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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与 2020 年度
信息领域资助情况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abalysis of
funding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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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信息科学部，北京 100083）
摘

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明确“资助导向”、优化学科布局、负责任计贡献讲信誉的同行评审等改革任

务，深化改革措施。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提升原创能力；拓展社会投入加大联合基金资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
用互动；成立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探索研究成果贯通机制。基于信息科学特点，关注科学仪器研制项
目，促进基础工具研究；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鼓励 AI 机制机理创新探索研究，促进 AI 技术创新应用。

一 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以 下 简 称 “ 基 金
委”) 成立于 1986 年，是支持基础研究主要渠道之
一，得益于科学家的贡献、责任和信誉，以及国家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基金资助规模从 1986 年 8 000
万元增长到现在接近于 300 亿元。当然这些基金
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还远远不够。中央提出科技
要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整个基金资助
包括项目类型、人才类型、工具类型和融合类型
四大板块。
基础研究学科交叉趋势日益凸显，科学研究
范式发生变化。基金委也在加强顶层设计，持续
深化改革，针对基础研究挑战和机遇，采取了一
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三大任务：第一是明确
科学基金资助导向。1）鼓励探索，突出原创，鼓
励做 0 到 1 的创新工作，让科学家的新思想得到
及时支持，鼓励源于科学家灵感的自由探索；强
调基础研究首创性，使科学基金成为新思想的孵
化器。2）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旨在扩大新的科
学前沿，强调开创性和引领性，使科学基金成为
科学前沿的牵引器。3）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旨
在破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科
学问题，使科学基金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的驱动器。4）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旨在
以共性科学问题为导向，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
合，使科学基金成为人类知识的倍增器。2020 年

度特别在 0 到 1 的探索研究方面实施了原创探索
计划项目，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专家推荐类；另一
类是指南引导类。信息科学部发布的《面向复杂
对象的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年内
收 到 指 南 类 144 项 ， 专 家 推 荐 类 24 项 ， 共 资 助
14 项。
第二是完善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
机制。负责任的同行评议就是选择未来；同行评
议意见应该是对申请人有建设性意见。
第三是优化学科布局。现在分支学科发展很
深，但和相关的学科有时关联不够，我们希望把
这样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梳理、整合，形成知识
与应用相互统一的知识体系，有利于解决重大应
用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为此，信息科学部从
2019 年和工程材料学部共同做了学科代码优化
试点工作；2021 年将扩大试点工作，并会按照这
类新的资助导向、新的申请代码推进资助工作。
在交叉学科方面，在信息和数学交叉领域，我
国持续推动和资助了十几年。目前对该方向做了
加强，增加了 5 个交叉学科申请代码。目前信息
领域一级代码 7 个，不变；二级代码从 75 个增加
到 88 个；为促进交叉研究，原来的三级代码下沉
到研究方向，避免原来一个申请代码下每年仅有
三、五项申请项目等情况的发生，同时新的申请
代码将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基金委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截止的 2020 年度
申报中，申请项目达到 27 万，大概有 7 万多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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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加同行评议，有 90 多万份同行评议意见。梳
理同行评议意见发现有的专家评语相对简单，难
以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的专家收到申请书后迟迟
不回复意见，会影响项目后续的会评工作；或者
存在一些刺激性语言、不是太客观的评价。对于
类似这样的情况，科学处要对评审专家在信息系
统里作出相应的记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的改革任务将进一步推动同行评议正常化、科学
化、合理化。
基金委于 2020 年成立了交叉科学部，意在用
新的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范式去解决在交叉节点
上单一学科难以突破的成果，解决单一学科难以
解决的复杂疑难问题，特别是智能科学和生命科
学、医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基础问题。部分交
叉科学部的资助领域表明，其中许多都与信息学
科相关，包括集成电路自动化。
基金委还成立了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
科学家辛勤劳动，凝聚了很多思想和方法，发表
了论文，写的论文和专著仅仅放在书架上很可惜。
如何把这些新思想、新方法尽快落地，更好地发
挥作用，该中心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突出成果
转化导向。在整个产业链里，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应用环节很长，基金委将加强这一链条工作。
另 外 ， 从 2018 年 开 始 建 立 新 时 期 的 联 合 基
金，从区域、企业、行业部门吸引多元投入，通过
这些行业、区域、企业面向需求提出瓶颈技术问
题，通过科学家凝练这些技术需求背后的基础科
学问题，吸引全国高校的科学家共同解决这些难
题，提升区域、行业、企业的整体综合实力和技术
水平。2020 年，联合基金资助的重点支持项目已
经超过了 800 项，超过以往基金委资助的 700 多
项重点项目，未来联合基金作用将会继续加强。
2018—2020 年联合基金协议签署情况，几乎
遍布各个省市行业。举个例子，中电科集团在人
工智能方面每年投资 8 000 万元，总额一年有 1 亿
元的联合资金，目前已经陆续启动了两年，
2021 年是第三年，其中很多重点支持方向，都和
大家密切相关。例如，城市应急管理事件智能感
知及实时仿真推演技术，以及面向公共安全的场
景智能感知与异常行为预警；还有目标深度识别
理论与方法、多智能体群组对抗推演与博弈方法
研究、密集杂波环境下的多源信息融合等。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2019 年收到申请 240 项，
最后支持了 37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培育项目
35 项，资助总经费 1 260 万元；2020 年实行新时期
联合基金模式，申请了 72 项，重点支持了 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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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培育类项目可以在一般面上项目中支持。
2019 年民航签署了第五期协议，每年拟资助联合
资金 4 500 万元。从行业方面来看这样做还是值
得的，期望未来民航在关键技术方面得到促进和
推动。

