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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已发展成为地质科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且具有强大的社会需求。通过总结1987—2020年沉积

学和盆地动力学学科的国家自然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的申报和资助特点，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分析结果显示：

“八·五”和“十二·五”期间，该领域申报项目数量较大，获得批准资助的项目总数迅速增高，表明该时期是我国在沉积学和盆地

动力学发展的关键时期，领域内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该学科基金的申报方向主要分为3大类：基础沉积学和

盆地动力学、应用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及交叉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十四·五”期间：1）基础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的方面更加注

重古环境和古气候等研究；2）应用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的研究在大地构造—沉积上继续占据优势，在沉积成矿上，也会继续发

展增强；3）交叉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类的申报更加侧重于碳酸盐岩沉积和生物沉积，其次，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沉积学上的应用

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的方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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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沉积学作为研究沉积物、沉积动力过程及沉积

岩形成过程的一门地学分支学科，已成为当代地球

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和应用基础学科之一，其发展

具有深远的学科意义和重大的战略价值[1]。沉积学

是沉积岩岩石学中的沉积作用部分发展、演化而来

的，并形成了更广泛的研究内容和应用范围。它解

释了沉积地层的垂向和横向关系，从多方面探讨沉

积地层中构成地质记录的特征、作用和成因分析，并

形成了一套沉积学理论[1]。当代沉积盆地动力学可

以理解为研究盆地形成演化、沉积充填和沉积矿产

成矿规律的分支学科，它既包括盆地内沉积物和地

层流体的充填过程、发育机制及其控制因素分析，也

包括直接控制盆地星恒演化的地球内、外动力地质

作用及其动力学机制分析[2]。从定义上来看，二者分

属于地质学两个学科领域，但是又存在着密切联系。

随着现代地质学的发展与全球技术方法的革新，沉

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研究逐渐交织，在解决科学问题、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已经融为一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作为我国支持基

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为各项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

实力的科研活动提供资助，资助重点亦成为基础研

究的重要风向标[3]。我国自 1987年国家基金委设立

以来，“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一直作为地质学一级

代码（D02）下的二级代码（D0206），并延续至今。在

该二级学科框架下，先后涌现出刘宝珺、王成善等一

大批科学家，为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学科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年来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

的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受到评价标准过于单一等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4]，“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现已成

为了地球科学领域中的薄弱学科[1]。为了进一步分

析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发展现状，了解学科研究动

态，本研究全面系统地统计了自“七·五”期间的基金

委成立至“十三·五”末的历年来的“沉积学和盆地动

力学”学科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面青基金”）的申报与资助情况，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角度分析目前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的现状。在

此基础上，对基金项目不同研究内容进行总结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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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指出本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希望借此抛砖引

玉，供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借鉴，同时也为“十四·五”

期间该领域的科学发展提供支持，如有不当之处，也

恳请同行专家给予指正。

1 申报情况

1987年，基金委接收的第一批基金项目申请书

中，就包括了“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领域。当时全

国该领域面上基金项目申报不到 20项，而青年科学

基金仅有2项[5]。随后的10余年间，该领域基金项目

申报量一直处于同类学科的较低水平（面上基金申

报小于 20项，青年科学基金更少）[6]。直至国家“九

五”建设末期（1998年），由于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科

技进步突飞猛进，国家对能源需求增大，激起了该学

科科研工作者极大的工作热情，面青基金总申报量

呈现了较大增长趋势（面上基金增长到40项以上，青

年科学基金则接近20项）[6]。到“十·五”和“十一·五”

建设期间，面上基金年均申报量上升至50项左右，整

体呈波动上升态势，青年科学基金则在 2010年出现

了较大的增长，反映出2010年以后，该领域青年人才

逐渐增多[7]。“十二·五”开局（2011年），面上基金申报

首次超过60项，青年科学基金申报项目则从40项以

下上升至近60项[8]。“十三·五”期间，面青基金申报呈

现波浪式增长，面上项目申报量则从 60余项增长到

近 120项，而青年基金则由 80项增长到 110项左

右（图1）[9-12]。

面青基金申报比率能够反映出该领域青年人才

的发展趋势（图 2）。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领域青年

科学家占比自 1987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峰，第 1次
在 1994年前后[13]，第 2次在 2016年前后[9]，反映了地

