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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概括总结了当代学科交叉研究特点和趋势,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英国研

究和创新署(UKRI)和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学科交叉研究主要措施做了研究分析,提出对我国促

进学科交叉研究发展有借鉴意义的若干结论.

[关键词]　学科交叉;会聚研究;社会挑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研究与创新署;欧洲地平

线２０２０

　　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

产生,常常是由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而产生的.当

今学科交叉发展在科学自身发展的动力和社会需求

的推动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美欧

等科技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一些措施,推进学科交叉

的发展.本文概括分析当今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特

点和动力,研究英美欧等促进学科发展的主要措施,
提出对我国促进学科交叉研究发展有借鉴意义的

建议.

１　当代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学科交叉研究发展有两个基本的动力:一是在

科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下,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中,各
学科形成交叉融合;二是需求驱动,在解决急需解决

的社会重大问题中,针对其中特定的重要科学问题,
汇聚不同学科力量集中攻关,如气候变化问题、环境

问题.在这两个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当代学科交叉

研究呈现以下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１．１　会聚研究正成为新兴的研究范式

科学的发展是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的过程,
从单个学科发展,到多学科汇集解决科学问题,再到

学科间交叉融合,产生新的问题、学科、方法、领域,
发展到会聚(Convergence).

关于会聚,早在２００２年,就有学者从纳米层面

开始研究[１].近年来,MIT、美国科学院等机构发表

一系列关于会聚的研究报告,推动了关于会聚的

研究[２,３].
按照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解说,会聚是一种通过

跨越不同学科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融合了

生命科学与健康科学、物质科学(物理学、化学、材
料科学等)、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等众

多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工具和思维方式,构建一

个全面综合的框架,用以应对多领域交叉的科学与

社会挑战.会聚包括两个既密切联系又截然不同

的特 征:相 关 专 业 知 识 的 会 聚;形 成 合 作 伙 伴

关系[３].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认为,会聚研究有

两个基本的特点:(１)由特定的和紧迫的难题驱

动,无论这个难题是深层次的科学问题或是迫切的

社会需求;(２)跨学科的深度整合.在解决共同的

研究挑战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在知识、理论、方法、
数据、研究共同体和语言逐渐融合或整合.在不同

专业群体的持续交互中,形成新的框架、范式或

学科[４].
会聚建立在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是学科交

叉的一种扩展形式,是更多的学科、更深地融合.成

功的会聚研究有四个关键的因素:人、组织、文化和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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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解决社会重大挑战问题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

主要动力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 (Grand
Challenges),如气候变化、灾害防治、自然环境退化

等,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提出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即到２０３０年全面实现的

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他国家组织和一些国家

的工业和科技战略也把应对重大社会挑战放在一个

重要的位置,例如,欧盟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 «地平线

２０２０»把应对社会挑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英国

２０１３年发布的«英国工业２０５０战略»(即«制造业的

未来: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把清洁增长、人口流

动性和老龄社会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德国２０１８年

出台的«高技术战略２０２５»,把应对社会挑战作为三

大领域之一.
宏大挑战带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复杂的、跨学科

的.应对社会重大挑战,不仅涉及科学和工程,而且

需要社会创新、相关利益者合作和政府的政策.其

中,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常常是跨学科的或学科交

叉的,例如资源退化问题.

１．３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趋势增强

随着人类面对新挑战难题的增加,同时有些既

有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之道,如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急剧下降、气候变化、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世界海洋

和水体的状况恶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自然科学家

和社会科学家的紧密合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增强.突出的标志是国际科学

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于

２０１８年的合并,新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势必加

强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球合作,这两个领域的

合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３大基石:社会、环境和

经济[５].

１．４　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研究和创新

生态系统

　　学科交叉研究的成功,需要在资助、组织、人员、
教育和利益相关者合作等方面提供切实保障.随着

学科交叉研究向会聚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向发

展,促进学科交叉的发展需要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创

新,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研究和创

新生态系统.各主要国家在资助、研究组织建设、文
化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纷纷采取新的措施或更新已有

的措施,释放学科交叉的活力,解决面临的科学和社

会上的重大挑战.

