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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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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敢不敢“十年不鸣”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2月03日版）

      
 要实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的重要突破，就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改变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与考

核评价机制，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由度

 “要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力军作用，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

机制，鼓励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日前召开

的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的论断引起广大科研人员的强

烈共鸣，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人员找项目、出成果的压力较大。项目周期短、经费不

稳定，再加上考核评价标准较为单一，导致基础科学领域部分科研人员不敢去“碰”那些虽有原创性、

前瞻性和引导性但周期长的课题，而是专挑容易出论文、出成果的短平快课题。“年初要题目，年终评

论文；今年报项目，明年看进度”……不少科研人员都对此深恶痛绝，却又感觉难以改变。

 事实上，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

回顾我国一些重大原创成果和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是经过几代科学家、用几十

年奋斗得来的。就拿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赵忠贤院士来说，可以说是“十年不鸣，一鸣惊

人”的生动写照。在发现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之前，陪伴赵忠贤的是数十年潜心高温超导的日子，是

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重新开始，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初心。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还面临重大

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

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上，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期，勇于挑战最前

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做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掌握新一

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要实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的重要突破，就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改变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与考

核评价机制，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由度，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让科学家敢于“十年不

鸣”。比如，在经费支持、项目规划上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鼓励科学家大

胆探索、勇于创新、允许试错；在考核评价方面机制更灵活，不再以“论文”作为唯一标准；在人才选

用上更多元，为科研人员松绑减压，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等等。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自身也要发扬科学精神，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在探索未知、创新创

造的路上心无旁骛，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用“十年磨一剑”的劲头来治学，最终实现科研创新的惊人

一跃，“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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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双一流”建设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记者今天从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

财政部等日前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

法”），提出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按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两类布局建设高校，明确建设

高校将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根据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为：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

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

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

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办法指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是经过长期重点建设、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强、社会认可

度较高的高校，须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高水平学科，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

成效显著。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具有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平学科，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的第

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或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

 办法提出，设立由政府有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人员组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专家委员会，来论证认定标准，并遴选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列入拟建设名单的高校须自主确定建

设方案，并组织相关专家对其进行深入论证，经高校报所属省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报教

育部、财政部、发改委，最终由国务院批准。

 对于经批准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办法提出，将综合考虑建设高校基础、学

科类别及发展水平等，给予相应支持。其中，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所需经费由中

央财政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央高校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范围的地方高校，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予以引导支持。此外，有关部门将在

考试招生、人事制度、经费管理、学位授权、科研评价等方面切实落实建设高校自主权。

 办法强调，要加强过程管理，实施动态监测，及时跟踪指导，以学科为基础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

价办法，开展中期和期末评价，加大经费动态支持力度，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建设实效。在建设过

程中，对于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建设学科，调整出建设范

围。

 办法指出，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将由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建立的部际协

调机制负责。同时，将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鼓励行业企业加强与高校

合作，协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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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开放获取运动”与国际学术出版变局

 

   （摘自 科学网）

      
 前一阵子，著名出版集团汤森路透宣布以35.5亿美元的现金交易，向私募基金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

投资基金出售其知识产权及科技业务。其中，包括SCI、SSCI、AHCI期刊索引和“影响因子”等评价体

系，它们不仅是评价研究者及其成果的“金标准”，也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

 此举标志着传统的基于纸媒和订阅的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出现大变局，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可能将面临

改变。这一变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互联网技术引发的“开放获取运动（Open Access

 Movement）”。

　

 什么是开放获取运动

 “开放获取运动”的核心原则，是通过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推动学术信息的开放，使科研成果在

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使用和分享。2001年12月，第一次开放获取国际研讨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提出“金

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两种策略，前者是指作者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该论文可以在

互联网上免费阅读与分享；后者是指作者仍在订阅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把自己的文章自我归档在一个集

中的开放获取知识库中，供人免费阅读和分享。

 2003年4月，美国霍华·休斯医学中心发表“贝塞斯达开放获取出版宣言”，鼓励相关团体采取迅

速有效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2003年10月，由德国马普学会发起，德、法、意等国科研机构在柏林签署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宣言，呼吁各国科研机构在互联网上开放更多的学术资