二 信息领域基金资助情况
信息科学是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基
础，研究信息产生、获取、存储、显示、处理、传
输、利用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信息领域资
助范围涉及器件、系统、方法/工具，也给其他学
科领域提供相关算法、软件和工具。目前学科设
置有 1 个综合与战略规划处、4 个科学处：电子学
与通信、计算机科学、自动化科学、微电子与光学
光电子。信息科学部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前收到
27 000 余项申请，其中在科学前沿类和需求牵引类
项目占主要部分，约 80%；申请在探索类和交叉
类的项目数量偏低，这方面是需要鼓励和加强的。
分析一下申请评议资助情况，在聚焦前沿类，
从申请的比例、同行评议的认同比例到资助比例
一直是增长的，其他类项目基本上是另外一个趋势，
至少探索项目还要加强支持，交叉类项目也要加
强支持。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项目资助情况也是
大家非常关注的，2019—2020 年资助率也在逐年
提高。特别是疫情期间，有很多的网上课程。如
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更好地推动教育技术和教育研
究工作协同发展，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2020 年新冠疫情被大家广泛关注。基金委紧
急启动了 5 000 万元由医学部和生命学部牵头的
应急管理项目，信息科学部和其他学部也支持了
一批面向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在今年学部
资助项目中，杰出青年资金项目 43 项、优秀青年
基金项目 90 项。
现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正在制定过程中。信息
科学部积极落实发展规划，明年资助方向涉及
8 个规划中的优先资助领域，共设置 8 个重点项
目群。其中自动化方面涉及两个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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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基金资助涉及 18 个类型项目里，包括重
大研究计划。今年信息科学部推动了“未来工业
互联网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重大研究计划的设
立。在“欧洲制造 2030”中认为工业互联网面向
未来制造，改变制造生态，将形成新的竞争力，具
有开放式和体系化的特点。在 GE 白皮书里谈到，
工业互联网是产业效率提升的倍增器，产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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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升 1% 将创造万亿美元的 GDP；电力上提升
1% 会有 600 亿美金收益。2020 年美国制定中国
行动计划，其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明确表明如果工
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美国今天使用的经
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工业互联网未来发
展趋势为人机物制造全要素互联、生产链全面流
程化、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网络化。研究计划
预期目标确定为：希望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范
式变革上有突破，在标准规范、人才培养、工具研
发上有贡献，争取在重要典型领域做出示范验证。
还有一类资助项目是基础科学研究中心，致
力于科学前沿突破，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
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若干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今年信息领域资
助两个项目，项目负责人分别是戴琼海院士和陈
杰院士。戴琼海院士通过脑的局部结构和功能研
究启发了很多 AI 理论方法，这个研究中心的目标
是研究如何实现高效、可解释、鲁棒的新一代认
知智能。陈杰院士负责的中心项目是自主智能无
人系统，相应科学问题与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单
体自治发育，复杂环境下主动感知与自助行为；
集群协同涌现，动态协同决策与智能涌现；群组
交互演进，群组交互智能与博弈演进。
另外，信息科学部从 2014 年起加强支持地区
基础研究。对于申请量大、单位资助率低，以及
个人申请次数多、资助率低的创新项目，信息科
学部用调控经费进一步予以支持，以提高地区基
础科学研究人员水平。