２　国外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措施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把促进学科交

叉研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并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其发展.以下对美国 NSF、英国研究与创新

署(UKRI)以及欧盟促进学科交叉发展的措施做

一一研究分析.

２．１　美国科学基金会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措施

NSF一直重视学科交叉研究.在基金会、学部

和项目三个层面有多种机制支持学科交叉的发展.
近年来,NSF采取的两种新的主要措施是INSPIRE
计划和会聚研究.

(１)INSPIRE计划

INSPIRE计划是 NSF整合支持促进跨学科研

究和 教 育 (Integrative NSF Support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ndEducation)的缩写,
于２０１２ 年 设 立.INSPIRE 由 整 合 活 动 办 公 室

(OIA)、国际科学与工程办公室(OISE)以及所有学

部共同资助,目的是解决传统学科交叉部分最复杂

和紧迫的科学问题.INSPIRE没有明确的主题,涵
盖的范围包括 NSF资助的所有领域.

作为 NSF现有资助学科交叉资助机制的补充,

INSPIRE设立的目的主要是处理满足以下三条标

准的申请:① 科学进步不属于一个单一学科的范

围,因此需要来自多个学科的实质性资助;② 研究

方向有望带来革命性的进展;③ 预期的发现存在于

学科边界的界面上,可能无法通过传统的评审或联

合评审来识别.INSPIRE不打算用于在其他 NSF
资助机制已得到很好资助的跨学科项目,或继续支

持已经完善的实践做法.INSPIRE的目标,一是鼓

励研究人员提出敢于冒险的、异于常规的想法,以这

些想法写成的项目书在标准的 NSF项目评议过程

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二是为 NSF的项目经理们提

供一个额外的工具,支持交叉合作和冒险性研究.

INSPIR还设立了专门的项目评审程序[６].
(２)NSF会聚项目

２０１６年,NSF提出未来投资的１０大理念,代表

NSF未来长期的研究议程,“会聚研究”是十大理念

之一(这十大理念是:未来人机融合的技术前沿;

NSF增强对会聚研究的支持;利用数据革命;中等

规模的研究基础设施;探索新北极;NSF的２０２６计

划;NSF多样性参与;量子跃迁:引导下一次量子革

命;理解生命的规律:预测生物体的显性性状;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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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首批INSPIRE项目资助名单

主持机构 主题 资助金额 联合资助者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人类和昆虫网络中的异步通信、自组织和

分化
＄９９９８５０ SBE/BCS,BIO/IOS,ENG/CMMI

南加州大学 动物运动的动力学原理 ＄９７３９６３ SBE/BCS,BIO/IOS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STAR:可扩展的工具集用于变革性天体

物理学研究
＄７９９６８２ MPS/AST,CISE/CCF

辛辛那提大学 寻找火花:对人类网络中自然创造力的系

统研究
＄９９９７６２ SBE/BCS,CISE/IIS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在实验生物学研究中普遍采用无线传感

器网络
＄８０００００ CISE/CNS,BIO/IOS

塔夫斯大学 可吸收电子———材料、制造和建模 ＄１００００００ MPS/DMR,ENG/CMMI
莱斯大学 细菌决策的分子基础 ＄１００００００ BIO/MCB,MPS/PHY,MPS/CHE,

MPS/DMR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

一个生态驱动的战略,以确保人类和气候

影响湖泊的可持续性
＄４５０７０９ ENG/CBET,BIO/DEB,OISE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DNA制造过程的建模和优化 ＄９９９５３１ BIO/DBI,BIO/MCB,ENG/CMMI
科罗 拉 多 大 学 博 尔 德

分校

自然气候变化的非平衡统计力学:海面温

度和海洋热含量
＄７０９６８２ GEO/OCE, MPS/DMR, MPS/

PHY,MPS/DMS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用人造系统模拟生物学的功能复杂性 ＄９９９９０４ BIO/MCB,MPS/PHY,MPS/CHE,
ENG/CBET

　　来源:https://www．nsf．gov/od/oia/programs/index．jsp.

