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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为适应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改革的需求，探索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推进
提升源头创新能力方面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方法 / 过程 ] 采用统计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对 1986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导向、资助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项目、课题、学部、学科、
机构、经费的分布特征，揭示重大项目的资助趋势和资助重点，为调整和完善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结构提供了参考。[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规模持续增长、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是
资助项目总数最多的学部、化学科学部是重大项目资助总金额最多的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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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NSFC funding and management reform in the new era, and to
explore the supporting and leading role of NSFC major projects in promoting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bility. [Methods/Process]
Statis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funding guidance, funding outline of NSFC major projects
from 1986 to 2020.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pics, departments, disciplines, institutions and funds reveal the funding
trend and funding focus of major project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adjusting and improving the funding structure of major
projects of NSFC.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resuluts show that the funding scale of NSFC’s major projects continues to grow,
the Deportment of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is the Department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projec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science is the Department with the largest total amount of major projects.
Keywords: NSFC; major project; funding analysis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整体分析。江虎军 [3] 介绍

引言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基因
自 1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

表达的调控网络研究”的执行情况。管仕平等 [4]

来，它在我国基础研究建设的过程中就发挥着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的基本过程和项

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自然科学基金逐渐成为国

目管理中所涉及的主体出发，阐述我国自然科

[1]

家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方式 。作为

学基金项目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提出未来的

将科学家自由探索研究活动引导到服务国家整

研究建议。陈领等 [5]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体、长远目标的重要举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动物 DNA 条形码基因和隐存多样性的研

重大项目定位于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

究”进行介绍，该项目揭示我国一些重要动物

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

类群的隐存多样性。刘颖慧等 [6] 总结国家自然

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对

综合性研究，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升

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性样带研究”执行与成

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经过近 30 年的发

果。胡景杰等 [7] 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展，重大项目已成为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

项目“畜禽重要病原的致病机理研究”。葛颂 [8]

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引领我国基础研究重要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重大项目“禾本科植物的适

前沿方向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

应性辐射及其进化机制”进行介绍，该项目为

题的重要支撑。

阐明植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与机理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詹世革等 [9] 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文献回顾

重大项目层状电磁复合材料的界面结构与力学
行为相关成果。孙瑞娟等 [10] 对“白血病状态下

一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得
[2]

正常造血干 / 祖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及其调控机

研究国家自然

制”项目进行阐述，该项目提出了抑制白血病

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实施情况，对重大

细胞特别是白血病干细胞生长及促进正常造血

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王岐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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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 祖细胞扩增的治疗新策略。褚鑫等 [11] 概述

即 1986–1989、1990–1994、1995–2001、2002–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孢子植物

2014 以及 2015 至今。

志编研”，使得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取得了

1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颁布了第一个

重大进展。吕筠等 [12]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重大项目评审管理暂行办法，重大项目要择优

项目“环境与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冠心病

资助意义重大、目标明确、基础好、可望在近

和缺血性脑卒中影响的超大型队列研究”进行

期取得重要成果的重大研究项目，以期更有效

介绍，该项目在生物学、行为、环境等暴露因

地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16,17]。这也成为第一阶

素与疾病的关联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王国

段重大项目资助的主要目标。

彪 [13]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与材料领域重大

到了 1990 年，第一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为

项目进行回顾，提出重大项目良性发展的体会。

我国科技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在这一时

杨华勇等 [14] 研究生物制造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期，国家对促进社会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回顾生物制造领域在机械、医学与生命科学等

因此在 1990 年对重大项目管理办法的修订中，

学科交叉中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提炼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指出重大项目的资助对象

领域未来 5 到 10 年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前沿

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针对经济、

研究方向和可能的科学基金资助重点。

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重点资助

从以往文献来看，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内有较强研究基础和优势，近期可取得突破

重大项目的研究大多是具体项目的、阶段性

或达国际先进水平，有远大应用前景，近期可

的分析。本文从资助导向和资助情况角度对

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有益或以关系国计民

1986–2020 年间重大项目进行梳理，强化人们

生的重大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国际合作

对重大项目的认识，为完善相关组织管理工作

的管理也被纳入了 1990 年的重大项目管理办法

提供参考。

中 [18]。
在 1995 年和 199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

重大项目资助导向分析

对重大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并先后
出台了两个相关文件，但是在 1996 年的管理办

