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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the entire scientific system and the overall engine of all technical issues.
Guided by the remarks made by Ger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development
rules and trends of basic research.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a's basic research, it proposes
the idea of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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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叶玉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基础研究司 北京 100862
摘要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深刻阐述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趋势，系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成就，在深入分析当前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主要考虑。
关键词 基础研究，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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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十八大以来先后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

1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趋势

命与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指出“基础研

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家发展和安全各领域对源

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

头创新不断提出新需求。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基础研

关”，“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

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

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面向长

选择”；强调“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推

远发展构建先发优势，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

进对宇宙演化、意识本质、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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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发现，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

秘的解析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以此为发端，DNA 重

域。基础研究更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

组技术、单克隆抗体、基因编辑等一批现代生物技

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

术不断涌现，催生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快速壮大，

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要求

2020 年约达 1.3 万亿美元；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同

“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

时，也显著改善了人类生活和健康水平。20 世纪 40 年

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代，晶体管效应的发现，使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成

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

为可能，以此为源头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信

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

息化时代。如今，集成电路作为“工业粮食”支撑了

新方向”。这些重要论述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指明了

几乎所有高技术领域发展，融入现代人类日常生活的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方方面面。

1.1 充分认识基础研究重要作用

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

1.2 深刻把握基础研究规律特点

基础研究是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

书记在 2021 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

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活动，以提出科学问

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题为根本前提，解决科学问题为核心目标。基础研究

大会上提出，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

技自立自强。世界科技发展历史证明，要实现这一战

点，进程往往无法事先计划，结果也无法提前预知，

略目标，必须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大幅提升原始创新

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才能取得突破，

能力。二战期间原子弹、雷达等的发明和青霉素的使

更多时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到应用价值。基础研究

用帮助美国赢得战争胜利，并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科技

是最具探索性、创造性的人类智力活动，要求科研人

的重要性。从此，美国开始改变之前依靠欧洲科学成

员具备深厚的专业积累、超强的创新潜质和甘于寂

果的发展模式，组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科研管理

寞、长期坚守的奉献精神。

机构，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大力引进全球高端人

基础研究包括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两类。前者以

才，推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快速发展，

科学家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驱动，往往没有明确的

为最终成为头号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70 年

应用目标。例如，牛顿在探索天体运行规律时发现了

代起，日本因对欧美技术引进受阻，开始改变“科技

万有引力定律，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从对电流和磁场规

追赶”战略，实施“科技立国”方针，不断加强基础

律的兴趣出发创立了电磁学理论，普朗克在研究黑体

研究和原创技术研发，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保持

辐射过程中奠基了量子力学。后者通过国家需求中重

在 15% 左右；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人数在 21 世

大科技问题带动，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为

纪迎来井喷，达到 20 人，远远超过英、法、德等强

最终目标。例如，费米等人在探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

国。

的有效方式时发现了核裂变和链式反应，拉比等人在

基础研究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端。基础研

研制雷达过程中对量子理论的发展催生了核磁共振、

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颠覆性创新，带来生产力

微波激射器和原子钟。总的看，无论是自由探索还是

的跨越式进步，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社会面貌。 20 世

国家需求导向，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将为后续

纪 60 年代， DNA 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使人类对生命奥

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提供强劲源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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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准确研判基础研究发展趋势

年均增幅达 14.6%，2021 年达 1 696 亿元①，占全社会

当前基础研究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① 基

研发经费比例连续 3 年超过 6%。科技领域改革取得实

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物质科学向宏观拓展、微

质性进展，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高校院所扩大科研

观深入和极端条件发展，对暗物质和暗能量奥秘的揭

自主权、科技评价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发布实

示，可能颠覆人们对大尺度宇宙和微观物质的认知。

施，为基础研究发展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释放了创

生命科学快速发展，对生物大分子和基因的研究进

新创造活力。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

入精准调控阶段，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

幅提升，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

命、设计生命。② 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化。学科界限

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更加模糊，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交叉不断开拓出新的

学科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数学、物理学、化学、

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革命性创新。③ 科

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得到更多

研范式迎来深刻变革。大数据和智能化成为继实验科

倾斜支持，农业、能源、资源环境、海洋、信息、

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后的新范式。科学研究的

制造、材料、工程、医学等应用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内容、方法和范畴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传统科学研

