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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理论体系、深厚的人才队伍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是支撑一个学科良性发展的 3 个必要条件. 自 198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 地理学历经 3 个阶段多次

的申请代码调整, 其根本原因在于适应学科外延的快速拓

展与研究内涵的不断深化, 目的在于引导和扶持学科发展. 

依据目前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演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为持续促进学科前沿发展, 巩固人才队伍, 并引导学科服

务国家需求, 2021 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地

理学将正式更名为“地理科学”, 共包括 17 个二级申请代码. 

地理科学研究自然因素、人文要素和地理信息及地理综合

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 地理科学

的核心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人-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地理科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 决定了

其必须通过时空尺度依赖的多维和动态视角开展系统综

合研究.  

1  兼容并包的地理科学 

地理学(申请代码编号 D01)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地球科学部的 7 个分支学科之一. 地理学(D01)的现行申

请代码体系包含 26 个末级代码, 涵盖了地理学和测绘科

学与技术 2 个一级学科以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二级学

科. 传统地理学是以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

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 是自然科

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 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

点[1,2]. 测绘科学与技术是研究地理信息的获取、处理、描

述和应用的一门科学, 强调运用系统的方法, 集成各种手

段来获取和管理空间数据, 并为科学、管理、法律和技术

服务的应用学科[3]. 因此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包括了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多个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的属

性多元, 层次繁杂 [4].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深化

改革的总体部署, 基于“源于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

与应用融通”的优化学科布局方案, 着眼平衡地理学各学

科研究范式与学科属性的差异, 并发挥地理学综合性的特

点, 我们对地理学的申请代码进行了重新梳理, 构建了以

“地理科学”命名的新的学科资助体系.  

地理科学的概念最先由钱学森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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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提出 [5], 旨在建议构建一个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

技术科学在内的多层次学科体系 [6,7]. 纵观当前的地理科

学界, 研究领域众多, 交叉学科不断涌现, 不仅有地理学

内部的交叉, 而且有地理学与其他地球科学分支学科以及

信息科学等跨领域学科的交叉. 学科体系的现状已今非昔

比, 但是学界希望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氛围是一致的, 因

此回归“地理科学”的命名旨在强调多层次与多属性分支学

科体系的整合, 以综合性和交叉性来赋能地理科学的学科

发展, 推动前沿领域的突破, 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的成长.  

2  地理科学资助体系和学科现状与挑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学科申请代码是形成合理基础研

究资助格局、促进学科均衡发展、鼓励学科交叉和发展新

兴方向的指南[8]. 基金申请代码设置对学科发展有着深远

的影响, 合理的代码设置不但能够促进人才培养、学科快

速良性发展, 也会间接影响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其他部

门对基础学科的长期规划. 地理科学旧版申请代码目前已

难以满足新时代学科发展的需求, 迫切需要改革. 针对地

理学科原申请代码反映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  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D01 代码近 3 年的申请情况来看

(图  1), 目前各分支学科申请量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比较突

出[9]. 根据 2018~2020 年的申请量, 目前的 8 个二级代码中,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分支学科申请量

在地理学科总体申请量中的占比较大, 景观地理学、自然

资源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支学科申请量占比较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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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发展和管理的角度, 在保证学科代码体系完整性的

前提下, 兼顾各分支学科代码申请量的相对均衡性, 是必

须考虑的重要因素[11].  

2.2  学科内交叉融通待提升 

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涉及研究领域众多, 不仅

有地理学内部的交叉, 而且有地理学与其他地球科学分支

学科以及信息科学等跨领域学科的交叉[12]. 综合性、交叉

性是地理学的学科特点, 是其生命力所在, 也是新兴学科

和前沿领域涌现的地方. 目前地理学科各分支学科快速发

展 , 均在寻求自我特色之鲜明 , 新兴学科方向逐步涌现 , 

但是在研究方向的演变和分化中逐步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自然地理空心化、人文地理社会化、信息地理边缘化. (2) 

分支学科之间实质内涵型交叉融通不足, 削弱了地理科学

的整体性, 导致地理学属性逐步褪色, 迫切需要代码调整

以整合并引导研究方向. (3) 自然基金申请代码层次结构

参差不齐, 现存的各二级代码下, 三级代码的数量不均衡. 