表２　２０１７年NSF会聚研究投资组合的项目[７]

创新思路 会聚研究的投资组合

数据革命的治理 • TRIPODS:为大数据模型驱动的发现打下基础

• 改进决策的数据科学:在不确定性、因果关系、隐私和网络结构的背景下学习

• TRIPODS:建立数据科学的基础

• 面向２１世纪数据科学教育的社会科学洞察(SSI)

探索新北极 • 导航新北极—了解北极地区未来的交通系统的研讨会申请

• 新北极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通过融合,为人类和自然找到公平、理想的结果

• 为西北航道做准备,一个关于新英格兰在新北极航行中的作用的研讨会

• 建立北极和美国西南地区土著社区的数据科学知识联合生产网络

• 协调一个跨学科研究网络,以确定北极永久冻土海岸侵蚀及其社会生态影响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 ANCHOR—北极沿海社区危害、观测和综合研究网络

量子跃迁 • 合作:NSF/DOE量子科学暑期学校—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

• 研讨会系列:量子跃迁的跨部门连接

• 量子元件安全通讯工作坊

未来人机融合技术

前沿
• 协作:关于人机交互过程中多模态人类学习数据的会聚研究研讨会(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范德比

尔特大学)
• 自动驾驶对未来劳动力的影响:关于社会技术研究挑战、收益和机遇的研讨会

• 形成人类技术伙伴关系研究,加强STEM 工作者的参与的工作坊

• 从制造到微制造:重塑工作,超越大规模生产在众包研究中融合人与技术的观点研讨会让“工作的

未来”工作:一个关于技术工人文化、合作、合作社、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劳动力的实验工作坊

• 会聚对社会技术和日益自动化时代的工作环境的研究协调网络

• RCN:通过基于系统的研究网络提高中小型农场的生存能力:将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和实践联系起来

理解生命的规则 • RCN:影响生物多样性的跨尺度过程

• RCN:探索的生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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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多信使时代的天体物理学).NSF的会聚

研究力图针对宏大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提出具有挑

战性的研究问题,并促进成功开展研究所需的合作.

NSF认为其在促进融合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与科学

与技术的所有领域有着深厚的联系,数十年来一直

在支持跨学科研究.会聚将以一种协调的、互惠的

方式将科学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促进成功探究所需

要的强有力合作,会聚建立并支持创造性伙伴关系

和创造性思维.

NSF于２０１７年发布第一批２３个会聚研究项

目,以应对“未来 NSF投资的１０大理念”中５个理

念所蕴含的宏大挑战,这是一组最适合国家科学基

金会广泛投资组合的前沿研究议程.这五个理念

是:利用数据革命以及探索新北极、量子跃迁、未来

人机融合的技术前沿以及理解生命的规律[７].

NSF认识到,学科的融合是一个过程,NSF需

要寻求促进团队之间的聚合方法,这些团队在各自

学科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整合,并且准备在不同的

阶段采用会聚策略.会聚项目有以下几个突出特

点:会聚方法的需要,从事会聚研究的预备,知识、工
具和思 维 模 式 的 集 成,下 一 代 会 聚 研 究 人 员 的

参与[８].

２．２　UKRI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措施

UKRI由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创新英国

(InnovateUK)和研究英格兰(ResearchEngland)
三家机构整合而成,于２０１８年４月正式开始运行.
其主要职能是统筹管理英国每年６０亿英镑的全部

科研经费,促进推动人类前沿知识的发现及理解,促
进经济影响和社会繁荣,影响社会及文化朝着更加

健康、更加丰富、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目前 UKRI的资助机制主要包括以下计划:全

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跨组织主题和计划、基础

设施基 金、国 际 交 流 基 金 和 产 业 战 略 挑 战 基 金

(ISCF),其中前两项计划强调学科交叉[９].
(１)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通过学科和跨

