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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对计算机学科 2006 年~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对重点项目申请与

摘

评审过程、项目指南产生过程进行了介绍,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申报重点项目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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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是其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主要支持研究人
员面向科学发展前沿和国家重要需求中的基础科学问题与共性关键技术,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研究与实验
验证.
本文从资助数量及比例、地域分布、研究团队结构、领域分布、热点研究方向等角度,对近 10 年来计算
机学科(即“计算机科学学科”)重点项目(含重点项目群)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介绍了重点项目的申请、评审
过程以及重点项目指南的产生过程,希望对申报本学科重点项目的研究人员有所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统计
的是一般类别的重点项目,未包括联合基金、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计划中的重点(支持)项目.

1

资助情况统计与分析

1.1 重点项目资助数量、资助经费和资助率统计
2006 年~2015 年这 10
年间 ,计 算机 学科 共资 助 重
点项目 143 项,各年度重点
项目的申请数量、资助数量
和资助经费如图 1 所示.可
以看 出 ,随着 国家 对基 础 研
究的日益重视和投入经费的
不断 增加 ,计 算机 学科 的 重
点项目资助数量和资助经费
稳步增长,从 2006 年资助 5
项、经费 980 万元增长至
2015 年资助 21 项、经费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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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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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别增长了 2.5 倍和
6.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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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给出了 10 年来重点项目的资
助率变化情况.自 2007 年以来,总体资
助率比较稳定,但就不同研究领域而
言,申请数量和资助率却差别很大,有
的领域仅有 1 个研究团队申请,而有
的热门领域,例如 2012 年的“云计算环
境下复杂工程应用的资源调度与管
理”,有 11 个研究团队参与竞争;2014
年的“面向大数据的知识表达、推理及
(年)

在线学习理论与方法”,有 13 个研究团
队参与竞争.如果申请数量偏少,研究

图2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资助率

人员难以在竞争中得到激励;而如果申请数量偏多,则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从历史情况来看,每个领域有 4~5 个
团队参与竞争比较理想.
1.2 重点项目在省级行政区域的分布
重点项目依托单位在省级行政区域上的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主要聚集在计算机学科整体实力较强的省
市,北京市获得了 59 项资助,占总数的 41.3%,上海市、陕西省和湖南省获得资助的重点项目均超过 10 项.我国
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仅有 15 个行政区获得过计算机学科的重点项目资助,说明计算机学科在我国不同地
域的发展还不够均衡.

图3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在省级行政区的分布

图 4 列出了上述 15 个省级行政区获得资助的年份数.北京市连续 10 年均获得了资助,上海、湖南、湖北
和陕西在 7 个年份中获得了资助,浙江和江苏在 5 个年份中获得了资助,反映出这些省级行政区在计算机领域
的基础研究范围较宽、研究水平较高.

图4

2006 年~2015 年各省级行政区获得重点项目的年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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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点项目依托单位的分布
在 143 项重点项目中,高等院校获得了 110 项资助,科研院所获得了 33 项资助.表 1 列出了重点项目依托单
位的分布情况,“985 工程”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院所具有明显优势.
表1
依托单位类别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依托单位分布

“985 工程”高校
90
62.9

项数
占比(%)

高等院校
“211 工程(非 985)”高校
15
10.5

地方普通高校
5
3.5

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机构
29
20.3

其他
4
2.8

10 年来共有 48 个依托单位获得过重点项目资助,其中 8 个单位获得 2 项资助,22 个单位获得 3 项及以上
资助.图 5 列出了获得过 3 项及以上重点项目的依托单位,包含 19 个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 3 个研究所.这个统

项目数

计结果与 2014 年“中国大陆研究机构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排名-计算机学科”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单位

图5

2006 年~2015 年获得计算机学科 3 项及以上重点项目资助的依托单位

143 项重点项目中,项目负责人为男性的有 131 项,占 91.6%;项目负责人为女性的仅 12 项,占 8.4%.143 名项
目负责人中,获资助时年龄最小者 31 岁,最大者 69 岁.图 6 给出了项目负责人获资助时的平均年龄,基本稳定在
46 岁~50 岁之间. 图 7 给出了项目负责人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41 岁~45 岁和 46 岁~50 岁两个年龄段共有

年龄

73 人,超过总数的 50%.同时,有两位 31 岁~35 岁年龄段的青年学者获得重点项目资助.