如自然地理学下设 7 个三级代码, 而景观地理学和遥感机

理与方法下未设置三级代码. (4) 各分支学科方向申请量

亦严重不均衡, 甚至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  

2.3  借力新技术拓展、优化研究手段, 进一步强化地

理科学的综合性 

综合性是地理科学最大的特色之一, 大数据时代的地

理科学需要合理借力, 因此分支学科代码的设置应加速吸

纳新的技术和方法[13]. 学科的良好发展不能仅重视基础理

论的研究, 还需促进基础研究过程中所需工具、仪器的发

明与创造 ,  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 .  目前 , 

地理科学研究过程中所需的关键工具、仪器的“国产率”低, 

受制于人的形势严峻, 制约着我国地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有“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设备研制专项”(截至 2020 年共资助 96 项)、“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截至 2020 年共资助 508 项)等, 但仅有

1 项地理科学仪器项目被予以资助. 因而, 亟需在地理科

学学科处设立相应的申请代码有导向性地鼓励和支持地

理学者从事地理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性探索与研发.  

申请代码改革应着力地理观测技术的提升, 并迅速在

学科内达成共识, 引导并坚持地理科学的综合性特色. 地

理科学新技术拟面向陆地表层系统综合研究、全球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等前沿科学命题, 研究地理信息的获取、同化、

模拟与预测方法, 探索以地理数据和地理模型为双驱动的

地理学研究范式; 以观测技术与模拟手段的发展与整合为

途径, 推动地理综合建模与模拟系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

持系统等科学研究设施的构建, 实现地理数据-地理规律-

地理机理-地理决策的贯通[14~16].  

3  地理科学资助体系代码调整的目标与布

局原则 

3.1  地理科学代码调整的目标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深化改革的多项举措中 , 

申请代码体系的调整占据重要地位. 申请代码数量过多或

者代码名称过长, 都将引起申请和管理的不便; 反之, 则

不能涵盖学科研究方向, 代码名称太短也会造成语义内涵

过于宽泛而引起歧义 . 因此 , 构建一套全覆盖且逻辑性

强、代码表述简洁、语义内涵清晰明了的科学合理的申请

代码体系并非易事, 需要动态调整和优化.  

地理科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地理科学从其

定义上而言, 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

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 是自然科学与 

 

 
图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D01 代码近 3 年各分支学科的申请情况 

Figure 1  Application status of each branch of D01 code 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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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人文科学的融合, 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征[1].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地球科学部的整体工

作部署[17,18], 对现有地理科学申请代码进行调整优化, 调

整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1) 促进科学前沿发展和服务国家需求相统一. 学科

在发展过程中, 通常都会根据国际科学前沿的发展趋势、

国内学科领域发展态势和国家需求, 对申请代码体系进行

动态优化和调整[19~21]. 基于 2019 年实行的地理科学基金

代码和资助体系[22], 从申请代码逻辑结构、学科内涵和学

科发展态势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思考, 全面对标国家战

略需求, 强基础、重前沿、促融通, 最终调整优化面向未

来的地理科学申请代码资助体系, 引导地理学科更健康、

更快速发展, 促进科学前沿发展和满足国家需求相统一.  

(2) 着力交叉融合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力. 从新时代资

助导向来看, 现有代码已不能完全体现“需求牵引”和“交

叉融通”的资助导向. 地理科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传统学科

与新兴学科融合的结果, 强调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与

信息地理学的交叉融合[23~25]. 重新调整优化代码, 统筹学

科布局, 进行代码合并或者拆分, 增设交叉学科和新学科

领域代码, 可以解决现有代码体系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

科内交叉融通不够、学科前沿不深入等问题, 力求通过科

学基金工作的抓手来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力.  