学科研究来应对全球挑战

GCRF是英国政府在２０１５年底推出的一个１５
亿英镑的基金,用于支持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挑战

的前沿研究.GCRF将通过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来应

对全球挑战,并将加强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

创新能力,为有迫切研究需求的紧急情况提供敏捷

的响应.其支持领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平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创造新知识,构建有助于海洋资源和

农业资源及粮食系统安全可持续的系统;二是可持

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支持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

地方和全球挑战、环境和气候压力的相关研究,以及

基于数字技术等产生的新的社会经济模式的相关研

究;三是支持理解并有效应对难民危机、促进和平

正义的人道主义行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相关

研究.
(２)跨组织主题和多学科计划

跨组织主题和多学科计划主要面向１０~２０年

的重大研究挑战,主要包括战略重点基金和多学科

计划.
战略重点基金(StrategicPrioritiesFund,SPF)

支持高质量的研究和发展优先项目,这些项目是处

于研究和创新前沿的研究人员和商业机构确定的多

学科和学科交叉项目.如果没有这个机制,这些项

目就可能得不到资助.

SPF力图确保好的想法得到支持,而这些想法

在过去可能更容易受到组织边界的挑战;SPF鼓励

资助跨越 UKRI理事会和政府部门间界限的研究,
促进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之间更加密切地合作,引导

研究和创新共同体关注政府部门确定的重要问题.
战略重点基金确保与其他资助方案不一致的具有战

略重要性的研究和创新能够寻求直接支持.战略重

点基金将提供一种机制,提高系统内部的灵活性,使
资助者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确保英国仍处于领先

地位.

UKRI内部的各研究委员会在多学科项目上有

着长期的合作历史.多学科计划(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mes,MP)是通过它的９个组织在一些优先

领域协调开展多学科研究,这些领域包括:数字经

济、能源、全球粮食安全、解决抗菌素耐药性、科技改

变生活以及城市生活的伙伴关系.
每一个主题对于将产生的知识和技术人员来说

都是重要的,并且具有产生经济影响的重大潜力.

UKRI通过对这些方案进行有效协调,加速提供效

益和经济影响.
除了战略重点基金和多学科计划,其他跨机构

主题及计划包括:处理塑胶、绿色的英国、工程年及

心理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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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UKRI资助的多学科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 数字经济主题由 EPSRC、AHRC、ESRC 和innovationUK 四个理事会合作完成.数字经济

(DE)主题由EPSRC牵头,旨在应对数字技术的创新设计和使用如何为创新、健康的经济和包

容性社会做出贡献的挑战.

能源 旨在通过世界级的研究和培训,使英国能够实现其能源和环境目标以及政策目标.短期内的关

键挑战是迅速加快绿色能源技术的应用,使能源供应脱碳,并提高建筑、工业和交通部门的能源

效率.发展现有的网络和基础设施,以支持不断变化的能源格局,例如通过碳捕获和储存以及

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

全球粮食安全 为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安全、负担得起且营养丰富的食品,而且要保证地球能够一直持续

下去.

解决抗菌素耐药性 抗菌素耐药性(AMR)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凭借全球科学家的集体力量,我们可

以反击———这正是英国研究人员正在做的.英国研究与创新(UKRI)是克服抗菌素耐药性努

力的核心.AMR跨研究委员会的倡议已经成立,以发展跨学科的合作方法,在该领域有广泛

的研究正在进行,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模拟传播感染和最先进的诊断技术.

技术接触生命(Technology
TouchingLife)

技术接触生命(TTL)是BBSRC、EPSRC和 MRC共同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促进跨学科研究,
形成创新和潜在的颠覆性技术能力,从而推动世界领先的健康和生命科学基础发现研究.开发

下一代先进的生命科学工具将需要工程和物理科学(EPS)研究人员与健康和生命科学(HLS)
研究人员合作.

