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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 25 年的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已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在基础科学多

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支撑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持续创新发展。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科学基金管理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管理制度。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由项
目申报到结题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人才、平台等信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科学信息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传
播应以政府管理层、科学家群体、社会公众对科学基金信息的诉求为出发点；运用现代科学传播方法和不同传播媒
介，有效构建新型的科学传播体系，以科技新闻报道为主体，多种科学传播形式综合运用，向社会广为传播；在营
造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加速发展。同时，使政府、科技界和全社会对科学基金工作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推动科学基金未来更好地发展；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时效性原则和
保密原则；科学传播要注重多种媒体组合宣传和宣传时机及时段，强调“内宣”与“外宣”的有效结合，充分发挥
主流媒体和科技媒体的组合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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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25 years，Natural Science Funds of China (NSFC) has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knowledge innovation system，and has provided a strong protection for our country to catch up with and surpass

the advanced world levels in basic science fields. Now，the NSFC has been a vital pilla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science enterprise in China.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NSFC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ce funds，and has formed a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Meanwhile,
through the subsidization of NSFC， the project forms a hug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database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alented and platforms，etc，by the process of project application to project finished.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N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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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start at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government agencies，scientists group and the public towards NSFC and aim at creating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by using modern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different media. It uses
sci-tech news reports as the main body us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language,，together with other communication means，to
inform the general public about the NSFC so as to buil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science enterprise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govern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know more about the NSFC and then to push it to a better future. The
communication of NSFC’
s performance should be launched on the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authenticity， timeliness,
confidentiality and risk avoiding. It also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should target the needs of audience，integra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iming of communication. It str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ix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sci-tech mainstream media.
Keywords: Natural Science Funds of China (NSFC)；science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strategy；communication effect
CLC Numbers：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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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
资助来源。自 1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以
来，为我国在基础科学多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稳定和发展我国
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各学科领域科学水平的迅
速提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现已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支撑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
25 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绩效主
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 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
原始创新；（2） 促进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发
展；（3） 稳定基础研究队伍、促进人才培养；
（4） 满足国家科技事业发展 战略需求；（5） 促
进科研条件与科研环境的改善；（6） 形成了独
特的“科学基金文化”
。与此同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不断探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科
学基金管理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
基金管理制度。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所形成的
成果、人才、平台等信息，包括科学家群体在
科学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管理体系与管理经验，都
是我国社会拥有的宝贵财富，值得向社会广为
传播。

1 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传播是社会所需
2002 年 6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普及法》 （以下简称 《科普法》
）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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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其中强调应当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
和参与的方式来开展科技普及。 《科普法》 还
明确了其适用范围，即国家和社会开展科技知
识普及、倡导科学思维方法、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
200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第八条“若干重
要政策和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在科技计划
项目实施中加强与公众沟通交流”
。 同年出台
的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06—
2010—2020 年）》 要求通过“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在全民之中开
展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使其科学素质
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到本世纪中叶以期
实现我国成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这一目
标。2011 年 2 月，中宣部等六机构共同发布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宣传工作的意见》。
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对于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媒体监督权
的实施，以及行政效率的提高等有着决定性
意义。国家财政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力
度的不断增强，项目资助强度不断提高，凸
显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需要在科学基金
计划项目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加强与公众的沟
通交流，满足社会对资助效果的知情权，以
期得到社会对科学基金的理解和支持，有利
于科学基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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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科学发展步伐。
胡锦涛总书记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在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
让人民群众了解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创新光
荣的价值观，使科技创新成为全社会景仰的
工作和活动。
2010—2011 年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性绩效评估，是对我国科学基金资助体
系的一次考评与检阅，由多位世界知名科学
家组成的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客观公正的评
估结果令人欣慰。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中
国仅用 25 年就建成了当前的科学基金体系，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创造性地设立了
支持前沿科学研究和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资助工具。
”
科学传播的本质特征是科学信息的传递、
接受与交流。1994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 有 30 个成员国启动了国家创
新体系项目，注重社会相关主体 （政府部门、
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等） 之间加
强科学信息的传播，以促进知识的流动。
由此表明，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信息的传播
是加快基础研究领域科学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提升社会科学文化素养，提升“科学共同体”
对科学基金的认知、满足社会对科学基金工作
知情权的必需。

2 科学基金信息类型与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于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之初，现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最重要的资助渠道之一。25 年来，全国 31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2 000 多家科研机构
和高校、近 10 万名科学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获准项目覆盖了自然科学各
专业学科领域、学科交叉和新兴学科领域。科
学基金注重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提供科学支撑，不断加强对青年人才、杰出和
领军人才、海外归国学者与创新团队的项目资
助。参加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达到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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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于其资助项目的科学性、资助工具的多
样性、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和管理的规范与严
谨，每年吸引了超过获准项目人数数倍的科学
工作者踊跃申报。
在基金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结题到
成果发表的全过程中，蕴藏大量有价值的科学
与人才信息，25 年中海量信息的积累，构筑
了一个庞大的科学基金信息库。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信息的分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信息的类型主要可
分为四大类。
2.1.1 基金管理信息