年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负责人获资助时的平均年龄

人数

图6

年龄段

图7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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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团队结构及合作研究单位情况
在 143 个重点项目获批当年,项目负责人是两院院士的有 2 项,占 1.4%;“千人计划”入选者的有 6 项,占 4.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教育部长江学者的有 33 项,占 23.1%.项目参与人员中包含两院院士的有 5 项,
占 3.5%;包含“千人计划”入选者的有 2 项,占 1.4%;包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教育部长江学者的有
16 项,占 11.2%.研究团队中不含两院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教育部长江
学者的项目共计 86 项,占 60.1%.另外,研究团队中有海外学者参与的项目共计 30 项,占 21.0%.
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重点项目一般由 1 个单位承担,确有必要时,合作研究单位
不得超过 2 个.显然,由 1 个单位承担项目,管理效益和经费强度都比较高,但申请者为了提高成功率,避免同行之
间直接竞争,经常采用合作申请的方式,以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143 项重点项目中有 126 项有合作研究单位,占
88.1%.其中,76 项有 2 个合作单位,占 53.2%.从 2013 年开始,部分申请者还有意联合了应用单位,例如 IT 公司、
行业部门的研究院所,希望理论研究更贴近真实需求,研究成果能得到实验验证.这类项目有 10 项,占总资助数
的 7.0%.
1.5 重点项目的研究领域及热点关键词统计
计算机学科共有 8 个二级代码,分别代表 8 个研究领域,依次为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计算机软件,计算机
体系结构,计算机硬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自然语言理解与机器翻译,信息安全,计算机网络.143 项重点项目
的二级代码分布如图 8 所示(其中有 8 项未标示二级代码).10 年来,计算机应用技术领域获资助项目最多,主要
涉及图像视频、多媒体以及模式识别等相关方向的研究;其次是计算机软件领域,主要涉及数据管理、数据挖

个数

掘和软件工程方向的研究.

代码

图8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二级代码分布情况

表 2 列出了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的年度研究热点关键词.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反映了科研人员的关注程度.
可以看出,本学科核心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得到了持续关注.随着重点项目数量的增加,所覆盖的关键词在不断增
加.同时,由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热点关键词也在不断涌现.图 9 用标签云的方式展示了近 10 年
来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的热点关键词.
表2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研究热点关键词

热点关键词(出现频次)
体系结构(2);并行计算(2);硬件技术(1);计算机网络(1);信息安全(1);多媒体技术(1)
嵌入式软件(1);量子计算(1);存储系统(1);数据管理(1);模式识别(1);信息安全(1);软件工程(1);存储系统(1);自然语
言处理(1);计算机辅助技术(1)
网络体系结构(1);计算机图形学(1);虚拟现实(1);体系结构(1);硬件技术(1);数据管理(1);无线传感网络(1);多媒体
技术(1);形式化方法(1);密码学(1)
数据挖掘(3);信息检索(2);存储系统(1);计算机辅助技术(1);计算机图形学(1);模式识别(1);生物信息学(1);数据管
理(1);网络体系结构(1);系统软件(1);虚拟现实(1)
计算机理论(3);软件工程(2);视觉计算(2);高性能计算(2);量子计算(1);密码学(1);多媒体技术(1);人机交互(1);数据
管理(1);物联网(1);信息安全(1);知识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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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热点关键词(出现频次)
并行计算(2);视觉计算(2);多媒体技术(1);高性能计算(1);计算机网络(1);密码学(1);软件工程(1);社交网络(1);生物
信息学(1);数据管理(1);数据挖掘(1);网络体系结构(1);信息安全(1);虚拟现实(1);硬件技术(1);云计算(1);知识工程
(1);自然语言处理(1)
数据管理(4);存储系统(3);网络体系结构(2);信息安全(2);计算机图形学(2);云计算(2);并行计算(1);计算机辅助设
计(1);硬件技术(1);系统软件(1);人机交互(1);软件工程(1);社交网络(1);生物信息学(1);数据挖掘(1);知识工程(1)
群智感知(3);多媒体技术(2);健康计算(2);软件工程(2);数据管理(2);并行计算(1);存储系统(1);大数据(1);机器学习
(1);计算机图形学(1);量子计算(1);密码学(1);人机交互(1);社交网络(1);生物信息学(1);视觉计算(1);体系结构(1);
信息安全(1);云计算(1);智能计算(1)
大数据(5);并行计算(2);计算机网络(2);软件工程(2);体系结构(2);知识工程(2);存储系统(1);多媒体技术(1);机器学
习(1);计算机图形学(1);模式识别(1);生物信息学(1);视觉计算(1);数据管理(1);无线传感网络(1);硬件技术(1);自然
语言处理(1)
多媒体技术(3);模式识别(3);物联网(3);MOOC(2);生物信息学(2);机器学习(1);计算机图形学(1);密码学(1);嵌入式
软件(1);社交网络(1);视觉计算(1);数据管理(1);体系结构(1);信息安全(1);信息检索(1);形式化方法(1);虚拟现实
(1);硬件技术(1);知识工程(1)