源，为各国研究者提供免费开放的科研环境。目前，签署该宣言的也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开放获取运动”现在已是大势所趋，目前既有商业性质的开放出版公司，也有非牟利的开放出版

期刊及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越来越多的政府也要求使用公共资源赞助的科研成果必须可以开放获取，

如美国国家健康机构就制定了这样的政策。

 “开放获取运动”当前的一大目标，就是推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公平获取法案》，

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求联邦政府机构资助1亿美元以上的科研项目时必须采纳开放获取政策。英国高等教育

资助委员会2014年规定，所有研究项目必须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该政策于2016年4月1日起执行。欧盟

各国也力争在2020年前免费开放所有成员国官方参与资助的科学研究论文。

 越来越多的私人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等，也开始采纳开放获取政策，要

求其资助的科研成果必须有开放许可。一些主流学术出版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和《自然》出版集团等，

也开始陆续加入开放获取行列。

 开放获取运动的法律保证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作者在开放获取平台上发表的内容，同样享有6种

形式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权利。

　

 学术期刊出版面临大变革

 随着开放获取成为主流，以订阅营利为模式的传统学术出版日渐式微，基于此

的SCI、SSCI、AHCI索引和“影响因子”标准会面临大量开放获取期刊、知识库和新的开放获取影响标准

的巨大挑战。

 前述商业事件也将“SCI期刊”和“影响因子”背后的金钱交易暴露在全世界科研工作者面前。科

研人员们无偿地将自己殚精竭虑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权，出让给期刊的商业出版者，由他们代为出版

发行，希望学术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从而获得学术影响力。然而，出版商汲汲于从昂贵的期刊订阅费中

获取高额利润，因此限制了学术成果的广泛传播。出版商同时量身制定了可以为自身牟利的期刊传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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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代替对科研成果的专业评价，并将这种评价指针作为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来高价出售。面对学术出

版和成果评价的不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更多学者或许会转向开放获取出版。

 2012年2月至2016年8月，全球已有16155位科学家响应菲尔茨奖得主、剑桥数学家威廉·高尔斯号

召，签名抵制世界最大出版社Elsevier。2013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也宣布，其

实验室不再向三大顶级科学期刊《科学》《自然》《细胞》投稿，而专注于提升其主编的开放获取期刊

《eLife》，使之成为发表优质学术论文的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对“开放获取运动”缺少足够关注。我们目前大力推进的大学国

际化，基本上是以SCI 、SSCI、AHCI期刊的发表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评价指标，可目前著名的世界大学排

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依据学术出版巨头Reed Elsevier 旗下Scopus的自有数据开发的商

业产品。

 随着开放获取成为大趋势，开放获取出版也会成为学术成果的评价指标之一，从而影响包括大学排

名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评价体系。因此，内地高教系统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的大变局应该有前

瞻性思考和应对，适时开展对开放获取的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开放获取政策，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其

中，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跟上国际最新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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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土木建筑与结构工程国际学术会议(ICCASE2017)

　

（泰国 曼谷 2017年3月10-12日）

　

 会议网站：http://www.iccase.org

 投稿截止日期：2017年3月1日

　

 一: 会议简介

 2017年土木建筑与结构工程国际学术会议(ICCASE2017)由AEIC学术交流资讯中心主办，定

于2017年3月10日-12日在泰国曼谷召开。本届会议所有的投稿都必须经过2-3位组委会专家审稿，经过严

格的审稿之后，最终所有录用的论文将被EI目录期刊AIPConference Proceedings (ISSN: 0094-243X,E-

ISSN: 1551-7616)出版，出版后由Scopus、EI和ISTP检索。

　

 二:会议进程

 2017年土木建筑与结构工程国际学术会议(ICCASE2017)现开始进行第一轮征稿，目前已经邀请到来

自多个国家或者地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参会且做学术分享报告！

 Prof.CharlieQiuli Xu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Dr.TianshouMa,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ina

 Dr.XiaofangWei,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Prof.Md.Didarul Islam, The Petroleum Institute, United Arab Emirates

http://www.icca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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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组委会信息，请看会议主页：http://www.iccase.org/a/Committees/ 

　

 三: 征稿方向

 T1：Construction Materials;

 T2 :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T3：Engineering Mechanics;

 T4：Structur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5：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更多ICCASE会议的主题请登录会议网站查询。