重大项目最早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相

法中，并没有重新修改重大项目的资助导向，

关部门推荐的一批联合申请项目，为了更好的

而只是对立项与评审提出了新的举措，即加入

对该类项目实施组织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了无记名投票、超过半数通过的表决方式 [19]。

委员会自成立后就设置了重大项目，并发布了

因此在第三阶段，重大项目的资助导向变化主

重大项目的管理暂行办法 [15]。为了适应国家不

要从 1995 年开始，主要资助科学发展中具有战

同时期的发展需求，重大项目的资助导向也随

略意义，我国具有优势，可望取得重大突破达

之发生了变化。按照每个时期重大项目资助的

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的前沿性基础研究 [20]。

重点不同，将其资助导向变化分为 5 个阶段，

同时国家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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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要影响或有重

该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

大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围绕国家可持续发

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组

展战略目标或为国家重要宏观决策提供依据的

织学科交叉和多学科研究，进一步提升源头创

基础性研究，以及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科学数

新能力。

据积累工作也是当时重大项目的资助对象。重
大项目的资助重点更加明确，且越来越渗透到

3

重大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我国发展所需的各类基础性研究中。
2002 年对重大项目管理办法的修订中又增

本文分析的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据源于中国

加了新的资助对象，除了聚焦有重大意义的基

知网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简介与国

础性研究以外，还要吸收其他项目的优秀课题，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的资助项目信息，并对重

如基金面上、重点项目多年资助基础上凝练出

复数据进行去重处理，进而开展分析研究。

来的、需加大资助力度可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重
大科学问题，以期实现成果效益的最大化，更

3.1

历年资助项目数和课题数分析
1986-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批准

好的服务人类和社会。由于 2012-2014 年之间
重大项目的资助范围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基础

重大项目 516 项，包括课题 2521 个，如表 1 所示，

性研究工作中，因此在 2015 年重大项目管理办

课题数量波动较大，呈现出不稳定态势，项目

法中，其资助导向已经由科学技术层面上升到

数量则相对变化小；2010 年后，项目数量和课

了国家安全的层面，而且更加突出学科交叉和

题数量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近两年增加趋势

多学科研究的优势。管理办法指出重大项目应

更为显著，项目数量在 2020 年达到最大值 46 项。

表1

历年资助的项目数和课题数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项目数

7

25

24

19

10

2

11

17

9

1

1

课题数

61

196

150

110

49

13

80

84

46

6

0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9

项目数

12

29

19

2

3

1

12

18

6

3

17

课题数

70

161

93

5

10

10

52

100

30

12

67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项目数

11

16

13

18

24

22

19

23

40

36

46

课题数

44

53

56

75

94

96

79

99

170

149

201

3.2

历年受资助的依托单位情况分析
对获得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资助的依

托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10 年前，历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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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年·第 7 卷·第 5 期

资助的依托单位数量变化显著；2010 年后，依
托单位数量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在 2020 年达
到峰值，为 109 家，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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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历年参与重点项目的依托单位数量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数量

27

59

67

57

29

7

57

50

40

3

1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9

数量

47

73

47

5

11

10

33

63

22

10

50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数量

29

39

35

53

57

59

53

59

86

79

109

3.3

各阶段学部资助情况分析

史存在一定关系。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09 年成立医学科学部，将原生命科学部的相

受资助学部情况如图 1 所示，工程与材料科

应学科划拨医学科学部管理，相应的部分科研人

学部是资助项目总数、课题总数最多的学部，管

员也因此被分流到医学科学部申报项目。此外，

理科学部资助所占份额最少。各阶段学部资助情

随着学科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况如图 2、3 所示，除 1995 年外，工程与材料科