图9

2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研究热点关键词(续)

2006 年~2015 年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热点关键词标签云

重点项目的申请与评审过程
在集中受理期间,申请者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发布的重点项目资助领域提交申请书.申请

书题目一般沿用重点领域名称,也可稍作修改,但不应区别太大,因为重点领域名称是评审专家判断申请书是否
符合项目指南的唯一依据.申报同一重点领域的申请书在形式审查合格后,被归到同一个组,送 5 位同行专家进
行通讯评议,评价最好的 1~3 个项目入围会议评审.会评专家组一般由 15 位专家组成,入围项目依托单位及合作
单位的专家均回避.项目负责人在评审会上陈述、回答提问,专家组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半数且在该重点领域
排名第 1(或前 2)的项目成为拟资助项目,进入最后的审批环节.原则上 1 个重点领域资助 1 个项目,偶然出现的
情况是,某个领域有 2 个项目得票超过半数,最终得到资助.专家组决策的依据是:这 2 个项目的创新思想和研究
方案各有特色、互不重复,2 个研究团队的水平都高、难以取舍.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是,申报某个领域的申
请书整体水平不够理想,函评后均未达到“3 位及以上专家同意资助”的上会答辩条件,或者有项目团队入围答
辩,但得票未超过半数,致使该领域出现空缺.
因为重大项目名额有限,作为一种补充,信息科学部从 2007 年开始,尝试采用“科学部优先资助重点领域”
(也称“重点项目群”)的形式,对某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资助,通常包含 3~5 个重点项目,对应 3~5 个相关的
研究方向.对于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还会用连续重点项目群给予支持.申请者在了解重点项目群的整体目标
后,只需就其中一个研究方向进行申请,不必涵盖其他研究方向,也不与其他方向的申请团队捆绑申报.

