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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申报流程

申请人在线填写

一般类项目（面上、青年、联合基金
培育类项目）

重大类项目（杰青、优青、重点、联合
基金重点支持类、仪器研制）

科技综合处
在线确认

上报基金委

3月5日中午11:00
上报纸质版

3月11日中午11：00
上报纸质版

3月1日前
开通账号

3月5日/
3月11日

3月18日

3月19日

注：科技综合处根据各二级所提交的纸质版申请书进行审核并在线确认，不接受个人提交的申请

上报电子版

最好用所内邮箱注册，不建议用
sina、yahoo邮箱注册



主要申报政策

u 总数限制（限2项）：高级职称，申请和主持限2项，2019年（含）以前参与的所有项目不计入限

2项范围内，2020年（含）以后批准（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中级职称，申请和主持限1项，参与不限。

u 申请当年资助期限届满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即2021年12月31日执行期满的项

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u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如联合基金项目中，同一名称联合基金为同一类型项目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山东地区和浙江地区的项目为同一名称联合基金下的项目，属于“同

类型“项目，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属于“不同类型”联合基金项目）。

1. 限项规定

（具体详见2021年申报指南：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82/ ）



主要申报政策

u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

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

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u 2019年度和2020年度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人，

2021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面上项目。

u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

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1. 限项规定

（具体详见2021年申报指南：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88/）



主要申报政策

u 杰青项目互斥：正在申请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国专家项目，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5类人才计划项

目任何一类的，以及获得上述5类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支持且在支持期内。

u 优青项目互斥：正在申请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等3类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的，以及获得上述3类人才计划

项目任何一类支持且在支持期内。

2. 人才项目互斥（同2020年互斥政策相同）

（具体详见2020年申报指南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xmzn/2020/07/ ）



主要申报政策

u 2021年所有类型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时，依托单位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待

项目获批后，随计划书一同上报。但为便于及时反馈形审审查结果和所内存档备案，需上报纸质版

申请书至科技综合处（合作单位盖章及合作协议申请人自行保管）。

u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

单位（境外单位不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如有合作单位外拨经费，需要在申请书中的经费预算说明

书处写明经费分配方案和任务分工。签订的合作协议申请阶段无需上报，留在单位内存档备查。合

作单位盖章仅接收原件，不接收任何形式的扫描件。

3. 简化申报流程

（具体详见2021年申报指南：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88/ ）



主要申报政策

u 青年基金项目纳入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试点范围。青年基金项目中不再列出参与者。每

       项资助直接费用为24万元，间接费用为6万元。

u 2021年，优青资助强度提高到200万元/项， 并试点经费使用“包干制”。

u 调整杰青评审程序，不再整体公示，取消评审委员会评定环节。

u 2021年，全面调整申请代码，取消三级代码。填报时，需尽量选择到二级申请代码（4位数字），

以及适合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

u 为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工作，国家基金委将对申报材料进行查重，一般情况下50%以上重复定义

为疑似重复，学部会在会评前提供给评审专家进行讨论。80%以上，直接认定为重复，学术不端。

4. 扩大分类评审

具体详见2021年申报指南：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简介：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626/info79598.htm



具体填报操作-账号开通

u登陆网址：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

u使用基金委推荐的浏览器：如火狐

（FireFox），谷歌（Google Chrome）

u  账号开通：

姓名+职称+邮箱（所内）+拟申报项目类

别+所属团队（团队名称/负责人姓名）

发送至邮箱isis@nimte.ac.cn

u 已有账号或在其他单位已开通过申请

账号的，无需再次开通。如忘记密码

可点击首页的找回密码功能找回



Ø 激活时请填写正确的证件号码
Ø 申请人身份证作为唯一鉴别号

码
Ø 注册信息应同证件上的信息保

持一致（如姓名、号码等）

  用户名为帐户开通时的邮
  件地址，密码由用户设定

点击链接
激活

具体填报操作-账号开通



具体填报操作-完善个人信息
说     明：
1. 在“办事快捷通道”选择点击“个人信息维护”
2. 在“管理”菜单下选择“个人信息管理”之“个人信息
维护”
3. 填写“基本信息”内容

温馨提醒：
Ø ”证件号码”请通过“证件类型”之“更换证件”录入

修改
Ø ”所在单位”可根据个人情况随时进行更新，无需审核
Ø ”所在院系所”尽量从系统中选择
Ø 建议使用单位邮箱，不建议使用yahoo，sina等其他电子

邮箱，避免接收不到邮件
Ø 个人信息维护需一次性将“基本信息”、“研究领域”

及“个人简介”中带“*”号必填项填写完整后才可保存
成功



具体填报操作-完善个人信息

说     明：

1. 点击“编辑领域”选择个人熟悉的“学科

领域”

2. 在“关键词”输入框输入关键词并点击回

车确定

温馨提醒：

Ø 学科领域、关键词需要修改，点击红色“X”

删除

Ø 填写过程中如遇到系统使用中的问题，请点

击【在线咨询】，基金委工作人员将及时为

您解答



具体填报操作-完善个人信息

说     明：

1. 在“个人简介”界面填写“教育经历”、“工作经

历”及“博士后经历”