三 AI 与交叉学科的研究
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信息科学部也
做了战略规划。从 2016 年一直到现在，逐步把工
作做实。在二级申请代码上，在人工智能领域涉
及 7 个方面：基础理论、智能载体、智能应用等，
从基础到技术手段、到应用和交叉都有布局。

四 科学研究与试验活动
回顾一下我们支持的“视听觉认知计算基础
研究”重大研究计划。该研究计划从 2000 年 9 月
九华论坛开始，到 2009 年项目立项，研究计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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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家组组长是郑南宁院士和李德毅院士。该研
究计划涉及认知基础研究，以无人驾驶汽车作为
科学实验平台，验证科学家的一些新的想法、新
的工具、新的技术，可进一步推动以科学任务带
动学科发展的模式。从 2009 年开始，从丝绸之路
的西安，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翁牛特旗，到现在的
江南常熟，重大研究计划创立的无人车比赛促进
了 中 国 无 人 车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人 才 培 养 。 2020
年 11 月 20—22 日在常熟举行了第十二届无人驾
驶车比赛活动。目前国内外产业集团和 IT 公司
陆续加强了产学研用协作合作，例如百度、一汽
等。自动驾驶方向研究发展很快，在一些特殊场
景，如港口、矿山等已经发挥作用。这个研究计
划的长期实施，诞生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智能驾驶
新公司、新企业。
另外还有水下机器人比赛，涉及环境感知和
目标抓取。水下机器人比赛自 2018 年在大连创
办，2020 年又增加了湛江水下机器人大赛。未来
我们餐桌上可能有一部分是按照传统方式捕捞的
海产品，还有一部分或许是由机器人捕捞的，我
们希望机器人捕捞的情况越来越多。
十四五优先发展领域包括智能无人系统、工
业信息物理系统、安全可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类脑智能理论和技术、新一代半导体材料与器
件、后摩尔集成电路、光学工程、光电子集成技术
等。整个信息科学领域和其他学科领域研究都是
密切相关的，除了自身科学问题研究以外，更多
的是和其他学科领域交叉，为其他学科领域提供
工具、方法、软件、平台，共同发展。
信息领域需要大家的积极支持，人工智能发
展需要基础支撑，希望发展更好的人工智能，未
来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张兆田，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常务副主任，电
子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从事逆问题、散射成像、计算机层
析成像研究十余年；1998 年调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从事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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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中国智能系统会议（CISC2021）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CAAI 智能空天系统专委会、中国仿真学会人工智能仿真技术专委会协办，
福州大学、航天伺服驱动与传动技术实验室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承办的第 17 届中国智能系统会议
(CISC2021) 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会议简介
中国智能系统会议是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空天系统专业委员会发起的系列学术会议，其宗旨是为
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以推动我国智能系统相关理论、技
术与应用的发展。本次会议论文集将由 Springer 出版社在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列正式出
版，EI 收录。热忱欢迎海内外广大同仁踊跃投稿并出席本届会议，交流学术成果。
投稿要求
1.论文未曾在国内外杂志或会议上发表。
2.稿件写作必须使用英文，并严格按照 LaTeX 模板要求进行排版。
3.论文采用网上投稿，投稿系统网址为：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cisc2021
重要日期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 30 日
论文录用通知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会议注册/终稿提交截止日期：2021 年 7 月 10 日
投稿须知
CISC2021 征文通知 pdf 文件、LaTeX 模板下载链接：http://sias.buaa.edu.cn/info/1007/1392.htm
会议网站：http://sias.buaa.edu.cn
如有问题请邮件咨询：cisc2021@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