(3) 提高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成效. 由于地理科学资助

范围不断发生变化,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 使地

理科学原有部分代码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资助工作需求. 主

要体现在整个代码体系布局不均衡, 有的过繁, 有的过简, 

总体上过细. 为更好适应当代科学发展的学科交叉、渗透

和融合等特点, 重点解决申请代码的碎片化以及难以深度

融合的问题, 实现对研究人员科研选题与结题审核的全覆

盖, 使科学基金评审管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提高科学

基金资助管理成效.  

(4) 提供清晰明确的学科分类代码信息. 申请代码设

置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申请人申请项目和遴选评审专家, 确

保科学基金申请书同行评议和会议评审的公平、公正性[26]. 

因此, 准确地提供学科分类代码体系及代码内涵, 实行以

二级代码为主框架的学科代码体系, 既能为申请人提供清

晰明确的学科分类代码信息,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 也有

利于对受理项目进行更加合理的分类评审, 提高科研工作

者研究效率, 强化资助导向, 增强项目精准定位性[27].  

3.2  地理科学代码调整的布局原则 

为顺应国家科技领域“双轮驱动”、“两条腿走路”的总

体战略部署, 满足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以保持

传统学科稳定性、遵循新兴学科发展, 扶持弱势学科、鼓

励交叉融合为总体思路, 根据地理科学研究综合性和系统

性特点, 保证水、土、气、生等环境和生态要素研究的完

整性, 强调人地关系的耦合性, 对接学科发展特点、前沿

和挑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学科代码体系调整优

化提出了 3 个基本原则: 一是明确学科基础和分支学科领

域, 新申请代码体系应坚持本学科传统和基础的领域和方

向, 从而为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 二是明确

学科的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 新申请代码体系应面向国家

需求、科学前沿以及学科交叉方向, 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

新的生长点; 三是明确学科需求和支撑学科领域, 新申请

代码体系应能够为学科发展提供关键性技术、方法等“卡脖

子”瓶颈问题的解决方案.  

4  地理科学申请代码的框架体系与内涵 

4.1  构建“三维四象”的学科体系, 着力提升地理科学

的综合融通 

为构建新时代的地理科学的学科体系, 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式广泛征求地理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专家研讨会的

讨论和论证、学科战略咨询会的咨询、地球科学部学部咨

询委员会的审核等, 最终形成了表 1 所示的地理科学申请

代码体系. 地理科学学科体系包括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

理学和信息地理学  3 个维度, 即“三维”, 体现了地理科学

取法自然, 以人为本的学科传统, 以及信息时代的发展需

求. 3 个维度的学科体系包含了多个分支学科, 共 17 个二

级代码(表 1). 二级代码的属性可分为四类, 包含了承载地

理科学体系的基础框架学科、代表学科前沿发展的新兴学

科、为服务国家战略而强化需求的应用学科、以及着力地

理科学内力提升的技术性学科, 即基础框架、前沿发展、

强化需求和内力提升四大属性组成的“四象”.  

基础框架属性主要为立足地理学传统属性的部门地理

学[28], 包括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生物地理学、土壤

地理学、冰冻圈科学、景观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经

济地理、人文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 以及遥感科学、

地理信息学、测量与地图学等基础性学科. 前沿发展属性

主要为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29], 是地理科学的增长极, 包

括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环境地理、土地科学. 强化

需求属性则主要立足国际战略, 包括自然资源管理、区域

可持续发展、灾害地理. 内力提升属性均为新设代码, 设

立目的在于鼓励以技术手段为抓手, 提升学科发展的内力, 

增强学科发展的动力 , 进一步推动地理科学的交叉融通 , 

强化地理科学的综合性, 包括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地

理观测与模拟技术两个代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D0116)

和地理观测与模拟技术(D0117)是新设置的二级代码 , 主

要考虑地理科学的发展前沿和瓶颈. D0116 面向目前和未

来新技术对地球信息科学的应用、融合和创新, D0117 面向

地理、生态、大气、环境和信息等领域的集成以及和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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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应用、融合和创新. “三维四象”的学科体系, 有助于保

持地理科学的学科传统, 有利于打破分支学科之间交叉与

互补的壁垒, 有望最终实现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综合融通

(图 2).  