量子、认知、纳米、空间等新兴学科得到高度重视并

究获得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④ 科学、技术与工程的

快速发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日益活跃。

界限日益模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周期明显缩短。材

2021 年，我国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

料、信息等领域的科学成果正迅速在新产品中应用。

术、数学、物理学等 14 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

⑤ 基础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 重大科学研究的复杂

界前二②，成为高质量科学成果的主要贡献国。

性、艰巨性程度越来越大，需要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在若干基础前沿方向取得

建造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汇聚全球科学家共同参与并

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

开展网络式分布式研究。

霍尔效应、非常规新型手性费米子；发射国际上首颗量

2 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整体水平大

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并率先实现星地间千公里

幅提升

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和“祖冲之号”成功问世；首次实现原子级石

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

墨烯可控折叠，提出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研制世界首

系统布局，出台《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款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灵

的若干意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对新时

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取得新突破等。

期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作出系统部署。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在信

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息、材料、能源、制造等领域取得高性能碳基互补金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国家科技

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集成电路、共格纳米析出

创新基地、组建国家实验室等战略举措，不断加大对

强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先进重型燃气轮机制造等重

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快速增长，

要成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①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2021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 (2022-02-28)[2022-04-14].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8/
content_5676015.htm.
②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 2021 年 中 国 科 技 论 文 统 计 报 告 发 布 . (2021-12-27)[2022-04-14]. https://www.istic.ac.cn/isticcms/
html/1/284/338/6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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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学支撑。围绕农业、健康、环境等领域，在水

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深时数字地球等国际大科学计

稻功能基因组筛查、埃博拉及新冠等病毒致病分子机

划。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加大，更多外籍科

制和传播机理、大气细颗粒物（PM2.5）污染特征和来

研人员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实现中央财政科研

源成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民

经费过境香港、澳门使用。国际联合研究广泛深入

生改善作出重要贡献。

开展，2020 年 SCI 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2020 年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

达 14.45 万篇，合作伙伴涉及 190 个国家和地区④。一

量达到 42.68 万人年[1]。2021 年共 1 057 人次（含港澳

批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担任重要职务。

台地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连续 3 年

3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位居世界第二 ③。我国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克利夫兰奖”“维加奖”等一系列国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呈现新格

际重要科技奖项。在纳米限域催化、聚集诱导发光、

局。一方面，人类健康、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

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等领域涌现出一批

共同挑战需要构建全球创新治理体系，开展广泛的

由顶尖科学家领衔的优秀创新团队。

国际合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布局日趋完善。 500 多家国家

义、保护主义上升，发达国家对“追赶型”国家科技

重点实验室覆盖 15 个学科领域，成为我国推动学科发

发展压制不断升级，并逐步从高技术领域向基础研究

展、孕育重大原始创新、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重

领域拓展，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要力量。在北京、上海等地布局建设 13 个国家应用

同时，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凸显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

数学中心。优化调整形成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受制于人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

31 个国家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库、 167 个国家野

底层解决“卡脖子”问题，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国家科技

全、自主、可控。

创新基地体系初步建立。

从国内发展需求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500 米口

段，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无论是建设现代化经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高海

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还是

拔宇宙线观测站等一批“国之重器”陆续建成使用；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卫生健康、

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

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社会民生领域发展，都亟待基

流器二号 M 装置建成并首次放电；锦屏深地核天体

础研究提供更多高水平科学供给。

物理加速器成功出束并完成首批实验；“悟空”“墨
子”“慧眼”等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

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
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成果不多，支撑经济社会发

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继续深度参与国际热核

展的源头供给能力不强；投入总量不足且结构不合

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地球观测

理，全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未完全建立；顶尖科学家

组织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发起全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较少，促进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的

③ 科睿唯安 2021 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遴选全球顶尖科学人才 . (2021-11-17)[2022-02-14]. http://www.stdaily.com/guoji/
xinwen/2021-11/17/content_1232356.shtml.
④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 2021 年 中 国 科 技 论 文 统 计 报 告 发 布 . (2021-12-27)[2022-04-14]. https://www.istic.ac.cn/isticcms/
html/1/284/338/6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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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未完全建立；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科研生态尚

势，开展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共性需求的定向性

未完全形成等。

基础研究，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

4 面向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研究的主要考虑

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
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 通过充实、调

新形势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整、整合、撤销、新建等方式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着眼构建新发展