 更多主题，请查看官网: http://www.iccase.org/a/Call_for_Papers/ 

　

 四: 投稿说明

 1、论文必须是英文稿件，且论文应具有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发

表论文的作者需提交全文进行同行评审，只做报告不发表论文的作者只需提交摘要。

 2、作者可通过CrossCheck, Turnitin或其他查询体统自费查重，否则由文章重复率引起的被拒搞

将由作者自行承担责任。涉嫌抄袭的论文将不被出版，且公布在会议主页。

 3、论文需按照AIP出版社的模板排版，不得少于4页。

　

 五: 会议日程概况:

 1、3月10日11:00-17:00: 签到和领取会议材料；

 2、3月11日上午: 主题演讲和特邀报告；下午: 分会报告

 3、3月12日9:00-17:00，曼谷一日游

　

 六: 联系方式

 会议官网: http://www.iccase.org

 投稿方式:

 1、上传至会议投稿系统(pdf格式投稿):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ccase2017

 2、邮箱投稿(word和pdf格式投稿): ICCASE@yeah.net

 投稿咨询: QQ: 627342154

 常务会务组钟老师+86-020-29869162/+86-13711322672Important Dates（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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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建筑与土木工程国际会议(ICSCE 2017)
　

（法国 里昂 2017年9月21-23日）

　

 2017年建筑与土木工程国际会议将于9月21日-23日在法国里昂召开。

http://www.iccase.org/a/Committees/
http://www.iccase.org/a/Call_for_Papers/
http://www.iccase.org/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ccase2017
mailto:ICCASE@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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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 法国里昂

　

 主要亮点：

 1.著名学者教授做大会报告人：

 WONG Kwai Kwan教授, 兼任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来自新法国里昂大学。

 Paulo Mendon?a副教授，来自葡萄牙米尼奥大学。

　

 2. 检索：

 被录用且注册成功的文章将被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Research (IJSCER), 之后会被Copernicus, New Jour, Open J-Gate, Research BIB

 (Japan), Indian Science, Google Scholar.(Quoted from offical website)检索。

　

 3. 考察

 我们将于2017年9月23日在法国里昂大学组织半日考察, 里昂市内半日游。

　

 出版：

 被接受的文章将会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Research (IJSCER),

 被Copernicus, New Jour, Open J-Gate, Research BIB (Japan), Indian Science, Google Scholar.

(Quoted from offical website)检索。

　

 联系方式：侯女士

 邮箱：icsce@cbees.net

 电话：+852-3500-0137 (香港)

    +1-206-456-6022 (美国)

    +86-28-86528465 (中国分部)

　

 如需要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会议网站：http://www.ics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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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地质和环境科学国际会议（ICGES 2017）

　

（日本 北九州 2017年8月20-22日）

　

 （ICGES 2017）第六届地质和环境科学国际会议将于2017年8月20-22日在日本北九州隆重召开。

 会议网址：http://www.icges.org/

　

mailto:邮箱：icsce@cbees.net
mailto:邮箱：icsce@cbees.net
http://www.icg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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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亮点：

 录用文章能发表在会议论文集(IPCBEE, ISSN: 2010-4618)，被收录在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s (CAS), CABI, CNKI, WorldCat, Google Scholar, EBSCO,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Crossref, and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

 两位顶级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将为会议呈现学术前沿的大会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们分别是来自日本

东京星槎大学的教授Miwako Hosoda，和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大学的教授Bruno Martins。

 2017年8月22日将在日本将进行为期一日的工厂考察和观光。

　

 会议文章出版：

 ICGES 2017录用的文章能够发表在会议论文集(IPCBEE, ISSN: 2010-4618).