学领域青年人才数量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与国家发

展计划密切相关。1994年处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国

家提倡大力发展地质勘查和气象，在此期间培养了

相对较多的青年人才[6,14-16]。自 2011年国家进入

“十二·五”规划，国家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

的变革，促使了我国能源地质勘查行业迅猛发展和

新技术的变革，也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创造了基础条

件[7-8,17]，到 2016年青年人才申报基金的占比达到

顶峰[10]。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沉积学科资助
的年度变化情况

2.1 资助趋势分析

1987—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沉积学和

盆地动力学”方向（D0206）资助共计 820项，数量占

地球科学部地质学学科8.62%，经费占地球科学部地

质学学科 6.7%[8-9,18-29]。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受资助

项目数量和资助金额及其在地球科学学部所占比例

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图 3），特别是在 2011年之后

（“十二·五”期间），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的立项

数目增长迅速[17,30-34]。面上项目在起初的1987年资助

项目数为 17项，1988—2010年的 22年间，资助项目

图 1 1987—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申报项数变化趋势

Fig.1 Change trend of declared items for general projects and youth projects of NSFC, 198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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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少于15项，甚至有个别年降到10项以下[35-44]；青

年科学基金在2009年之前仅有不到5项申请获得资

助，甚至在2002年和2003年两年内本学科方向无青

年科学基金立项，这与当时地质学发展不足、科研人

才较为缺乏等情况密切相关[20,44]。直到 2011年之后

（“十二·五”期间），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量

呈现较大增长，面上项目资助量达到了16项，青年科

学基金受到资助数量近 20项，反映出国家地学人才

图 3 历年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数量

Fig.3 Numbers of general projects and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s approved 1987⁃2020

图 2 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占比发展图

Fig.2 Development chart of proportion of general projects and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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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规模显著增强，随着各种边缘、分支、交叉及

横 断 学 科 的 发 展 ，沉 积 学 研 究 取 得 了 重 大

进展[31-33,44-47]。

面青基金资助比率反映着地学科研人员变化趋

势。自 1987年以来，该领域获批的面青基金比率的

变化趋势与申报比率大致一样，也呈现两次高峰（图

4），第 1次是 1994和 1998年（“八·五”期间），正好处

于青年人才增长时期，青年科学基金获批率升高[13]，

第 2次是 2011年和 2016年（“十二·五”期间）[8-10,28-30]，

这反映出我国在“八·五”和“十二·五”期间地学沉

积学和盆地动力学领域青年人才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

2.2 获批资助经费

2.2.1 面上项目资助经费情况

面上项目获批经费反映了核心科学家和学科发

展的现状。由图5中可见，2008年之前，面上项目获

批经费呈现小幅增长，但是经费总额则一直处于600
万元以下[18-25]。2009年起，面上项目资助经费呈现大

幅度增长，至2011年之后，面上项目资助经费一直维

持在 1 200万元以上[8-12,28-31]。单个项目资助经费（图

6）在 1999年之前均小于 20万元[13]，2000—2006年之

间达到 20~40万元[19-23]，2007—2011年继续上升（40~
60万）[24-27]，2011—2014年资助经费大幅度增长，峰值

为 2014年，该年单个面上项目资助经费超过 100万
元[31]。2015年，单项资助经费下降至80万元以下[30]。

自 2016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响应科技部相

关政策，首次将直接经费与间接费用分离[10]。本文

2016年（含）之后的经费统计均为间接经费，因此，在

此期间资助经费出现小幅度下降，实际上总额经费

仍然维持在70~80万元。

2.2.2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情况

青年科学基金获批项目资助经费反映了该学科

发展的后劲，也表明了学科发展动力和活力[46]。由图

7可见，2008年之前，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经费呈现小

幅的稳定增长，但是资助经费总额一直小于 100万
元[47]。2009年之后，该学科方向获批项目总经费呈

现大幅度增长，2017年之后，总经费持续超过500万
元[11]。在单个项目平均资助经费上，2003和2004年，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强度较高，达到了25万元以上（图

8），但是在 2005年之后，单个项目资助强度降低，但

是总体上在 20~25万元之间，这与国家政策密切相

关，当然也与申报人数不断提高有关，因为虽然每年

国家在资助经费上提高，但是不足以满足申请人的

增加数。

3 未来资助方向及学科发展趋势

科学研究是需要不断发展、创新和注入新的活

力的。一个学科的发展也是不断更新和创新的过

程，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则是学科更新和创新的首要

问题[15]。笔者依据自身的学科知识体系和范畴，将沉

图 4 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占比图

Fig.4 Proportions of funding for general projects and Youth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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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划分出22个方向，这22个方向很

