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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学科与任意学科x交叉
詹姆斯·福利(James D. Foley)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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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计算”无处不在。今天，我将介绍“计

采取的方式来发展自己。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启动

算”学科与任意学科 x 交叉的想法，以及在交叉领

学科建设时所做的工作中受到启发，佐治亚理工学

域取得成功的相关案例。

院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一些改变，例如，致力于促
进计算学科的内部交流以及拓展外部关系，并使计

建设计算交叉学科的四个策略
作为类比，我们可以把计算想象成 100 年前

算学科得以发展与壮大，设立了计算学院 ；为发
展交叉学科，成立了多个跨学科研究中心 ；设置
了新的学位课程，在本科生教育中引入多个取向

的工程学科。100 年前，工程仅局限于若干工程领

(threads)。通过这些工作，佐治亚理工学院定义了

域，比如冶金工程、机械工程等。而如今，工程几

自己的专属标志。

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山东大学目前有计算机学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有三个学院，而卡内基梅隆
大学也有多个与计算相关的学院。因此，我们需要
在与计算相关的学科建设方面，树立“大”目标。

策略一 ：
“建立高度”
（优势学科） 大学要在
一些研究方向上建立自己强势的学科地位，并以多
种方式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如图 1 所示）
。

x

计算研究服务于学科x

交叉学科研究

当前知识的常规应用

学科x研究服务于计算

应用已知的知识

发展与应用新知识

计算的贡献

策略二 ：改变游戏规则 无须按照其他大学

图2 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策略

策略三 ：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如果关注的是

策略：优势高峰

计算学科仅在科研活动中可能作出的贡献，那么按

是

优势

学科 的贡献

院、软件学院两个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发展与应用新知识 应用已知的知识

乎渗透到所有学科领域。同样，计算学科也正朝着

照这个思路，所有学科可能作出的贡献如图 2 所示。
否

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中，红色部分是首先应该避免的，
即避免计算在某领域作为常规应用，计算只是变成
一种为其他学科所用却不改变本学科的工具。其次

所有计算

图1 构建优势学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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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避免图中标黄的部分，即计算服务于其他学科
的研究。我们不希望计算科学仅仅是有助于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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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交互找到新的研究

聘到经验丰富和优秀的人才。既然定位为交叉研究

方向、拓展新的想法。图中标绿的是交叉研究或者

中心，就需要聘请在计算学科以及其他学科（即 x）

以任意学科 x 来服务计算学科的研究，这是我们能

的人员。具体聘请具有哪类专长的人才取决于该中

够作出贡献的地方，即能够让计算学科的研究成果

心的研究方向，可以是计算学科与海洋学科的人员、

与其他活动相结合。例如，我认为与海洋学科结合

计算学科与心理学的人员或计算学科与工业设计领

会给山东大学计算学科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契机，理

域的人员等。

由是在海洋科技中存有很多新数据，这些数据不仅

若研究中心为交叉类型的， 则需要建立与本

需要我们通过算法来分析，还会带来新的“计算” 大学优势院系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需
问题。

策略四 ：建立卓越研究中心 建立研究中心

要组织一些活动来增进双方的了解。此外，双方可
以共享实验环境、资源，甚至成员等。双方共同进

是一种利用优势学科和任意学科 x 来做交叉研究的

行的一些活动，比如战略计划商讨、每周报告交流

好方式。理想情况是在新领域建立研究中心，即所

等，也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谓的“跳出盒子思考”
，定义一种新的“游戏”方式， 的方式可以帮助凝聚中心的成员。
而不是试图“打败”那些已经在该领域发展得很好
的学科。接下来，我将根据个人经验，简要描述科
研领域的优势学科以及 x 学科，并总结佐治亚理工

至于如何提高研究中心在外界的知名度，我

认为有如下途径 ：(1) 在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优秀论
文，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会议过程中的社交行为