城市生活的伙伴关系 建立对英国特定城市/城区的挑战、机遇和未来愿景的综合理解,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创新制定

议程.

　　来源:UKRI官网https://www．ukri．org/research/themesＧandＧprogrammes/

表４　卓越科研的四个资助计划及其具体目标[１０]

计划名称 目标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 提供具有吸引力和灵活性的资金,在欧盟范围内竞争的基础上,使具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个体研

究人员和他们的团队,在科学前沿尽可能地获得资助.

欧 盟 未 来 新 兴 技 术 计 划
(FET)

支持研究合作,以创新为基础扩大欧洲的产能.它将以一种全新的、高风险的思路来促进跨学

科之间的科研合作,从而加快发展最有前途的新兴领域的科学技术,并在欧盟范围内促进科学

团体的形成.

玛丽居里计划(MSCA) 通过跨国界、跨部门的交换,为研究人员提供优质、新型的研究训练,以及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和

知识交流的机会,使他们做好准备,面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挑战.

基础研究设施(包括eＧ基础

设施)
为欧洲２０２０年及以后发展基础研究设施,培养创新潜力和人力资本,并结合欧盟相关政策和国

际合作,一起达成这些目标.

　　来源: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２０２０/en

２．３　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
“地平线２０２０(Horizon２０２０)”是欧盟于２０１４

年正式启动的为期７年(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的框架计划.
“地平线２０２０”的目标是确保欧洲产生世界顶级的

科学,消除科学创新的障碍,在创新技术转化为生产

力的过程中,融合公众平台和私营企业协同工作.
“地平线２０２０”的宗旨是:帮助科研人员实现科研设

想,获得科研上新的发现、突破和创新;促进新技术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
“地平线２０２０”要求欧盟所有的研发与创新计

划聚焦于三个共同的战略优先领域:卓越科研、产业

领导力与社会挑战,其中“卓越科研”领域非常注重

对学科交叉研究项目的资助,“社会挑战”领域和三

大领域之外的“变化世界中的欧洲”研究计划中学科

交叉研究也占很重要的地位[１０].
欧盟研究理事会(ERC)尤其鼓励科学家开展超

越当前知识前沿(FrontiersofKnowledge)和学科边

界的研究;项目申请不限领域、不限主题,包括自然

科学、工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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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未来和新兴技术(FET)的３类行动计划及其资助内容[１０]

资助类别 资助内容及特点

FET 开 放 计 划 (FETＧ
Open)

FETＧOpen旨在支持由科学家发起的“自下而上”(bottomＧup或rootsＧup)的自由探索项目,尤其是信

息与通讯技术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的非传统(nonＧconventional)、原创性和高风险研究,以促

进新的前沿领域的发展.

FET 前 瞻 计 划 (FETＧ
Proactive)

支持有前途的探索性研究课题,培育新兴的主题和结构集群.鼓励探索新兴的且尚未纳入工业或研

究的领域,并以其为中心建立新的跨学科研究团体.研究经费支持以下新兴主题:“全球系统科学”;
“认知高于解决问题”;“量子模拟”;“迈向百亿次的高性能计算”.

FET 旗 舰 计 划 (FETＧ
Flagships)

FETFlagships是欧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研究项目,旨在资助能够对未来的技术创新和商业

开发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学科交叉研究,通过科学突破为解决经济社会重大挑战做出贡献.
FET旗舰计划的特点是:支持大规模、长期性、基础性和变革性的学科交叉研究;有清晰的研究目标

和协调一致的研究日程;具有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开发的良好前景;聚焦于欧洲的优势科学领域;能
够促进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欧盟与全球伙伴之间的合作;能够促进学术界和企业的合作.

