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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基金项目指南总纲

√ 2018年国基金医学部项目指南

汇报内容



第一部分

2018年国基金项目指南总纲



总纲

关于申请人条件：

➢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应当提供单位聘任合同复印件（内有聘任岗位、聘任期

限和每年依托单位工作时间），作为申请书附件一并报送。

➢关于合作单位：申请人与参与者（境内）不是同一单位的，视为合作单位，要签署

合作研究协议。如有外拨资金应在预算说明书中说明，参与者根据任务情况编制分预

算交由申请人汇总预算上报，协议书和分预算留依托单位备查。有境外人员参与的被

视为个人身份参与，其工作单位不视为有合作单位，但应提供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高级职称申请人或参与者：申请或参与各类项目单位不一致，或与正在承担的项目

不一致时要详细注明

➢中级职称青年基金负责人：结题当年可以申请面上项目

➢中级职称无博士学位：须提供2名高级职称的同行推荐信（注明专家职称、专业、工

作单位和日期）。

➢在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须提供导师签字同意函（说明与学位论文的关系、研究

工作的时间和条件保证）；但攻读硕士学位，不得申请青年基金。



总纲

申请书填要求：

➢ 填写方式：所有类型项目一律采用在线方式填写（http://isis.nsfc.gov.cn）

➢ 研究时间：起始一律填写2019年1月1日，结束20XX年12月31日

➢ 申请代码：

（1）部分学部申请代码调整

（2）选择申请代码时，应填写至最末一级（6位或4位数字）

（3）申请代码1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专家的依据，

申请代码2作为补充

（4）进一步推进“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选择

➢ 同年申请不同类型：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

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总纲

申请代码变化：



总纲



总纲

增加《科研诚信须知》：

项目指南增加“科研诚信

须知”，针对申请人、参与者

和依托单位提出具体要求。



关于个人信息 重复申请问题关于研究内容

➢ 学位信息：应与学位证

书一致，获得时间应当以证

书日期为准。

➢ 职称信息：正式聘用的

职称，严禁伪造

➢ 个人履历：如实、规范

填写

➢ 参与者知情权：申请人

应将申请书内容及科研诚信

要求告知参与者。

➢ 报告正文：按照指南及提纲
要求撰写，如实填写相关研究
工作基础和研究内容等，严禁
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

➢ 研究成果：格式要求所有

作者署名，准确标注，不得篡
改作者顺序，不得虚假标注第
一或通讯作者。

➢ 其它问题：

✓ 不得使用存在伪造、篡改、

抄袭剽窃、委托“第三方”代
写或代投以及同行评议造假等
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成果作为
基础申请项目。

✓ 涉及科学伦理问题的研究，
应当提供有关机构的伦理证明。

➢ 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向同一科

学部或不同科学部提出重复申请；

➢ 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

以不同类型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

同科学部申请；

➢ 受聘于一个以上依托单位的申

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

目，通过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 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

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 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

或项目资助的，务必在申请书中说

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所申请科学基

金项目的区别和联系，避免将同一

研究内容向不同资助机构提出申请

总纲

对申请人的诚信要求：



第二部分

2018年国基金医学部项目指南

✓申报医学部项目的总体要求

✓各学科处项目指南的要点



（一）申报医学部项目的总体要求



医学部总体要求

➢ 重视预期成果的科学意义和潜在的临床价值，阐释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 特别提醒：发表论文要求列出全部作者姓名，注明第一/通讯作者，投稿阶

段的论文不要列出，对于出现作者排序和标注不实的项目申请书将以学术诚

信问题提交会议评审专家组。

➢ 申请者需在电子申请附件中提供不超过5篇与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著的PDF文