　

 会议地址：The West Japan General Exhibition Center

 会议地址网址：http://www.convention-a.jp/en/

 投稿和联系方式：

 投稿方式：http://www.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cges2017

 会议邮箱：icges@cbees.org

 联系电话：+852-3500-0137 (香港)/+1-206-456-6022 (美国)/+86-28-86528465 (中国)

 会议专员：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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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力学系招聘启事

　

 招聘对象：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内外专业人才

 招聘岗位：在以下各方向招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招聘方向：

 1．固体力学(Solid mechanics)

 2．流体力学(Fluid mechanics)

 3．力学系统与控制(Mechanical systems and control)

 4．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5．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Biomechan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6．先进制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

 7．机器人(Robotics)

 岗位职责：1、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开设相关课程；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独立开

展科研工作，建立科研团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3、参加国内外科研交流活动，推动学科发展。

 应聘条件：1、拥有理学、工学博士学位；2、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及团队精神；3、取得过有影响

http://www.convention-a.jp/en/
http://www.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cges2017
mailto:会议邮箱：icges@cbees.org
mailto:会议邮箱：icges@cbe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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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成果，在相关领域期刊杂志上发表过高质量论文，得到本领域同行专家的好评。

 应聘者请提供如下材料：

 1、最新的个人履历，包括受教育情况、过去的工作情况、获奖情况和目前工作岗位，指导过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和合作博士后名单、参加各种专业团体情况、组织国际国内会议情况、授课情况、国际

国内杂志编委、编著过的书刊、所有发表的文章和待发表的论文列表、过去5年内做的邀请报告、过

去5年的研究经费的情况等；

 2、详细的教学计划和研究计划；

 3、至少三位推荐人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通信地址；

 4、三篇代表作全文。

 应聘材料可发至或邮至：刘 文 女士

 邮 箱：hr@coe.pku.edu.cn; liuwen@pku.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工学院 人事办公室

 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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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 opportunity in computational stochastic mechanics at NRL
　

 There is up to 3 years funding available for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computational stochastic mechanics
 pertaining to microstructure property relationships in metal alloys. The position is open to US citize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Please see the link below for more details as well as by sending an email to:
 kirubel.teferra@nrl.navy.mi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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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 Position in FRP and TRM external reinforcement at XJTLU, China
　

 The use of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FRP) has gain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s a strengthening
 and repair method. The composite is known to be light weight and strong. However, one of the major drawbacks
 of FRP is its poor performance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Textile reinforced mortar (TRM),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tter fire resistance properties. TRM is also cheaper, using cement instead of a strong epoxy.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ur of TRM are rather limited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its

mailto:liuwe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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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hanism especially at high temperature.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study the therm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RM at ambient as well as elevated temperatures. Finite element modelling will be required for validating the
 experimental findings.

 Requirements: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 first class or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or a master’s degree (o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in Civi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area. Evidence of good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is
 essential.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n IELTS score of 6.5 or above, or an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if th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This position is open to all qualified candidates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Experience in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modelling of composites and reinforced concrete will be an
 advantage.

 Award:
 PhD is offe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How to Apply:
 Interested applicants are advised to email charles.loo@xjtlu.edu.c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nd copy

 doctoralstudies@xjtlu.edu.cn (please put the project title in the subject line).
 CV
 Two reference letters
 Personal statement outlining your interest in the position
 Proof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 IELTS score of above 6.5 or equivalent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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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力学学报》

2016年第37卷6期

　

 重型燃气轮机高温透平叶片热障涂层系统中的应力和裂纹问题研究进展

 王铁军

　

 剪切增稠液的力学性能与机理

 陈潜 何倩云 刘梅 宣守虎 龚兴龙

　

 考虑稳定性约束的五零能模式材料结构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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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帅 王晓明 梅玉林

　

 跳车冲击力作用下车桥耦合动力学数值分析

 樊建平

　

　

 [返回本期目录栏]

　

　

 －－－－－－－－－－－－－－－－－－－－－－－－－－－－－－－－－－－－－－－－－－－

　

 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工程力学》2016年34卷2期

　

 《计算力学学报》2017年1期

　

 《应用数学与力学》2017年38卷1期

　

 《力学学报》2017年49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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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撰写国际科研基金申请

   （本文首发于意得辑专家点）      

 每年年底都是为学者们基金申请准备最繁忙的时候，无论是科研发表，先进仪器的采购还是举办大

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有资金支持总会有一种开挂加速的效应。

那么基金的申请该如何进行呢？

 首先，先提高我们自身的眼界。随着近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作为越来越突出，许多国际基金

与奖学金都开放给中国学者，下面有一些可取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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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IH Research Project Grant Program