4.2  自然地理学的资助代码组成与学科内涵 

自然地理维度的学科体系包括 7 个代码, 以基础框架

性学科为主, 并且包含了前沿发展与内力提升共 3 类属性,  

表 1  地理科学二级代码名称与属性 
Table 1  Second level code names and properties for science of geography 

 二级申请代码编号 a) 二级申请代码名称 a) 二级申请代码英文名称 a) 

自
然
地
理
学 

D0101a) 地貌学 a) Geomorphologya) 

D0102a) 水文学和气候学 a) Hydrology and climatologya) 

D0103a) 生物地理与土壤地理 a) Biogeography and pedogeographya) 

D0104c) 环境地理 b)和灾害地理 c) Environmental geographyb) and natural hazardsc) 

D0105a) 景观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 a) Landscape geography and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a) 

D0106a) 冰冻圈科学 a) Cryosphere sciencea) 

D0107b) 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b) Evolution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and civilizationb) 

人
文
地
理
学 

D0108a) 经济地理 a) Economic geographya) 

D0109a)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 a) Urban geography and rural geographya) 

D0110a) 人文地理 a) Human geographya) 

D0111b) 土地科学 b)和自然资源管理 c) Land scienceb)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c) 

D0112c) 区域可持续发展 c)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 

信
息
地
理
学 

D0113a) 遥感科学 a) Remote sensing sciencea) 

D0114a) 地理信息学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a) 

D0115a) 测量与地图学 a) Geomatics and cartographya) 

D0116d) 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 d) Geographic big data and spatial intelligenced) 

D0117d) 地理观测与模拟技术 d) Tools in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measurement- 
simulation-analysisd) 

a) 表示基础框架; b) 表示前沿发展; c) 表示强化需求; d) 表示内力提升 

 

 

图 2  “三维四象”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 

Figure 2  The discipline system for science of geography of “Three Dimensional Fou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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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码的学科定义、研究范畴和历史沿革分述如下. 

(1) D0101 地貌学. 地貌学研究地球及其他星球表面

的形态特征、成因、分布及其发育规律, 是自然地理学的

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地貌学旨在揭示地表形态及其分布在

内外力相互作用、岩性和地质构造以及作用时间三方面影

响下的发生和发展规律, 分析地貌的成因和类型, 建立地

貌过程与地貌形态之间的关系, 明确地貌系统的发育过程

和演化规律. 地貌学研究的时空尺度跨越较大, 是地理学

和地质学交叉的研究领域, 包括了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

学、过程地貌学、系统地貌学、应用地貌学以及行星地貌

学等研究分支, 其知识体系应用在包括土地利用、城乡建

设规划、水利、交通和港口工程的选址建设、水土保持等

多个方面.  

(2) D0102 水文学和气候学. 水文学和气候学包含两

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水文学与气候学. 水文学研究地球大

气层、地表及地壳内水的分布、运动和变化规律, 以及水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 水文学采用测验、分析计算和模

拟, 预报自然界中水量和水质的变化和发展, 为开发利用

水资源、控制洪水和保护水环境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气

候学研究气候特征、形成、分布和演变规律, 以及气候与

其他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3) D0103 生物地理与土壤地理. 生物地理是关于生

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一门学科, 是研究生物的地理分

布以及与它相关的各种问题的科学问题. 生物地理主要研

究生物群及其组成成分在地球表层的分布特点和规律, 以

及形成、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即生物群落及其组成成

分, 它们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情况及形成原因. 土壤地理是

关于土壤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主要研究土壤的发

生和演变、土壤分类、土壤分布、土壤区划和土壤资源评

价几个方面. 生物地理是自然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 

而土壤地理是自然地理学与土壤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二

者均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4) D0104 环境地理和灾害地理. 环境地理以人类与

地理环境的关系为对象, 研究地理环境的发生和发展、组

成和结构、调节和控制、改造和利用. 灾害地理研究地理

环境中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分布的地理规律, 及

其对地理环境影响和防治对策. 自然灾害研究涉及地理、

地质、水文、气象、生态、工程、管理等一系列学科, 是

典型的综合交叉学科.  