件（仅限申请人）

申请人需注意的事项：

申请代码注意事项：

➢ 肿瘤学学科（申请代码H16）

（1）不包括血液肿瘤、肿瘤流行病学(2610)和肿瘤药理学（H3105）

（2）肿瘤的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选择（H18）,放射诊断学选择（H18）

➢ 血液淋巴肿瘤细化为淋巴瘤及其他淋巴增殖性疾病（H0818）和骨髓瘤及其他浆

细胞疾病（H0819）。



医学部总体要求

 直接经费的预算：

➢ 面上项目：

资助强度约为60万元/项，资助期限4年（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 青年项目：

资助强度约为20万元/项，资助期限3年（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 差旅费：课题组成员出差所产生的会务费、差旅费、住宿费等

➢ 会议费：课题组主持召开的学术研讨、咨询等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课题组成员出境、境外专家来华所产生的差旅、

住宿、会务费等

 预算科目编写提醒：



医学部总体要求

 面上项目设立的专项类项目（附注说明中应标注专项名称）

（1）疾病动物模型建立

鼓励开展新的疾病动物模型的创建和分析，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80万元/项

（2）罕见病（患病率为0.65‰～1‰）发病机制和防治研究

鼓励关注人体各系统罕见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基础研究，在罕见病资源保护、病

理机制、疾病预防、诊断和药物研发等深入研究

（3）淋巴管系统的发育与功能研究

鼓励研究人员关注淋巴管系统的发育与功能研究，在淋巴管系统生成过程的调

控机制、成熟稳态维持机制、体液循环中淋巴液与血液的关系、淋巴管系统对脂质

代谢的功能作用、淋巴管系统发挥的免疫防御作用以及淋巴管系统相关的重大疾病

机理等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

➢ 自发性疾病动物模型的现与鉴定

➢ 各种新的诱发性模型的建立、鉴定及标准化

➢ 外界环境对疾病动物模型的影响

➢ 不同物种但同类疾病动物模型之间的比较医学研究等

➢ 疾病动物模型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的建立

➢ 模型建立方法的优化与改进



（二）医学部各学科处项目指南的要点

（以下标红部份为本年度新增或调整内容）



医学部各学科处

各学科处受理范围

一处：呼吸(H01)、循环(H02)、血液（H08）

二处：消化(H03)、泌尿(H05)、内分泌（含代谢和营养支持,H07）、眼(H12)、

耳鼻喉头颈(H13)、口腔颌面科学（H14）

三处：神经和精神疾病（H09）、老年医学(H25)

四处：生殖/围生医学/胎儿和新生儿(H04)、医学免疫学(H10)

五处：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H18）、特种医学(H21)、法医学(H23)

六处：病原与感染（H19）、运动（H06）、创烧冻伤/整形/急重症医学（H15）、康复（H17）、

检验(H20)

七处：肿瘤（血液系统除外,H16）

八处：皮肤及附属器官（H11）、预防（H26）、地方/职业病（H24）、放射（H22）

九处：药物(H30)、药理学(H31)

十处：中医(H28)、中药(H27)、中西医结合学(H29)



医学部一处

呼吸系统（H01）



循环系统（H02）

医学部一处

提示：

✓ 较2017年增加了2项内容：1）

在非编码 RNA 和干（祖）细胞

等方面申请较多，但创新性和

自身特色不足；2）鼓励针对循

环系统器械植入和心血管外科

围术期的重要临床问题开展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较2017年减少的内容：给予

循环系统1~2项高强度面上项目

的资助。提示对于循环系统面

上项目的资助强度会略微下降。



血液系统（H08）
提示：

（1）从2016年开始血液淋巴肿瘤被细分成了两个方向：1）淋巴瘤及其他淋巴增殖性疾病；2）骨髓瘤及其

它浆细胞疾病。

（2）在血液系统中，还提到四个冷门项目：红细胞疾病、血栓与止血、免疫治疗、造血相关器官（肝脏/

脾脏/胸腺）的结构及功能异常。其中，前3项从2016年一直冷到现在，而第四项是2018年初次提到。

医学部一处



医学部二处

消化系统（H03）
一、八个热门项目，分别是：1）肝纤维

化、肝硬化和门脉高压症；2）肝再生、

肝保护、肝衰竭和人工肝；3）肝脏代谢

障碍及相关疾病；4）消化道内环境紊乱，

黏膜屏障障碍及相关疾病；5）胃肠道免

疫相关疾病；6）消化道动力异常及功能

性胃肠病；7）胰腺外分泌功能异常与胰

腺炎；8）消化系统器官移植。这八个方

向，累计在2015年达到了项目总数的

70.3%，2016年为69.8%，2017年又上升到

70.94%

二、四个非常冷门的领域：1）腹壁/腹膜

结构及功能异常；2）消化系统内分泌及神

经体液调节异常；3）胃酸分泌异常及酸相

关性疾病；4）消化系统血管循环障碍性疾

病.