委员会对学科的调整和细化，部分从事交叉学科

学部、化学科学部、数理科学部、地球科学部、

研究，可以在生命科学部申报项目的科研人员选

信息科学部在各阶段都占有较大份额且稳定。

择了在其他科学部如医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在最近几年受资助的比例减少，医学

信息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等相关学科申报项目。

科学部增多。这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发展历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454

451

课题数
387

350

84

345

325

91

79

80

81

19

项目数

78

118
67

28

0

图1

3.4

各学部资助的项目总数和课题总数

各阶段资助的学科情况分析

1999 年的 54 个，并进一步扩展为 2020 年的 77

选 取 学 科 代 码 的 前 三 位 表 征 不 同 学 科。

个， 如 图 4 所 示。1997 年、1998 年 和 1999 年

1997–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重大

学科门类增量大，其余年度学科门类缓慢增长。

项目的学科数量由 1997 年的 20 个迅速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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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不同学部各阶段资助的不同项目数分布

不同学部各阶段资助的课题数分布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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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学科分布的具体情况如图 5 所示。工

信 息 科 学 部 的 各 学 科， 这 4 个 学 部 的 气泡大

程与材料科学部在图中的气泡最为密集且半

小和分布密度相差不大。然后是生命科学部

径大的气泡数量多，表明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的各学科，仅部分学科长期受到国家自然科

的大部分学科均受到资助，且资助项目数较

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且历年资助项目数较少。

多，说明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是资助重点。其

而医学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仅个别学科经常

次是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数理科学部、

受到资助。

图5

资助学科分布的气泡图

1997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B03（物理化学）、B08（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的重大项目所属学科的演化情况如图 6 所示。

D02（地质学）、F03（自动化）和 F05（光学

观察到 1998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资

和光电子学）等学科资助规模始终处于波动状

助的重大项目的学科最为丰富，个别年份资助

态，其中 A02（力学）、B08（化学工程与工业

的重大项目的学科仅有 2~3 个，且规模小，如

化学）、F03（自动化）和 F05（光学和光电子学）

2000 年、2002 年和 2006 年。B01（无机化学）

学科近年来受到资助的规模有所扩大。A05（物

学科虽然资助规模经常波动，但在各学科中，

理学Ⅱ）学科有 2 年位于学科资助数量排行榜

该学科资助规模较大，有 6 年位于学科资助数

第一，2017 年位于排行榜第一后，受资助的重

量排行榜前三位。D07（环境地球科学）和 F01

大项目数和排名逐年下降。A04（物理学Ⅰ）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学科资助规模近年来一

学科在 1998 年受资助的项目数达到所有学科受

直稳居前列。A02（力学）、A05（物理学Ⅱ）、

资助项目数的最大值 17 后，在受资助的年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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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持较低规模。G01（管理科学与工程）

但在 2019 年受到重视，资助的重大项目数量达

学科在 1999 年受资助后，直到 2011 年才再次

到 12 项，位于当年学科资助数量排行榜第一。

受到资助，随后历年受资助的规模不断变动，

C03（生态学）、A04（物理学Ⅰ）和 E01（金

且幅度较大。D06（海洋科学）学科仅有 5 年

属材料）等学科早期受到高度重视，受资助数

受到资助，在 2019 年以前的资助数量都很小，

量多，但呈现下降趋势。

图6

3.5

资助学科演化图

资助金额分析
项目与课题资助金额如图 7 所示，项均资

助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课题平均资助金额自
1996 年以来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直到 2009 年
平均达到 200 万元以上，从 2012 年开始，课题
和项目的平均资助金额相比前一年有近 2 倍增
长，之后的平均资助金额则一直保持着较高水
平。进一步分析，化学科学部是重大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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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最多的学部，其次是地球科学部和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均超过 8 亿元。受资助最少的
是管理科学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排名前十的
依托单位如表 3 所示。清华大学作为获批重大
项目数和总金额均位居榜首，其次是北京大学。
但获批重大项目平均金额最多的则是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平均为 1503.5 万元。

1986-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分析
ANALYSIS OF MAJOR PROJECTS SUPPORTED BY NSFC
FROM 1986 TO 2020