2. 填写完整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所有个人信息

温馨提醒：

Ø ”教育经历”填写后导师为必填项

Ø ”博士后经历”不归纳在“工作经历”排序中

Ø 在站博士后或在职博士生仅可以青年、面上，地

区基金。其中在站博士后人员，获资助后不得变

更依托单位

Ø 在职读硕士不可以申请青年



具体填报操作-选择资助类别

说       明：
1.在“办事快捷通道”选择“在线申请”
2.或在“申请与受理”菜单下选择“在线申请”
3.点击【新增项目申请】
4.选择资助类别，点击【填写申请】，进入申请书填
写界面，
5.或在申请书填写列表中，选择需要继续完成填写的
项目，点击【进入填写】，进入申请书填写界面

温馨提醒：

Ø 正式填写申请书前，还需点击确认【重要提示】，

才可进入填写界面



具体填报操作-填写申请信息（以面上项目为例）

说       明：

1.点击“填报说明与填写提纲”按钮，阅读最新的申

请填报要求

2.根据填报说明的要求，填写相关【项目信息】

温馨提醒：

Ø 请按系统要求填写所有（带“*”号）必填项

Ø 申请代码按项目指南要求选择

Ø 建议从系统中选择最相关的关键词，中英文关键

词顺序应保持一致



具体填报操作-填写申请信息
说       明：
1. 点击【人员信息】卡片，添加参与人信息
2. 点击【上传】链接，上传参与人简历，系统支持：
① 手工填写：下载Word模板，填写完后生成PDF格

式上传
② 第三方生成：利用第三方生成标准格式科研简历

后上传
③ 没有明确要求参与人个数的项目类型，参与人最

多可填入9人
3.   填写“申请人类别”和“主持或参与项目情况”
的详情

温馨提醒：
Ø 人员总数可手动填写，如“总人数”、“高级”

等栏目
Ø 请按照2021年简历模板要求进行填写并上传PDF

格式的文件
Ø 请按照科学基金申请规定格式填写个人科研成果



具体填报操作-添加申请人研究成果
说       明：
1. 点击【添加成果】按钮，弹出添加成果方式选择

框
2. 从三种导入方式中选择
   a.点击【个人库导入】：从个人成果库选取成果
   b.点击【第三方导入】：通过智能推荐或联邦检索
收集项目成果。关联“科研之友”后，红色气泡内数
字显示找到的项目相关成果
   c.点击【手工录入】：对于无法找到的项目成果，
选择手工录入
3.  如选择从【第三方导入】，通过新增(3.1)或检索
(3.2)符合要求的成果，选择单个或批量成果，点击
【导入成果至申请书】

温馨提醒：
Ø 导入成功的成果不再重复出现在导入界面
Ø 论文标注：所有共同第一作者均加注上标“#”

字样，通讯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均加注上标“*”
字样，唯一第一作者且非通讯作者无需加注（标
注错误将直接被初筛）



具体填报操作-资金预算表
说       明：

1.  下载2021年经费预算说明书模板

2.  预算说明书模板可参照所内网【课题预算编

制系统中我的预算申请】：

http://oa.nimte.ac.cn/index.php



具体填报操作-正文

温馨提示：

l 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不要漏写

l 预期成果要量化、要具体，区别于研究目标

说       明：

1.  下载2021年正文报告模板

2.  可以通过“填写检查”进行检测填写的是否规范



具体填报操作-上传附件、检查提交

说       明：

1. 按照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要求下载
相对应的附件材料模板填报上传，
系统未提供的附件模板请自拟

2. 点击【添加附件】上传项目申请附
件材料

3. 点击【填写检查】按钮，确保项目
申请书内容符合填写要求；

4. 点击【生成草稿PDF】按钮，预览
申请书

5. 点击【提交】按钮并承诺，将项目
申请书提交给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
门审核



其他注意事项
•   

u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88/ 
u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简介：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626/info79598.htm
u关于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626/info79596.htm
u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626/info79805.htm
u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项目指南：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9819.htm
u所内“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安排与申报资料”：
    https://rd.nimte.ac.cn/view-18917.html



如何查阅所内申报资料和参考模板
•   

3.科技发展部网站（https://rd.nimte.ac.cn/view-18917.html）→办事指南（第一项通知）→2020-02-10
发布信息



相关业务联系人
•   

部门 姓名 手机 邮箱

科技综合处
田  天 18042092968 tiantian@nimte.ac.cn

王古月 15168552932 wanggy@nimte.ac.cn

材料技术研究所
陈宇飞 18768103224 chenyufei@nimte.ac.cn

杨秀树 18868195653 yangxiushu@nimte.ac.cn

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郑晓宇 13616567770 zhengxy@nimte.ac.cn

丁雪君 18968367102 dingxuejun@nimte.ac.cn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
吴晓飞 13736187919 wuxiaofei@nimte.ac.cn

赵晓光 18968367155 zhaoxg@nimte.ac.cn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韩   莉 18793199680 hanli@nimte.ac.cn

    国家基金申报专用邮箱：isis@nimte.ac.cn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祝申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