3

重点项目指南的产生过程
重点项目指南由研究人员建议、同行专家函评、学科评审组集体决策而产生,应当体现学科优先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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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学科发展战略.
每年 4 月底之前,计算机学科接收研究人员提交的下一年度重点项目立项建议书.建议书无固定格式要求,
但应该包括如下 5 个方面的内容.
(1) 立项依据:从领域背景、科学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说明;
(2) 主要研究内容:重点说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创新点;
(3) 预期研究目标和成果:未来 5 年有望达到的研究目标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应与现有成果水平进行对比或
说明改进之处;
(4) 国内已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从国内已有的研究基础和队伍、相关部委在该领域的立项与资助情况、现
有研究平台和实验验证条件等方面进行说明;
(5) 经费估算和实施进度:与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和研究期限相适应.需要注意的是,在建议书的正文中,须
隐去建议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相关信息.对于重点项目群建议书,建议人还应对项目群中设立的各个研究方向分
别进行相关说明.
近几年,计算机学科每年收到的重点项目建议书有 40~80 份.从 5 月份开始,学科工作人员对建议书进行匿
名化处理,按研究方向分为 14~18 个组,每组分别送 10 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议,专家就“是否同意立项(或合并
立项)”做出判断并给出点评意见.7 月份,工作人员将建议书和通讯评议意见提交给专家评审组进行会议评审.
会评分 3 个阶段,首先是分组讨论,每一组建议书由 5 位同行专家审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遴选或整合出 1~2
个研究领域,作为本组的候选立项建议.第 2 阶段是大会讨论,每个小组推举 1 位专家代表,面向 30 多位本学科
不同领域的参会专家进行推荐汇报,回答提问,对领域题目进行必要的修改.遵循的原则是:确保研究内容的创
新性和可行性;避免明确的指向性(指向某一研究团队);既有一定的创新发挥空间(可有多个团队参与竞争),又
不至于立题过于宽泛(避免前文提到的人力资源浪费).第 3 阶段是专家组投票,学科工作人员根据讨论、修改结
果制作选票,全体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现场计票,按得票多少进行排序,得票超过半数的研究领域成为候选.评
审会后,学科工作人员根据科学部分配的下一年度重点项目名额,按得票顺序截取相应数量的研究领域,形成第
2 年的重点项目指南.

4

几点想法

4.1 推动计算机学科均衡发展
近 10 年我国有超过一半的省级行政区未能获得重点项目资助,尽管评审专家们在同等水平时会向弱势群
体倾斜,但大环境造成的科研条件和人才资源的差距,使得弱势地区要达到发达地区的“同等水平”非常困难.基
金委近些年陆续设立了一些联合基金项目(主要包括重点项目),资助有地域资源、经济、人文特色的基础研究,
对于提高一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科研水平、助力人才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要实现各地区科学研究的均衡发
展,仍然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对于促进本学科内各研究方向的均衡发展,专家们则可以做很多力
所能及的事情.计算机学科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应用和软件领域,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例如计算机硬件、
体系结构、计算系统、自然语言处理等,获资助较少.国内现行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过于看重论文的数量和质
量,而计算机硬件与系统研究投入较大、周期较长,发表高质量论文相对困难;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人员处于科
技欠发达地区的比重较大,发表顶级国际论文的渠道较少.如何灵活掌握评价指标,鼓励研究人员积极从事有挑
战性的、长期持续的基础研究,本领域的专家群体应该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4.2 快速跟进新研究方向
一般来说,重点项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面上项目作基础,且从建议、立项到项目启动的时间较长,如何快速
跟进新的研究方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对于新的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难以把握,研究人员相对较少,设立重
点项目时不易得到多数专家的支持.但原始创新的活力、弯道超车的机遇,往往蕴含在新的研究方向中.2006 年
重点项目建议“量子软件的理论与方法”在立项过程中,曾受到不少专家质疑:我国的研究队伍在哪里?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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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尚未问世,过早开展量子软件的研究,是否会成为缺少根基的空中楼阁?如果量子计算机的实现方式发生重大
变化,我们的研究是否会前功尽弃?当然,专家中也有一种积极的声音: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初露端倪,如
果我们不及早启动,一旦量子计算机出现,我们又会处于追赶的境地,重复在电子计算机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
路.科学基金需要研究人员敏锐地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这也是科学基金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精髓所在.
4.3 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
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已有共识,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偏离初衷.由于重点项目指标有限,专家们更倾向
于保护本学科主流研究方向,近 10 年资助的重点项目中,交叉学科研究项目仅有 7 项,占 4.9%,主要是生物信息
学研究领域,另有少量项目涉及其他学科领域,例如激光聚变模拟计算、气候和湍流模拟计算等.对于交叉研究
的鼓励和支持,关键在于立项评审阶段,希望专家们以更宽阔的胸怀,接纳数、理、化、天、地、生、医、管等
学科与计算机学科的大跨度交叉研究,共同为科学探索、理论与技术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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