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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0 年资助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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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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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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