(5) D0105 景观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 综合自然地理

学是自然地理学的综合性分支学科, 是研究自然地理环境

各组成成分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相互转化

过程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环境的总体, 即各级

自然地域综合体. 综合自然地理学包含了景观地理的研究

范畴, 但景观地理强调地理学中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与生态

学中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有机融合, 形成以不同时空尺

度下格局与过程、人类作用为主导的理论框架, 强调自然

与人文因素相结合. 景观地理在解决“人地关系”矛盾中更

具优势 , 综合自然地理则以部门自然地理学研究为基础 , 

侧重从整体观方法论角度认识和阐述自然地理环境各组

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整体联系的规律.  

(6) D0106 冰冻圈科学. 冰冻圈科学是研究自然条件

下冰冻圈各要素形成、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 冰冻圈与气

候系统其他圈层相互作用, 以及冰冻圈变化的影响和适应

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冰冻圈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自然规律, 

服务人类社会, 促进可持续发展. 冰冻圈科学研究内容涉

及冰冻圈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过程, 以及气候和水文、

生态和资源、工程灾害、人文地缘、地理与地质地貌等多

个方面. 时间尺度从第四纪到未来几百年, 空间上则从地

球向行星拓展.  

(7) D0107 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地理环境是生

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和地质条

件, 包括地貌、水文、生物、土壤、气候和矿藏等要素, 地

理环境为人类文明演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同时人类也在不

断适应和改造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的研究

范畴涉及追溯地理环境要素的演变过程, 对地理环境演变

的多要素过程进行综合, 分析地理环境变化与人类文明演

化之间的关系, 厘清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变化的过程、规律

和机制等.  

4.3  人文地理学的代码组成与学科内涵 

人文地理维度的学科体系包括 5 个代码, 以基础框架

性学科为主, 并且包含了前沿发展与内力提升共 3 类属性, 

各代码的学科定义、研究范畴和历史沿革分述如下. 

(1) D0108 经济地理. 经济地理研究经济活动与地理

环境相互联系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

向和优化调控. 其研究内容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 经

济活动的空间组织, 涉及不同区域经济活动之间的协调发

展, 区域之间经济差异, 经济增长变化, 经济分工与联合, 

经济要素的区域流动等; 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

环境、经济环境等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由于特定的历史

原因, 我国形成了经济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并列、具有中

国特色的学科架构. 因此, 基于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将“经

济地理”单列为一个二级代码.  

(2) D0109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 城市地理是研究城

市(镇)的形成、发展、空间结构和分布规律的学科, 侧重研

究城市地域系统的空间组织和时间过程、城市地域系统间

以及城市地域系统与其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 主要包括城镇化过程、城镇形态与体系、城市群和大

城市集群区、城市地域结构、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生态系

统、城市综合地理研究等.  

乡村地理是从区域性、综合性的角度探讨乡村地域系

统的经济、社会、人口、聚落、文化、资源、环境、生态

等时空演变的学科, 聚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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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粮食安全、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

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机契合, 给城市地理与乡村地理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因此, 将城市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合并, 命名为“城市地理

和乡村地理”, 在保持两者传统研究范畴的基础上 , 更鼓    

励地理学者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

研究.  