进行优化整合，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实体化运

格局，坚持“四个面向”，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引领高

行，推动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融

质量发展为主线，以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

通发展的实验室新体系。做好与国家实验室的衔接，

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根本动力，持

打造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

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实

的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

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加强基础学科建

4.1 加强基础研究系统部署

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

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

究中心，培养和汇聚世界一流基础学科人才，开展

经济主战场，在农业、健康、制造、材料、信息、资

前瞻性、引领性和独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方向探

源环境、能源环保、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

索，力争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打造开

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关键难

放创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题，为创新发展提供源头供给。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提升企业基础研究能力。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面向

聚焦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加强量子科学、脑

长远发展前瞻布局基础研究，深度参与国家科技计划

科学、合成生物学、干细胞、催化科学、空间科学等

论证实施，牵头承担国家基础研究任务。支持企业牵

领域的超前部署，攻克一批世界科学难题，引领未来

头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

科技发展。

创新基地。优化企业内部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引进高

优化学科布局，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
体系。加大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等基础
学科的支持力度，加强信息、工程、材料、能源等技
术科学研究，加快推动生物学、医学和农业科学等生

层次创新人才，扫除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人才流
动机制障碍。

4.3 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培养造就世界级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在我国优势

命健康领域学科发展。打破学科壁垒，大力推进学科

领域，发现识别具有世界级科学大师成长潜力的科学

交叉和跨学科研究。加大对新兴学科，边缘、冷门和

家，“一人一策”设立若干杰出科学家工作室。在国

薄弱学科的扶持力度。

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引领者中发现和培养具有战略科

4.2 打造体系化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重点高校院所国家队作用。推进实施“高等

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
梯队。

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

培育支持大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在国家重点研发

以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组建多学科

计划中全面推行青年科学家项目，给予优秀青年科学

交叉大团队，开展有组织创新，提升高校承担国家重

家更多牵头重要科学任务的机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大战略任务的能力。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优

加大对青年人才的资助力度，培养一批优秀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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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带头人。实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国际

题，确保指南的科学性。对于自由探索类项目，尊重

交流计划。

科学家的学术灵感，鼓励将国家需求和个人兴趣相结

打造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强化基础教

合自主选题。对于原创性、非共识项目，建立特殊立

育的求知欲和创新思维培养，建立大学和中学联合发

项通道。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首席科学

现和培养青少年创新人才模式。大力提升本科教育质

家负责制等新型管理方式，探索长周期资助模式。

量，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鼓励具

改革评价激励制度。落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

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

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完善科

专业，探索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推进科教融合和协

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展基础研究

同育人，提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改革试点，强化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

4.4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导向，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推行代表

建设一批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完善科学数据管理

作评价制度，开展长周期评价，探索实行国际同行评

和开放共享机制。优化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

价。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

库（馆）建设布局，持续开展收集保藏、整理加工和

制度，建立非共识科技项目评价机制。加快推进唯人

共享服务。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布局，持续

才“帽子”治理，重点整治将学术资源配置、职称评

提升野外站观测、研究和示范能力。开展基础科研条

审等简单与人才称号、学术头衔直接挂钩的行为。探

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攻关，以关键核心部件国

索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

产化为突破口，支持高端科学仪器工程化研制与应用

系。

开发；加强高端科研试剂、实验动物、科学数据软件
工具等条件手段自主研发。

4.5 完善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在科技界大力弘扬科学
报国的光荣传统，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
神，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

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稳步增加国家财政投入，

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

建立健全竞争和稳定相协调的支持机制，加大对优秀

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学术

基础研究机构、团队和个人的长期稳定支持。建立央

自主权。将科研诚信管理贯彻覆盖科研活动全流程，

地共同出资、共同组织基础研究项目的协同机制，带

实行更加主动的监管措施，压实高校和科研机构诚信

动地方政府支持基础研究。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

建设主体责任，严肃查处科研违规失信行为。

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
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扩大基础研究资金来源。

4.6 加强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对外合作战略，积极融入全

完善项目形成和组织管理机制。对于目标导向类

球创新网络，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大国家科技

项目，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创新活动组织者的作

计划开放力度，支持高水平外籍科学家牵头或参与实

用，组织科学家、工程师、战略研究机构持续跟踪

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

世界科学前沿和各领域创新趋势，开展常态化战略研

金。牵头组织和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究和科技需求分析，构建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程。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和外籍科

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的机制。完善指南评估制度，通

学家在我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鼓励和支持民间科技

过第三方审核评估、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多方对标审

合作交流，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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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the entire scientific system and the overall engine of all technical issues. Guided by the remarks

made by Ger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development rules and trends of basic research.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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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search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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