多是交叉和互相结合的，依据现在学科发展现状和

前沿，我们试图将该学科申报方向划分三大类。

（1）基础的研究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主要是侧

重于地球系统科学，偏重于理学，源—汇、事件沉积、

古环境和古气候、古海洋、大河水系、沉积过程、沉积

古地理及沉积地层。根据统计（图9），可以看出古环

境和古气候以及古海洋方向增长较快，所占比例也

是迅速提高，而沉积过程研究所占比例变化较大，结

合近几年来的热点，比如古气候与沉积、生物地质事

件与沉积等方面成为热点，其次，与现代沉积结合愈

加密切，比如现代大河水系研究逐渐增加。

（2）应用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类，主要是侧重于

矿产能源的研究，偏重于工学，包括：油气、煤系沉

积、湖泊沉积、构造—沉积、成岩作用、沉积成矿及沉

积层序。根据统计（图 10），油气及煤系沉积研究比

例逐渐降低，构造—沉积及沉积成矿类申报占比逐

年增加，可能与国家近几年矿产需求增加及类别密

切相关，近几年来深水沉积则越来越多，也成为重要

的热点之一。

（3）交叉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类，主要是将新技

术新方法应用于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研究，或沉积

学中的多个方法的结合，包括：碳酸盐岩沉积、生物

沉积、地化沉积、其他、沉积模拟和白云岩沉积，统计

图 6 面上项目单项平均经费资助变化趋势

Fig.6 Change trend of average funding for single items from the general fund

图 5 面上项目获批总经费发展趋势

Fig.5 Development trend of total approved funds of the abov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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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图 11），碳酸盐岩沉积及生物沉积一直是占有

较大比例，这与国际热点研究密切相关，沉积模拟比

例也逐渐增加，也反映出国际研究热点。

以上分析发现，“十四·五”期间的沉积学和盆地

动力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基础沉积学和盆地动

力学的方面可能更加注重古环境和古气候等类似于

全球变化的研究。现代沉积学也会在未来基础沉积

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2）“十四·五”期间的应用沉

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的研究将会从构造—沉积角度上

继续增加规模，这里的构造主要是指大地构造—沉

积，在沉积成矿上，也会继续发展增大；3）交叉沉积

学和盆地动力学类的申报更加侧重于碳酸盐岩沉积

和生物沉积，尤其是生物沉积近几年来发展迅猛，在

跨一级学科交叉及学科内交叉上越来越普遍，这两

个方向正方兴未艾，其次是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沉积

学上的应用也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领域，尤

其是将计算机模拟应用于基础及应用沉积学和盆地

动力学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4 结论

（1）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情况

来看，“八·五”和“十二·五”期间是该学科申报的重

要关键时期，反映出我国在“八·五”和“十二·五”期

间在地学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领域青年人才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

（2）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情况

图 7 历年来青年总经费资助趋势

Fig.7 Trends in total funding for youth projects 1987⁃2020

图 8 历年单个项目获批项目平均经费变化趋势图

Fig.8 Trend of average funding for approved projects 198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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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也是在“八·五”和“十二·五”期间迅速增高，

这反映出我国在“八·五”和“十二·五”期间在地学

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领域青年人才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

（3）将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申报方向划分三大

类：基础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应用沉积学和盆地动

力学及交叉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对以往申报的基

金进行分类发现：“十四·五”期间，在基础沉积学和

盆地动力学方面可能更加注重古环境和古气候等类

似于全球变化的研究。大河水系研究所体现出的

“将近论古”的思想愈发浓厚；应用沉积学和盆地动

力学研究将会在大地构造—沉积上继续占据优势，

在沉积成矿上，也会继续发展增强；交叉沉积学和盆

地动力学类申报更加侧重于碳酸盐岩沉积和生物沉

积，其次是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沉积学上的应用也在

未来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领域。

图 9 基础沉积学类的青年和面上项目总申报情况

Fig.9 General applications for youth and general projects in basic sedimentology

图 10 应用沉积学类的青年和面上项目总申报情况

Fig.10 Total applications for youth and general projects in applied sedime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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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 Applications and Funding ⁃ current Situation and Dynamic
Analysis for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 Insight from data
of the funds and proposal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87⁃2020)

LÜ DaWei，CHU Hang，REN JianGuo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Sedimentology and basin dynamics have become the main disciplines in geology in China，and have strong
social need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s and funding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C）generally in China，and youth projects in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dynamics，from 1987 to 2020，and pro⁃
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Eighth Five-Year Plan”to
the“Twelfth Five-Year Plan”，the number of declared projects in this field was relatively large，and the total number
of approved projects increased rapidly.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Eighth Five-Year Plan”to the“Twelfth Five-Year
Plan”period was a significant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dynamics in China，and the train⁃
ing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this field has achieved certain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for fund⁃
ing mainly fall within three categories：Basic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Applied sedimentology and ba⁃
sin geodynamics；and Cross-over between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 During the“Fourteenth Five-Year
Plan”period：（1）Basic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tudies of paleoenviron⁃
ment and paleoclimate；（2）Applied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 research will continue to occupy a pace in
the field of tectono-sedimentology，and it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increase its interests in sedimentary mineraliza⁃
tion；（3）Applications in the cross-over between sedimentology and basin geodynamics focus more on carbonate sedi⁃
mentation and biological sedimentation. In addition，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sedimentol⁃
ogy may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nd fiel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edimentology；basin geodynamic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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