包括：（1） 机构与职能信息，即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职能、组织架构与职责等信
息；（2） 政策、制度、规章信息，即基金委
颁 布 的 各 种 《条 例》、 规 章 制 度 等 信 息 ；
（3） 基金申报信息，包括基金发展规划、项
目指南、项目申请要求等。
2.1.2 评审立项与结题信息

包含项目申请—评审评议—批准资助—实
施与结题所产生的一系列过程信息。
2.1.3 成果人才信息

项目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会议交流、论文专
著发表、专利授权、成果评审鉴定、成果获
奖、成果转化应用等各种与资助项目相关活
动所产生的各种信息。
2.1.4 传媒信息

包含了基金委自媒体发布的新闻、推介信
息 （包括官网、简报、学术刊物等） 和社会媒
介 （报纸、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出版物
等） 传播的多种信息。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的主要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是在科学基金共同
体履职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的功能与科学
基金制度与共同体职能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2.2.1 告知服务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的传播目的之一是
服务，充分发挥相关信息对科学研究和经济社
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信息服务有两种指向：一
19

2
5

20
2012
12 年
年4
10
4月
月
月

总第渊010冤
第
3 卷 总第渊01圆冤
7
总第渊016冤
期
总第 渊040冤
渊037冤
期 期

是通过告知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培养的资助计
划与相关政策等信息，为科学基金申请导向，
促进基金资助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发挥科学
基金的支撑作用；二是通过告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所资助项目的科研绩效 （科研成果、人才
成长），促进学科持续发展，推进成果应用，
同时不断提升国民科学素养。而信息服务的主
要方式是通过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让受众获
知科学基金的管理、研究进展与研究成果等。

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反映基金资助和管理
绩效的科学基金信息，如年度报告及绩效评估
报告，展现了基金委“卓越管理”的理念与合
理的资助格局，营造了公平和谐、鼓励创新的
科研环境与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舆论氛围。
及时发布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和学科进展，
对于树立基金委“国家组织形象”、争取在国
际科学界话语权的作用都不容小觑。

2.2.2 决策支持功能

3 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构建的基础

科学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科学信息的决策支持功能的发挥，有赖
于两项工作基础。一是信息的采集与加工。基
金委管理决策者需要制定科研发展规划与资
助计划，因此必须充分收集此前立项、研究进
展和成果、资助绩效等信息，经过合理的加工
整理和论证，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选题，支
持重大决策的出台。二是信息的反馈。基金工
作的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信
息流动，决策执行效果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和
管理部门，使其根据绩效管理目标，确定和调
整下一步的决策。
另外，科学基金信息对基金项目申报者和
执行者的科研决策都至关重要。前者以此确定
项目的研究目标、靶向和水准。后者则以获得
的最新信息在执行过程中完善研究方法、进一
步凝练科学问题、合理调整研究目标。

25 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社会功能在
不断拓展。在支撑我国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
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需求的同
时，基金主管机构也承担着为社会不同群体提
供相关科研动态资讯、科学问题咨询以及相关
政策解读等科学传播的义务。但在新媒体传播
环境下，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面临着新的挑
战。受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新传播载体与传播
方式的冲击，以及信息公开呼声的高涨，需要
有新的思路和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型的科学传播体系需
要三个基本支撑点。

2.2.3 管理协调功能

在自然科学基金共同体组成的庞大的工
作体系中，信息是维持系统运行和实现管理
目标的中介。在管理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信息
的目的是引导传播对象的行为上的变化，通过
信息内容的编制，信息的流向、速度、频度，
持续引导工作按照所需要的方向进行。如基
金委有关 《条例》、文件及管理流程、规章体
系等信息，是为了充分发挥信息的控制作用，
在宏观上使系统各个有机体之间相互 协调，
正常运转。
2.2.4 科学舆论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的舆论功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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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适应新传播环境下对基金科学传播的要求

新的传播环境下对基金科学传播的要求是
指对科学信息传播的个性要求和对组织机构
传播活动的共性要求，其中包括：（1） 尊重社
会对科学信息的知情权。了解国家科研动态和
相关领域科学信息是公民知情权的体现。网络
技术平台使传者和受众实现了身份的重合和
地位的平等，保持信息透明与及时公开是基金
主管部门的责任与义务。（2） 及时主动的科学
信息引导。信息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信源的多样
化，对科学信息传播管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基金管理机构引导受众在庞杂信息接
触中过滤无用的、错误的信息。（3） 树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良好的组织形象，保持科学信
息发布的权威性。传播环境的无边界化，媒体
对科学传播议程设置的差异，不同的立场与价
值观，常常会导致受众难以选择判断，产生疑
惑。因此，需要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权威性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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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组织形象，才能有效解疑释惑。

