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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
学术影响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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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泉，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未来科学发展方向，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是新

时代国家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发挥学术引领作用的新要求。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旨在探索各
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前瞻各学科中长期发展趋势，把握新兴和交叉学科发展方向，明确科学前沿和重大科学
问题，指导我国相关学科发展。文章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基本情况，并通过文献
调研和问卷调查分析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实施效果与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
研究工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和学术影响，在夯实我国学科基础、优化科技布局、促进人才培
养、增进学术交流、推动科技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科学院学部，实施效果，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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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众多的全球性挑

体系，强化科技和创新的战略支撑。2016 年《国家创

战，诸如能源危机、食品安全、气候变化、老龄化

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颁布，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趋势等都在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此同时，以人

发展战略做出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也对科技工作者提

工智能、量子技术、信息技术、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

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

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进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着重强调了自主创新能

步 [1-3]。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

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

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健全国家创新

机遇、应对挑战、赢得主动的必备能力。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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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国家发展对科技创新需求迫切，中国

貌和形式呈现。世界各国都寄望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科学院积极开展科技发展大势研判，为国家优化科技

中赢得发展先机，科学选择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

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是其发挥学术引领作用的基本职

向、进一步夯实科学发展的学科基础至关重要” ①。

责[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

2009 年 4 月，学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要

（以下简称“基金委”）联合启动了“2011—2020 年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我国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正式拉开了探索未

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

来 10 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的帷幕，同时这也是中国科

人、挖井人，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

学院院士在学术引领方面的一次示范。随后，双方签

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基础研

署了共同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合作框架协议，开

究是原始创新的源泉，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

启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长期合作。

新，科技创新就没有根基。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未来

学部参与部署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可以分为以

科学发展方向，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是新时代对

下 3 种：各学部自主部署项目，跨学部综合交叉项

[5]

于中国科学院发挥学术引领作用的新要求 。

目，以及学部与基金委联合部署项目（表 1 ）。 2010 —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和国家在科学技术

2018 年，学部部署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已经达

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学部（以下简称“学

到 220 项，其中自主部署项目 133 项，跨学部综合交叉项

部”）通过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举办学术交流活动

表1
2010—2018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部署的学科发展战略
研究项目分类表

以及主办学术期刊等工作，不断探索、提升学术引领能
力与水平[4]。其中，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对于探索各

项目类型

学科内在发展规律、预见各学科中长期发展趋势、把握
新兴和交叉学科发展方向、明确科学前沿和重大科学问
题、指导我国相关学科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主部署项目

1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基

分类的重要标志，既在知识创造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跨学部综合交叉项目

说：“学科和学科体系是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并随
着各学科的自我突破和互相交叉融合，不断以新的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地学部

信息技术科学部

化学部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地学部

信息技术科学部
技术科学部

术必须保持学科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学科建

础工程 [5]。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所

化学部

数学物理学部

用，也在知识传承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发展科学技

设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性基

数学物理学部

技术科学部

本情况

在人类科技发展历程中，学科作为知识体系结构

所属学部

学部与基金委联合部
署项目

项目数
23
21
19
24
20
26
2
2
1
3
0
2

数学物理学部

11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18

信息技术科学部

13

化学部
地学部

技术科学部

8

17

10

① 中科院和基金委签署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合作框架协议，“未来 10 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首发式在京举行（http://
www.cas.cn/xw/zyxw/yw/201204/t20120406_35507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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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0 项，学部与基金委联合部署项目 77 项。截至目前，

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科学界产生了广泛

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主题已经覆盖了理工农医类 43 个

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也成为中国科

一级学科中的 32 个（依据 GB/T13745-2009 进行分类），

学院全面推进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

覆盖率达到 74.4%；对于自然科学类的一级学科已经实现

这些研究成果为国家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诸多

全覆盖；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已经覆盖 75%；农业科学类

战略性建议和可行性规划，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并

和医药科学类已覆盖 50%（图 1）。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

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为基金委“十二五”和

究领域逐渐实现对大部分学科进行覆盖，探索主题已经

“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国家相关科技布局和政

涵盖了重要的科学前沿。

策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
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00%