　　来源: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２０２０/en

表６　社会挑战领域资助重点[１０]

社会挑战领域 预算金额

健康、人口变化和福利 ７４．７２亿欧元

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海洋海事和内陆水

研究及生物经济
３８．５１亿欧元

安全、清洁和高效能源 ５９．３１亿欧元

智能、绿色和综合交通 ６３．３９亿欧元

气候行动、环境、资源效率和原材料 ３０．８１亿欧元

包容性、创新型和思考型的欧洲社会 １３．０９亿欧元

安全社会———保障欧洲及其公民的自由和

安全
１６．９５亿欧元

　　来源: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２０２０/en

(１)欧盟未来新兴技术计划

欧 盟 未 来 新 兴 技 术 计 划 (FutureEmerging
Technology,FET)旨在资助信息与通讯领域的基础

性、长期性、高风险和跨学科基础研究,FET计划分

为“FET开放计划”“FET 前瞻计划”和“FET 旗舰

计划”三类行动计划,区别对待创新思维和长期挑战

的需求,满足不同的方法和尺度的研究.

FET旗舰项目不是简单的围绕某个问题的相

关项目的松散集合,相反,它要求受资助团队的研究

工作要有很高的协同和集成.FET 旗舰计划是

FET计划的重点.FET旗舰项目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酝

酿,２０１０年７月欧委会公开征集 FET 旗舰行动项

目,２０１１年５月欧委会从收到的２１个项目申请中

挑选出６个项目作为试点,试点项目均为信息科学

与脑科学、新材料、机器人、医学、纳米技术、灾害防

治等领域的学科交叉项目,每个项目均获得１５０万

欧元的资助,用于开展为期１年的可行性研究.在

对６个试点项目实施进展和未来前景进行全面评估

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从中选出“人脑计划”和“石墨

烯”项目予以重点资助.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人脑计划(HBP)”旗舰项

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亨利马克拉姆(HenryMarkram)总协调,来自欧

盟及世界各地的１３０家脑神经科学、生命科学、临床

医学、计算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科研机构参

加.项目总预算１０亿欧元,预期研究期限１０年.
“人脑计划”旗舰项目旨在深入探索和理解人脑

运行过程,研发能模拟大脑的超级计算机,重点研究

人脑的低能耗、高效率运行模式,及其学习功能、联
想功能、创新功能等,通过信息处理、建模和超级计

算等技术开展人脑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人脑

诊断和治疗、人脑接口和人脑控制机器人研究以及

开发类似人脑的高效节能超级计算机等.“人脑计

划”研究主要涵盖３个领域,建立６个平台,部署１３
个子课题[１１].

(２)社会挑战

该战略优先领域汇集各领域、技术和学科的资

源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涵盖从研究到

市场的所有活动,新的专注点在创新活动,如试点、
示范、试验平台以及公共采购和市场转化,还包括建

立与欧洲创新伙伴关系(EIP)的活动.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根据以上对学科交叉研究趋势以及美英欧促进

学科交叉研究措施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学科交叉研究在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各资助机构和研究计划都

把学科交叉研究放在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位置给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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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保持传统的对学科交叉支持的同时,各
资助机构根据新的发展情况设立新的资助机制,如

NSF的INSPIRE计划和会聚研究计划.
(３)应对社会挑战或社会问题的学科交叉项目

占重要地位.
(４)跨学部和跨部门合作成为促进学科交叉合

作的一项重要机制.

３．２　建议

根据国外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趋势和促进学科交

叉的举措,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１)国家科技管理和资助机构应该把学科交叉研

究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长远谋划,制定实施计划,
在资助、人员、组织、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系统地推进.

(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应该发展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

部和学科三个层面形成的学科交叉资助机制,形成具

有不同针对性、合理分工、有效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
(３)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层面建立专门的学科交

叉研究管理机构,负责资助学科交叉研究的重大项

目,并协调各相关学部的学科交叉资助.
(４)完善已有的资助学科交叉机制,创新新的

资助机制(如基础科学交叉研究中心),改进和发展

学科交叉项目评审机制.
(５)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地方和企业的合作,

促进重大实际问题的学科交叉问题研究.
(６)重视会聚研究,在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

究计划中加强会聚研究,或者设立专门的会聚研究

项目.

致谢　本文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

任务项目(项目编号:J１８２４００７)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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