 简介：此项目支持健康相关的研究与发展，目的是刺激美国与中国在过敏、免疫学和传染病等方面

的基础、转化和应用合作，例如艾滋病及其发病率与感染、癌症、心理健康、帕金森氏病

（Parkinson’s disease ，PD）和中风等。

 期限：新申请的标准递交日期为2月5日、6月5日与10月5日，详细收件、评审与基金发放时程请登

录：http://grants.nih.gov/grants/funding/submissionschedule.htm。

 申请资格：详细申请资格与申请须知公布在：http://grants.nih.gov/grants/guide/rfa-

files/RFA-AI-12-021.html。

 基金金额：3年的基金每年最多为美金20万美元。

　

 2. China-UK Programme in Global Priorities (CUKPGP)

 简介：此项目由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与中国科技部合作推出，目标是加强英国与中国间的既有

研究连结，促进英中双方在健康人口老龄化、能源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期限：申请截止日期通常在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可通过international@rcuk.ac.uk咨询更多细

节。

 申请资格： 中文的申请资格与申请须知公布

在：http://www.cistc.gov.cn/introduction/info_4.asp?column=375&id=78238。

 基金金额：英国研究合作的总预算是1百万欧元，中国科技部会在每个合作项目案协助中国申请者

各项媒合资源。

　

 3. Grants for Swedish-Chinese research cooperation

 简介：瑞典工作生活和社会研究理事会（FAS）、瑞典环境研究理事会、农业科学和空间规划

（Formas）以及瑞典研究委员会公布一项中瑞合作的基金，研究领域包含但不仅限于永续发展和生命科

学（包含公共健康）。

 期限：此基金开放申请中，欲申请者需在2013年1月23日前通知瑞典研究理事会其申请意愿，若有

任何疑问，可发邮件至registrator@vr.se。

 申请资格：详细申请资格与申请须知公布在：http://www.fas.se/en/Calls-for-proposals/Open-

calls/Grants-for-Swedish-Chinese-research-cooperation-step-1/。

 基金金额：5年的基金分为每年5百万瑞典克朗发放。

 更多可参考：开放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基金列表

　

 就像论文发表时的Cover Letter一样，科研基金申请书也需要技巧才能获得基金委员会的青睐。

 通常来讲，有效的基金申请书包含以下10特征，被学术界内称为基金申请的“黄金十条”

 1、研究的目的要促进科学发展，造福人类社会；

 2、研究目标具有针对性，且可被量化；

 3、从研究样本得到的成果要具有代表性（必要时，样本要充分考虑女性和少数群体等因素）；

 4、研究方法要严谨，思考方式要缜密，能够适用于研究目的；

 5、有考虑到潜在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6、参加研究的人员经过充分培训，并有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

 7、进行研究的环境理想，能够使得成功的几率提高；

 8、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研究相关的工作；

 9、符合道德标准并有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

 10、主要研究者必须具有独立意识和领导能力，带领团队进行研究。

http://grants.nih.gov/grants/funding/submissionschedu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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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阅读：如何有效撰写国际基金项目申请书

　

 除了这些原则要要遵守，还要先了解一下意得辑给你的几个小贴士：

　

 a, 深度了解基金单位

 即使申请书写得再完美并概述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研究设计，但研究员若没事先确定基金单位的宗旨

和目标，基金申请书仍会被拒绝。基金委员会关注的是研究可否符合资助机构的使命，所以企划书里应

该清楚表明研究如何能使基金单位达到其目标和使命。事实上，您应把基金单位视为和您有着同样考虑

与目标的研究“合作伙伴” 。如果不清楚该单位的远景，与其申请书因不符合单位的要求而被拒绝，倒

不如事先与有关人员联系并确定其合适性。

 b, 深度了解目标读者群

 申请书通常是由知情的外行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评审，而非学科专家。因此，请避免使用特定术语

和专业缩写词。有一个好方法是通过资金机构网页所提供的详情先了解审查委员会成员，然后确定企划

书哪些方面应做更详细的解释。

 c, 详细阅读基金单位对基金申请书的要求

 您不会忽略任何重要的要求（如需答复的问题或被列入申请书的课题）。将需要递交的资料（如研究人

员履历、逐项预算案或官方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和资料收集的联系人一一列出。详细了解规范里的各项