为厘清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具体实施效果和
覆盖学科占比（%）

影响，本研究对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
卷的对象是目前已结题的 135 项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

50%

目的负责人，共涉及院士 93 人（其中 37 位院士主持
两个及以上的项目，56 位院士主持单一项目）。本次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42 份（问卷回收率为 45.2%），

0

理工农医类

自然科学类 工程与技术
科学类

农业科学类 医药科学类

图 1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覆盖
学科占比

其中 6 个学部所占比例均衡（均在 10%—20% 之
间），调查具有代表性。通过问卷调查与文献调研发
现，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在以下 4 个方面均发挥了
较好的促进作用。

2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实

施效果与影响

2.1 助力科技布局优化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旨在对科技发展大势进行

研判，相关研究成果可为相关部门在科技资助、资源

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结合

分配等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撑，更好地推动我国科技布

国家战略需求进行选题，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中国科学

局的持续优化（图 2a）。具体而言，在影响相关学科

院院士领衔开展研究，致力于系统分析有关学科的发

的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大部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展态势和规律，评估我国相关学科发展态势，凝练关

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调查结果显示，64.3% 的受访

键学科理论、重大科学问题、优先领域和前沿方向，

项目负责人认为所负责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该

提出学科创新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并形成优化我

学科方向上的经费投入产生了影响。例如：“量子信

国科技布局、保持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

息科学”项目直接影响了科学技术部相关重点专项以

才培养等方面的对策建议。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及基金委相关重大项目的设立；“再生医学发展战略

的资助下，包括数百位院士在内的千余位专家（含部

研究”项目，对科学技术部发布的《2017 年国家重点

分海外专家）研究团队产出了一系列以学科发展战略

研发计划申报指南》发挥了指导作用；“中国海陆交

研究报告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成果，对广大科技工作者

互作用带环境特征、相宜利用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洞悉学科发展规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

项目促进了科学技术部相关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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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相关机构

整为合成化学、催化与表界面化学、环境化学等 8 个新

经费分配方面的影响中，对基金委在经费投入上的

资助方向。调研发现，学部自 2010 年起在化学领域部

影响力最大。 43.9% 的受访人认为所负责的项目提出

署了“合成化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催化化学学科发

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对基金委在相关领域的科研经费

展战略研究”“表界面化学发展战略研究”“环境化学

投入产生了一定影响； 36.6% 的受访人认为所负责的

发展战略研究”等一系列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基本

项目对科学技术部相关经费投入产生了一定影响；此

覆盖了全部 8 个新资助方向。同样，对应生命科学部新

外，部分受访人认为其所负责的项目对国家发展和改

设的“合成生物学”（ 2018 年），以及地球科学部新

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设的“环境地球科学”（ 2018 年）、“水文地质学”

水利部、教育部和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的科研经费投入

（2019 年）、“沉积地球化学”（2019 年）、“人类活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动与气候变化”（2019 年）等资助方向，学部也都曾部

2.2 支撑学科发展规划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学

科发展规划及学科政策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根据

署了有关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2.3 促进学科队伍建设

调查结果显示，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于学科

调查结果，54% 的受访项目负责人认为所负责项目的研

领域科学共同体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究成果对相关学科发展规划及学科政策制定产生了影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一方面通过凝聚领域内优秀的

影响主要集中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及解放军总装备部（图
2b）。有 12 位院士（28.6%）反馈了对具体政策制定方

面的影响。例如：“再生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促进
了科学技术部在“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规划中将干细

20

起到促进作用的项目数量（项）

响，部分项目产生了多重影响，而对国家其他部门的

a

15

10

5

胞及转化研究作为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以及推
0

规划》的印发；“软件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项目促进了

25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在人工智能方向相关白皮
书和行动指南的发布；“我国空间科学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被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相关规划吸
纳；“能源化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直
接促进教育部批准新增了“能源化学”本科专业。

起到促进作用的项目数量（项）

动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

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

基金委

其他部委

其他部门

教育部

基金委

其他部委

其他部门

b

20

15

10

5

特别是，在过去 10 年间，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为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以化学学科为例，2018 年
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进行了全面的学科重新调整，将传
统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 8 个资助方向调

