审,函评

通知中增加了关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的说明.
(２)联合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召开技术科学板块

杰青项目会议评审,按研究领域相近原则分组,同类

项目同赛道竞争,同时互换工作人员增加板块工作

人员交流机会.
(３)面向边远地区和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依托

单位,持续推进“繁星计划”,对研究基础和选题较好、

研究工作逐年有进展、多次申请并上会但未获资助的

申请项目,利用学部专项项目,给予申请人再次申请

机会,以更好带动边远地区科研水平的提升.经过评

审,２０２１年度建议资助该类３４项一年期专项项目.
(４)与科学家、科研管理人员面对面访谈、交

流,深入了解一线科研人员实际需要;围绕中央部门

有关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建议征集,听取专家咨询

委员会意见,有２项部委推荐重点项目获得立项;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了专项项目立项研讨;与有关

基础科学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前沿科学讲座１２次,
并在部分国内学术会议上宣贯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与信息领域基金资助情况.

６　２０２２年工作思路

２０２２年是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的关键之

年.信息科学部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精神,结合“四个面向”,完善信

息领域前瞻布局,既抓“需求导向”又抓“问题导向”、
既抓“创新高峰”又抓“创新高原”,进一步发挥引导

作用,扎实推进信息领域基础研究创新和科学基金

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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