学院在建立实验中心的过程中是如何构建优势学科

也会为研究中心提高影响力，并能从另一角度来宣

以及 x 学科的。

传研究中心。(2) 利用网站宣传、新闻通讯、年度科

例如，私人机器人，健康信息技术，智慧家庭、 研回顾、教研人员以及研究生作报告、邀请合作者
城市、汽车，大数据 + 分析 /ML+ 可视化，计算生物学， 参观等方式。(3) 为相关领域的学生提供工作机会，
计算和人类学，计算和文化，安全与隐私等等，尽

设置一些工业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相关资源，从

管有些领域还处在起步阶段。事实上，计算学科可

而逐步构建研究中心的工业合作项目“优先树”。(4)

以与任何其他学科相结合，上述列举的仅是一小部

在研究中心的层面或者在某一个交叉学科的层面，

分，其中有些侧重于计算方面，而有些则侧重于其

构建外部咨询委员会，获得某些特定领域的关注。

他领域。
那 么， 怎 样 才 能 建 立 一 个 成 功 的 研 究 中

心？ 作为一个成功的研究中心的创办者，必须及
时关注是否存在资助机会，是否有某些推动性的
外力促使中心所做的研究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领
域。此外，中心还需要高层行政单位的支持。例
如，如果山东大学要建立这样的中心，则不仅需
要学院层面的支持，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

我们在计算交叉学科做的工作
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有三个与计算（机）相关
的系，其中一个是我所在的交互计算系 (School of

Interactive Computing)，另外两个是计算机科学系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持。该中心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一旦运转起来可

一个成功案例是 RIM（Robotics & Intelli-

以依靠外部资金。同时，研究中心还需要大量的教

gent Machines，机器人与智能机器）研究中心

光，并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该中心。聘请新教职人

验设备、实验室、机器人等领域投资了几百万美元，

研人员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应 （见图 3）。该中心于 2008 年由赫里克·克里斯滕森
具备人格魅力，具有能够定义科研方向的智慧和眼 (Herik Christensen) 教授创立。佐治亚理工学院在实
员的机会往往让人兴奋，因为通过这样的机会能招

目前有 30~50 万美元的资金用在实验室运营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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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慢慢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并在成
立之后特聘了 16 位成员。目前，GVU

研究中心每年基本的资金投入是 40 万

美元，用于中心的基本运转、科研交流、
网站建设、行政人员工资、差旅以及对
外宣传等。
研究中心可以作为其他教学科研活
动的一个良好起点。GVU 研究中心率
先设立了一系列的学位项目，特别是针
对计算机科学的硕士生。当然这也是一
种塑造优势学科以及 x 的方式。而且，
我们还有可视计算、网络安全、群计算
以及大数据方向的硕士生。这种细分学
科的方式有助于吸引学生。其实也可以
把交互计算系看作是一个大的交互计算
研究中心。我们还设立了一系列的慕课
公开课。以 GVU 中心为例，通过发展
优势学科增强了对研究中心的建设，设
立健康信息导论以及计算图像学等公开
课。而 RIM 研究中心同样设置了机器人
等相关的学位。如果它将来发展成为机
器人学院或者其他相关的学院，我也不
会觉得意外。计算学科是一种新的工程
学，我们还可以发展很多其他计算方面
的学位和课程计划。
在开设公开课方面，我建议首先从
一些好的课程入手，再开设一些与所擅
图3 RIM研究中心

长领域相关的公开课。

些资金并不包括实验室成员、教职员工、行政人员

总之，计算科学无所不在，要想利用好，需要

等的工资。除了学院现有人员，我们还特别设立了

注意策略，集中精力发展有特色的优势学科，最终

另外 3~4 个岗位来招聘新成员。因此，若一个研究

就有希望成功。■

中心能够拥有一位优秀的领导以及若干名成员，就
能快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团队。
另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GVU

研究中心，是我在 1991~1992 年期间创建的。该中

心最初的投入资金为 100 万美元。当时除了已经在
中心的成员外，还新聘请了 6 位成员。此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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