三、还专门提到“外泌体在疾病发

生、发展和治疗中的作用也是近年

来受关注的重要领域”，其实不仅

是在消化系统，在整个基础科研领

域，外泌体都是热点。



医学部二处

泌尿系统（H05）

1、四个热门方向：在2017年就占比

58.3%，分别是1）泌尿系统损伤与修复；

2）继发性肾脏疾病；3）肾衰竭；4）原

发性肾脏疾病。

2、三个冷门领域：1）泌尿系统感染；2）

肾脏物质转运异常；3）肾脏内分泌功能

异常。建议大家予以关注。

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H05）



眼科学（H12）

 耳鼻咽喉头科学
（H13）

 口腔颅颌面科
（H14）

医学部二处



神经与精神疾病（H09）

医学部三处

一、在神经病学研究领域，就一个词——选题趋同：

1）疾病类型趋同：2015和2016年，大量项目都集中在脑卒中、颠痫、神经退行性疾病等；2017年集中在脑血

管病、脑和脊髓的损伤与修复、疼痛与镇痛、认知功能障碍。

2）研究方向趋同：2018年指南中特别提出有三类研究方向高度类似，即lncRNA、神经影像和外泌体。但对于

外泌体的研究多数为跟踪性研究，原创性的工作较少。

二、在神经病学领域当中，2018年指南还提到：将在结合儿童神经系统特点的儿童癫痫和发育障碍相关研究方

面给予 2项或 3 项高强度的面上项目资助，以鼓励该领域的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



医学部三处

老年医学（H25）



医学部四处

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H04）



医学部四处

医学免疫学（H10）

2018年指南中有一句话：在炎症/感染与免

疫领域，建议关注 Hippo 通路、代谢通路、

神经内分泌调节等的研究。



医学部五处

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H18）

提示：增加医学人工智能与健康在数据挖掘、医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医学部五处

特种医学（H21）、法医学（H23）



医学部六处

运动系统（H06）

急危重症/创伤/烧伤/冻伤/整形（H06）

康复医学（H06）

病原与感染（H19）

提示：不受理与康复机理、评价和冶疗手段无直接相关的项目

提示：病原体的耐药性研究选择申请代码为H1908

检验医学（H20）

提示：不受理致病相关分子的作用机理及基因的
时空表达与调控等项目



医学部七处

肿瘤学（H16）

肿瘤基础研究（H1601-H1614）

肿瘤临床研究（H1615-H1626）

提示：一、研究领域热点，同以往保持了

一贯性，有：1）肿瘤发生发展的表观遗

传学研究机制，其中RNA表观遗传调控更

是热点中的热点，如lncRNA、miRNA等；2）

肿瘤的微环境；3）肿瘤代谢；4）肿瘤干

细胞，在肿瘤干细胞这个大方向，包括干

性维持的分子机制、肿瘤干细胞的代谢异

常、上皮间质转化与肿瘤干细胞的关系、

微环境与肿瘤干细胞的相互作用等等；5）

发现新的靶点进行肿瘤预防。

二、新增方向：支持肿瘤研究新技术新方

法，包括类器官（organoids）模型的建
立及其相关新型光子成像技术的研究。



医学部八处

皮肤及附属器官（H11）

预防（H26）

地方/职业病（H24）

放射（H22）



医学部九处

九处总体要求



医学部九处

药物学（H30）



医学部九处

药理学（H31）



医学部十处

中医学（H27）、中药学（H28）、中西医结合（H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