0

科学技术部

图 2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成果在促进相
关部门对学科科研经费投入方面（a）和在促进相关部门制
定科技政策方面（b）的情况
为了区分项目对不同部门产生的影响，我们将教育部、基金
委以及国家其他部委与科学技术部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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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家，整合了本领域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培

进了学科内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

养了年轻科技工作者，提升了青年人才的战略眼光，

从调查结果来看，所有回复问卷的学科发展战略研

为后续的学科发展提供支持。表 2 给出了受访人对学

究项目都组织了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大部分项目

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凝聚人才、推动人才成长方面

组织了多种类型的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的类型主

作用的认可情况。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92.8% 的受

要包括学部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及各领域学会

访人认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凝聚人才方面的作

会议，举办的比例均为 50%；举办“香山科学会议”的

用。此外， 95.2% 的受访人认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

项目占 28.6%；举办基金委“双清论坛”的项目占 9.5%

目在促进青年人才发展成长方面的作用。学科发展战

（图 3）。其中，“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自 2011 年开

略研究项目在凝聚学科优秀人才、促进学科青年人才

始举办以来，在学术界、行业、社会以及教育界均产生

成长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板块构造

了很好的影响，已经成为弘扬科学精神和促进学术交流

与大陆动力学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推动了南京大学以

的“大舞台”，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指南针”，成为

及浙江大学大陆动力学研究团队的快速发展；“量子

促进人才成长的“助推器”，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

信息科学”项目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

的“播种机”。此外，50% 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举

等国内多个本领域团队的凝聚和成长；“有人参与的

办了相关领域的学会会议，这也反映了学科发展战略研

深空探测突出科技问题”项目整合了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项目与学会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都需要有效

究院的无人探月以及载人航天的人才队伍等。这些项

组织学科领域中的专家围绕本领域的发展进行充分的交

目不仅加速了学科内部的科研交流，更提升了学术创

流和深入的探讨，得出学科发展共识，为学科领域发展

造力。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于高端人才的凝聚、

指引方向。充分利用项目与学会间的联系也已成为项目

相关学科队伍的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条件。

2.4 增进学术交流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与自然科学具体的研究类课

题有着一定的差异，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学科发展战

3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

意义与展望

略研究本身是一个充分沟通以及凝聚共识的过程。学科

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至今已经有 10 年的时

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成果的产出需要学科领域中的顶尖专

间，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和学术影响。在

的研究过程也可以带动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通过组织
相关的学术会议，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有效地促
表 2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在促进学科队
伍建设方面的作用调查情况
调查项目

凝聚学科
优秀人才

推动青年
人才成长

是否有作用

反馈情况

不确定

39

92.8%

3

7.2%

是

否

占比

是

0

0%

40

95.2%

否

2

4.8%

0

0%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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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会议数目（次）

家围绕本领域的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同时，项目

15

10

5

0

科学与技术
前沿论坛

双清论坛 香山科学会议 学会会议

其他

图 3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织学术会议
交流情况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影响及其作用

这期间，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始终坚持结合科学

发展，继续为国家相关科技布局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

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分析科学前沿发展趋势

考。未来，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也将以更加开放

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发展方向。在项目研

的姿态，吸引全球科学家参与研讨，并将学科发展战略

究过程中，不仅注重发挥战略科学家的前瞻引领作用，

研究成果向世界宣传展示，发出中国科学家的声音，为

也广泛凝聚学科领域内优秀的研究专家，有效开展深入

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谱写新的篇章。

思考和自由讨论，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不断升华，获得
最大的集体智慧结晶；同时，辐射带动了相关领域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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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eiz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are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academic
*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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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管理研究

leadership of the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AD) in the new era.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Program (DDSRP) of CASAD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rules of each discipline, to look forward
to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trend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merg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to clarify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and major scientific issues, and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work of DDSRP of CASAD,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impact of DDSRP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DSRP has produced sound
social impacts, policy influences and academic influences on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disciplines, improving the layo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ng personnel training, enhancing academic exchanges,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disciplines.
Keyword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ject,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mplementation effect,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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