图7

历年各项目和各课题的平均资助金额（万元）

表3
依托单位

受资助重大项目数排名前 10 的依托单位

参与项目数 重大项目受资助的总金额（万元） 重大项目受资助的平均金额（万元）

清华大学

32

38317.5

1197.422

北京大学

25

25573.6

1022.944

复旦大学

15

18113.1

1207.54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1

8784

789.5455

南京大学

11

11863.65

1078.51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15035

1503.5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

12902.2

1290.22

浙江大学

9

11687.8

1298.64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8

7653.25

956.6563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8

5390

673.75

3.6

受资助科学前沿和重大需求项目情况

分析
人工阅读受资助项目题目后，将项目划分
为 面 向 科 学 前 沿 和 重 大 需 求 两 类，1986-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批准 516 项重大项
目，其中有 324 项偏向于重大需求，192 项偏
向于科学前沿。如图 8 所示，偏向于重大需求

的项目数总体上多于偏向于科学前沿的项目数。
2006 年前，科学前沿和重大需求的项目数量波
动较大，呈现出不稳定态势，时而剧增时而剧减，
但近 15 年整体呈增长趋势，在 2020 年偏向于
科学前沿的项目数量达到历年最大值 24 项，
2018 年和 2019 年偏向于重大需求的项目数量
达到历年最大值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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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4

1986-2020 年历年资助科学前沿和重大需求项目数量趋势

总结

材料科学部、化学科学部、数理科学部、地球
科学部、信息科学部这样的理工类，而对管理

通过以上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
助情况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如下：
（1）近 10 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的重大项目数、课题数、依托单位数、资助金
额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2）课题数量历年变化大，呈现出不稳定

科学部的资助最少。
（5）化学科学部是重大项目资助总金额最
多的学部，其次是地球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均超过 8 亿元。
（6）近 15 年来，科学前沿和重大需求项
目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且重大需求项目总体

态势，时而剧增时而剧减，项目数量相对变化小，

上 多 于 科 学 前 沿 项 目 数 量， 但 差 距 在 缩 小，

项目数量在 2020 年达到最大值 46 项，2018 年

2020 年则基本持平。

的数量排第二达 40 项。2010 年后，项目数量

（7）无论是科学前沿还是重大需求项目，

和课题数量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最近两年增

项目获资助的总金额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加趋势更为显著。

且总体上看，历年重大需求项目获资助的金额

（3）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是资助项目总数最

要多于科学前沿。受到资助的学科、学部种类

多的学部，近 5 倍于管理科学部。生命科学部

均有所增加。地球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在最近几年资助的项目数和课题数在减少，医

资助重大需求的项目数量较多，因此在重大需

学科学部则在增加。

求项目的资助金额上也较其他学部有明显优势。

（4）从资助金额和资助项目数和课题数来

数理科学部资助科学前沿的项目数量较多，且

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重心在工程与

资助金额处于科学前沿项目的较高水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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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学报 , 2014, 45(12):2088-2090.

了重大项目资助的学科差异以及面向国家重大
[8]

需求的定位。

大项目“禾本科植物的适应性辐射及其进化机制”

本文对 1986-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资助导向、资助情况进行分析。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自设立以来，投入不断增加，取
得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解决了一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下一步针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梳理，
结合调查问卷，专家访谈进行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成效分析研究。

葛颂 , 刘宝 , 王宇飞 , 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结题综述 [J]. 生命科学 , 2014, 26(12):1432-1435.

[9]

詹世革 , 方岱宁 , 李法新 , 等 . 层状电磁复合材
料的界面结构与力学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重 大 项 目 成 果 综 述 [J].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2015,
29(5):332-336.

[10] 孙瑞娟 , 江虎军 , 程涛 , 等 . 白血病状态下正常造
血干 / 祖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及其调控机制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结题综述 [J]. 中国科学基金 ,
2015, 29(4):245-249.
[11] 褚鑫 , 魏江春 , 庄文颖 , 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孢子植物志编研”概述 [J]. 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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