4.1 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组成要素

3.2 维护“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
科学价值观

科学基金工作的科学传播体系组成要素包
括：（1） 传播主体 （传播者），即科学基金管理
机构、项目承担团队、科学媒介与科技记者四
个方面军；（2） 传播客体 （内容），包括基础
性、前沿性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动态，实事求是
与开放、民主的科学精神，先进的科学思想与
科学方法；（3） 传播类型，包括组织型科学传
播、学术型科学传播、社会型科学传播和教育
型科学传播；（4） 传播载体，包括学术刊物、
大众媒体，科学活动 （学术研讨会、论坛、展
览），网络、新媒体，科普出版物以及影视作品
（科教片） 等。

科学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的
过程。需要矢志不渝地以科学的精神、客观的
立场、严谨的态度来验证科学事实。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是专家治理型国家机构，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基金管理的科学民主性。而基金科学
信息的传播过程，要充分体现“科学民主、平
等竞争、鼓励创新”的科学价值观，应重点关
注基础科学研究进展、满足国家科学发展战略
需求、优秀人才队伍培养、科学基金文化等科
学基金信息的传播，使社会了解科学基金支撑
的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
位与我国科学事业持续推进的重大意义。
3.3 科学传播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客观性原则、
时效性原则和保密原则

25 年来，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积累了
海量的科学信息。要实现有效的科学传播，传
播者应充分考虑：（1） 针对基金管理层、项目
申请者、项目承担者以及社会不同受众群体
对科学基金信息内容的诉求，选择性地传播；
（2） 对科学问题持不同见解的学术观点，应予
以客观性传播；（3） 要使科学信息尽快产生良
好的传播效果，基金科学传播的主动与及时是
十分重要的条件；（4） 鉴于知识产权保护，或
者保守科学技术机密等原因，科学基金信息
传播的保密原则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构建需
要从制度、技术和条件上实现科学信息资源的
合理配置，通过技术、内容和服务的整合，建
立“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制定科学传播效
果反馈激励机制，完善信息反馈系统，以实现
有效的科学传播。

4.2 自然科学基金组织科学传播

组织传播是组织生存、发展的信息交流
保障。自然科学基金的组织科学传播需要明
晰组织内和组织外的科学传播内容，加强策
划与议程设置，恰当运用不同的传播工具，
开展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形象构建的组
织科学传播。基金管理机构中的信息中心与
宣传部门，负责组织、协调传播活动。基金
委机关和各地基金网组长单位应建立、完善
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利用官方网站、自办
期刊等方式进行组织传播。同时提高微博等
新媒体使用能力。
传播媒介选择是自然科学基金组织科学传
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科学传播的效果。国
家基金委或基金项目依托单位作为信息发布
主体，应根据传播目的和内容，确定目标媒
介，向社会公众传播有关科学基金信息。选择
重点媒体对科学基金感兴趣的受众进行专题
性报道；针对目标受众需求，集中发布信息，
扩大传播面。因此，组织科学传播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架构中的重心。
4.3 自然科学基金媒介科学传播

4 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架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的架构
设计主要应考虑传播体系组成要素、组织科
学传播、媒介科学传播与科学传播模式等四
个方面。

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的国家级大众媒介
可分为主流时政媒介和主流科技媒介。前者主
要包括新华社、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后者是指 《中国科学报》 和 《科技日报》。
主流时政媒介开展科学基金报道上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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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性：重政策、重资助绩效、重典型。但对
科学基金报道力度不大，议程设置不 明确。
“十二五”以来，三大媒体关于科学基金的报
道有所增加。三大主流媒体关于自然科学基
金的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体裁不同，显然
与其媒介定位有关。 《中国科学报》、 《科技
日报》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报道的共性是
重成果的科学价值、重科研过程、重科技人
物，学术性、专业性权重大。两报在报道体
裁、版面安排、报道篇幅等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科学报》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注的程
度要远大于 《科技日报》。总体来看，大众媒
介反映科学基金人物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的报道力度不够。
因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
的架构设计中，基金科学传播的策划，议程设
置，基金管理部门与媒体的沟通，都是必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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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因素。
4.4 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模式

目前，科学基金信息传播主要有四种模式：
（1） 直线型模式，即以国家基金委为信息发布主
体，向特定目标受众传播某一类信息，如简报、
内参、官方网站、手机报等；（2） 互动模式，即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与受众的信息交流互动，
如网络问答平台、邮件、微博、手机短信、通信
等；（3） 辐射式模式，即以国家基金委为信息发
布源，向目标受众群体传播某一类信息，如公
报、通报、官方网站等；（4） 大众传播模式，主
要有报刊、电视广播、出版物等。
传播模式和传播形式取决于传播的目的。
在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传播体系构架中，恰当的
传播模式和传播形式是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
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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