(3) D0110 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是对除经济地理、城市

地理、乡村地理之外的其他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的统称, 

包括社会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

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等. 其研究包括: 各种社会集团

的区域分布、空间利用类型及其地域类型形成过程; 人类

文化在空间上的起源、分布、传播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作

用; 人口数量、结构、迁移的时空差异及同地理环境的相

互关系; 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 研究政治区

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时期

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 旅游的起因及其地理背景, 旅游

者的地域分布和移动规律, 旅游资源的分类、评价、保护

和开发利用论证, 旅游区(点)布局和建设规划, 旅游区划

和旅游路线设计 , 旅游业发展对地域经济综合体的影响; 

人类不同类群(集团、阶层等)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为类

型和决策行为及其形成因素等.  

(4) D0111 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

研究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生态资源、矿产

资源、能源等的评价、利用与规划, 关注自然资源系统与

生态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耦合关系. 土地科

学研究土地要素结构功能、空间关系、演变, 揭示土地系

统变化及其规律 , 寻找土地资源管控与运营理论与方法 , 

探求土地系统健康运行途径与工程技术. 土地科学作为新

兴的学科, 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格局及其变化

规律, 并具有鲜明的跨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 是

深化地理科学综合研究的重要领域. 作为其他各类自然资

源的重要基底和载体, 土地既是资源, 亦是资产, 是自然、

经济与技术要素耦合作用的地域综合体, 其内在的自然要

素与人文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机理及效应等基础科学问

题亟待深入探究. 因此, 将“土地科学”在代码当中单独体

现, 并与自然资源管理合并, 命名为“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

管理”.  

(5) D0112 区域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强调可

持续观念下, 景观和区域尺度的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可持

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总和 ; 侧重研究区域可持续性度

量、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区域可持续性模拟和

区域可持续性评价. 在地理科学下面设置区域可持续发展

申请代码, 主要是从地理科学的角度,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独特的科学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实践支撑. 强

调地理学的区域特色, 是在不同区域的角度来让国家和全

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 充分利用地理学丰富的人地关

系研究基础,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独特的理论支撑.  

4.4  信息地理学的代码组成与学科内涵 

信息地理维度的学科体系包括 5 个代码, 以基础框架

性学科为主, 并且包含了地理科学框架体系中两个内力提

升属性的新代码, 各代码的学科定义、研究范畴和历史沿

革分述如下. 

(1) D0113 遥感科学. 遥感科学是在空间科学、测绘科

学、电子科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交叉

渗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遥感是利用传感器或遥感器对地球和其他星球表面的特

征和地学过程进行电磁波的物理量测量, 并以数字量化的

形式客观地收集、记录、传输、处理、分析这一时空信息

的科学. 遥感科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包括: 电磁波与地物相

互作用机理、遥感器-大气-地表辐射传输过程建模、遥感

数据定量化处理、地表参数遥感定量反演、遥感与陆地表

层过程模型同化、遥感地学分析与知识发现等. 遥感是研

究地表和地球系统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 正以

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地理学乃至地球系统科学的

发展.  

(2) D0114 地理信息学. 地理信息学是研究地理信息

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传播与应用, 以及地理

信息传输和转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侧重研究空间数据组织

与管理、空间定位数据分析与应用、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科

学的理论与方法、地理信息技术在当代地理学综合研究中

的应用、时空大数据的地理解释及服务. 在地理科学下面

设置地理信息学申请代码, 主要是从地理科学的角度, 揭

示物理世界、人文世界和信息世界等三元世界中地理信息

产生、传输与转换机理, 构建地理系统、地球系统的信息

表达与运转模型. 地理信息学更加强调地理信息的基础理

论、空间表达、模型构建和科学问题解决.  

(3) D0115 测量与地图学. 针对三维地理空间, 研究

任何区域和目标的位置、形态、关系和演变等信息的感知、

传输、处理和表达, 包括天文大地测量、摄影测量、工程

测量、专业测量、地图设计、地图综合等内容. 针对物理

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背景下泛在测

绘和泛地图的理论和技术需求 , 研究时空信息的精准探

测、实时感知、动态建模、可视表达、个性服务等, 推动

数字化测绘与地图科学新范式、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构建.  