要求，包括页面的布局、字体的大小和样式、行间距离等。如果基金申请书不符合基金单位指定的要

求，往往会在不经审查直接被退回。此外，如果申请书中有格式、语法或拼写方面的错误，可能导致基

金委员会认为申请人进行研究时会同样马虎或粗心。

　

 如何写申请书的各个步骤

申请书的组成

 申请书通常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摘要

 就如一篇科研论文，基金单位首先阅读的是申请书的摘要。事实上，基金单位可能只阅读摘要就决

定是否把企划书交给审查委员会的相关成员进一步审查。

 因此，摘要必须遵循：

 让非专业人士都能读懂；

 简单扼要的概括整份申请书，并指出研究的重点部分；

 清楚指明问题的本质，对它进行研究的理由，所要测试的假设和预期的结果，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的

意义或创新性。

 #Tip1: 如果您的团队中有统计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可以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确保您的分析统计

方法是正确得当的。

　

 引言

 这部分是整份建议书的奠基石，因此它必须：

 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明确列出研究的具体目的或假设。

 全面评价现有的相关文献，并解释研究将如何填补空白、纠正错误或解决争议。

 #Tip2：推荐您以日历的格式列出研究各项的进展，将让审查委员会看到您如何在系统性的安排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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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设计和方法

 评审员将凭此部分判断您提议的研究可否能兑现承诺的成果。此部分的目标是：

 提供详细的工作时间表，列明何时开展和完成拟议中每一项重要任务，以显示提出的程序是可行

的。

 为研究对象做适当的描述并说明将如何招募参与者，并详细列出将采用和排除标准，以确保研究样

品不会出现任何偏差。

 提供下列细节：给予参与者的奖励、如何使随机化、样本的大小、功率的计算等。

 描述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并提供引文和仪器制造商的详细信息，以表明应用的技术和仪器是有效和

可靠的。

 表明研究方法符合道德标准，并辅以相关道德委员会的批准。

 列出所有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并解释它们将如何被用于分析中。

 描述您将如何处理收集到的数据和如何确保数据质量（如避免重复性、交叉检查的准确性）。

 提供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与软件的详细信息。

 #Tip3: 在研究方法中可以铺陈您的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让评审员

意识到您有先见之明和切实的补救想法。

　

 初步研究

 提交项目申请书之前先进行一些初步或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所得的数据非常重要，可以表明：

 您拥有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并懂得如何进行研究

 已经完成基本的准备工作

 研究项目的可行性（通过初步研究数据显示）

 研究假设有其可取之处

 您有足够有关机构的支持

　

 限制

 既然评审员可能是该领域的专家，您应该充分解释研究可能面对的实际局限，以确保企划书不会被

批为野心太大。最好的方法是“站在评审员的角度来预测他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或者需要知道的信息” 

　

 研究预算

 此部分通常包括一份研究时所需之各项费用的列表。准备列表时，请注意：

 检查所需设备和用品的当前价格（价格可能每周会有所更动）

 查阅研究方法和预算里列出的每个项目（例如，若准备将问卷邮寄给参与者，就需考虑邮资的费

用）

 尽量为所有的开支做出合理的说明

 Tip4：对于不需要资金预算的项目也要列在其中，暗示出您也在同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些工作

很“省钱”。

　

 研究人员

 显然，评审员需要考虑您能否高效和有效地进行研究。因此，在此部分，您应该：

 提供有关研究人员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列出他们之前完成的所有研

究或其中最近期或相关的研究，H-指数和其他引用数据指标）

 描述每位人员将如何为研究作出贡献（例如，帮忙招募参与者、收集数据等），并提供证据表明所

有研究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可以胜任所负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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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5：如果您即将得到晋升，那么也要在此提及一下，以展示您自身的潜力。

　

 研究保障措施和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源

 尽量利用这部分说服评审员您所属的高校或单位能协助您顺利完成研究。您可以指出其单位或机

构：

 聘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教职人员

 提供特别和充足的设施，如实验室和藏书设施

 拥有经验丰富、高素质的科研助理。

 相关领域的代表成果和研究积累

 已经提供研究所需的部分资金

　

 结论

 写一份好的基金申请企划书并不容易。然而，它不仅能让您获得研究所需的资金，同时也能帮您为

实际研究做好准备，并且可能提高您日后成功申请基金的机会。

　

  [返回本期目录栏]

　

　

     ========================================================================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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