(4) D0116 地理大数据与空间智能. 地理大数据与空

间智能针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科学研究范式的

改变, 研究人工智能与地理问题相结合的地理智能理论、

方法与技术; 探索以多源实时对地观测数据和社会感知大

数据作为地理现象的观察介入, 准确描述地理空间自然、

人文要素和区域系统的分布格局、变化和相互作用过程; 

探索数据驱动的地理知识与规律的自动提取和发现;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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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事件与现象的可解释性因果分析, 提升人类对地理问

题的认识和预测能力; 构建时空大数据分析科学范式和技

术体系.  

(5) D0117 地理观测与模拟技术. 地理观测与模拟技

术是针对解决地理科学有关科学问题所需的研究手段和

工具, 既包括地面、水下、航空、航天传感器以及野外调

查的观测仪器的研发、测试及应用研究, 也包括对地理及

生态环境数据、信息获取、分析和模拟的软硬件系统, 还

包括处理地理观测系统数据所需的硬件(如系统架构)和软

件工具(如分析、模拟模型).  

5  结语 

地理科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也是一门与时俱进的

学科, 强调学科交叉与综合, 善于吸纳新技术新思想是地 

理科学内化的特质. 2021 年新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理科

学代码体系力图“旧瓶装新酒”, 以“三维四象”的总体思路, 

整合不同分支学科属性的差异, 兼顾理科、文科和工科的

研究特点. 未来的地理科学学科将继续坚持强化基础框架

学科, 努力帮扶代表前沿发展的新兴学科以继续巩固地理

科学的学科内涵; 并以“人地关系”为主线鼓励服务国家需

求的应用学科发展; 最后通过新技术的突破提升地理科学

的内力.  

学科代码调整是优化学科布局和引导学科良性发展 , 

并最终助力学科突破的关键. 学科申请代码的设置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 也应该是一项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工作.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构建一个为地理科学界一致认

同的学科体系尚存在较大的难度, 本文的内容仅为抛砖引

玉, 恳请学界科学家批评指正. 

致谢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土地学会、地理科学界的广大科学家为本次申请代码调整优化和学科体系构建贡献了大量

智慧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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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initiatives and ongoing reforms implemen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rivation from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te-
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science of geography was reformed and its applica-
tion codes were reorganized. It focuses on balanc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adigms and attributes of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of geography and takes advantage of their comprehensive range of features. 

The main aims of this initiative are as follows: (1) Optimize a future-oriented application funding system and 
guid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science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2) Improv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optimizing the 
codes, coordinating the layout of disciplines, merging or splitting codes, and adding cod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i-
tiatives and new disciplines. (3)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application cod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deep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science funds with an emphasis on efficiency. (4) Cre-
ate a disciplines classification code system and implement a disciplines code system based on secondary codes. 

There ar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new discipline: (1) The foundations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sub-fields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new application code system should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directions of the discipline, 
and provide basic data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ts development. (2) Emerg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of the 
discipline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new application code system should be oriented to meet national needs, scien-
tific frontiers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rections, and provide new growth points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3) Dis-
cipline requirements and supporting areas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new application code system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key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and provide solutions for “bottlenecks”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has three dimensions: Physical, human and information geography.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physical geography consists of seven codes: D0101 geomorphology, D0102 hydrology and climatology, 
D0103 biogeography and pedogeography, D0104 environmental geography and natural hazards, D0105 landscape 
geography and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 D0106 cryosphere science, and D0107 evolution of geographic en-
vironments and civilizati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human geography consists of five codes: D0108 economic 
geography, D0109 urban geography and rural geography, D0110 human geography, D0111 land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D0112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information geog-
raphy consists of five codes: D0113 remote sensing science, D0114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D0115 geo-
matics and cartography, D0116 geographic big data and spatial intelligence, and D0117 tools in geographical ob-
servation-measurement-simulation-analysis.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framework disciplines and promote emerging dis-
ciplines that represent frontier developments.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disciplines within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will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with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as a 
major them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will be enhanced by promoting breakthroughs in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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