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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脑科学研究不仅是当前国际科技前沿的热点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终极疆域”。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革命性突破不断涌现，脑研究领域迎来“第二次浪潮”。对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科技突

破与战略布局进行梳理，形成我国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时代和国际背景；分析我国在该领域面

临的机遇和问题，提出充分重视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强有力的工作

机制、工程化设计筹划重大科技项目等建议。

编者按：神经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协同的科学，在健康保障、产业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目前，神经科学和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类脑智能研发与应用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2016 年，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神经科学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研究”项目 ( 项目编号：

2016XKYL03)，目标是在总结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分析比较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神经科

学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关系的系统性刻画和描绘为重点，预测学科和相关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分析我国神经学科的重点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以及推动学科发展的有效机制，提出本学科及相关领域发展

路线图，为谋划学科布局、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以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和民生建设提出战略决策咨询建议。

本文是该项目阶段性研究进展简报之一。

张旭，神经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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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系统研究组组长。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理研究，包

括慢性痛和 X- 连锁智力障碍。已发表论文 112 篇，论文被他人引用 5 000 余次，

参编疼痛学经典教科书 Textbook of Pain 等专著。担任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第九届

研讨会和第四届亚洲疼痛会议主席。应邀在第九届国际脑研究组织世界大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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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ltimate mystery” of understanding human being and the world, brain science i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area of life science.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21st century, th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of brain-inspi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emerging, and the “second wave” of neuroscience development is coming. Based on the 
review of outstanding progress and strategic layouts o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s of neuroscience and brain-
inspi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on the opportunities, deploy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 in this 
area, we suggest that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neuroscience and brain-inspi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recognized. Meanwhile, a strong working mechanism should be set up and a big brain science program should be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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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是旨在研究人、动物和机器的认知、

意识与智能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社会面临

的基础科学问题之一。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科

技的进步不仅有助于人类理解自然和认识自我，而

且对有效增进精神卫生和防治神经疾病、护航健康

社会、发展类脑和人工智能系统、抢占未来智能社

会发展先机，都十分重要。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正迎来全新机遇。神经科

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战略

重点或力推的核心科技发展领域。近年来，我国在

脑与认知科学领域加强研究部署和机构协同，投入

和产出都比较明显。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对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发展存在巨大的需求，并

已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图。

本文在对国际神经科学和相关类脑人工智能的

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我国在该领

域需求、基本布局、存在问题与挑战，并提出工作

建议。

1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发展大趋势

1.1　认知、意识和智能是最具挑战性的基础科学问题

神经科学是理解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终极疆

域”。国际知名科技智库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美

国工程院将对“人脑的逆向工程”列为 21 世纪人

类面临的 14大科技难题之一 [1]。英国皇家学会在《科

学是解决世界性深层次问题的根本》报告中指出，

“认识的本质和机制”是未来的重点前沿科学领域

之一 [2]。中国科学院《中国至 2050 年重大交叉前

沿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将脑与认知科学及其计算

建模的探索列为五个重大交叉前沿领域之一 [3]。

1.2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研究处于历史性发展

窗口期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是在当代多学科交叉

会聚背景下，传统经典学科重新崛起的重大研究领

域的典型代表。与遗传学、化学、物理学、材料学、

工程学、计算科学、数学、心理科学、社会学以及

其他基础学科高度交叉，NBIC ( 纳米科技、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 ) 会聚技术、生物大数据、

第四范式概念的提出等，为记忆、思维、意识和语

言发生等重大神经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有

效方法。在突触与可塑性、神经环路、计算神经科学、

认识神经科学、疾病神经科学、脑机接口、类脑与

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新热点，多项重大突破被列入 
Science 等权威杂志近年来年度十大突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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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影响越来

越大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进步不仅有助于人

类理解自然和认识自我，而且对有效增进精神卫生

和预防神经疾病、护航健康社会、发展脑式信息处

理和人工智能系统、抢占未来智能社会发展先机都

十分重要。

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委托美国科学院开展的

《新兴认知神经科学及相关技术》报告就指出，未

来 20 年，与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有关的科技

进步很可能对人类健康、认知、国家安全等多个领

域产生深远影响 [4]。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

会 2016 年发布的报告提出，支持精神和神经疾病

相关的神经科学创新不仅是重要的卫生政策，也是

重要的经济政策，仅美国神经科学相关经济机遇就

将超过 1.5 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8.8% [5]。欧洲大脑理事会调研报告显示，欧洲脑疾

病负担占所有疾病负担的 35%，每年脑疾病产生的

医疗成本约为 8 000 亿欧元 ( 约 1 万亿美元 )，人均

医疗成本为 1 550 欧元，远超过癌症、心血管疾病

和糖尿病产生的医疗成本之和 [6]。

同时，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本身

存在“两用性”风险，其在医疗卫生、军事、教育

等方面的应用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安全、伦理和法

律问题。英国皇家学会报告指出，以失能为目的的

神经药理学和其他相关技术的研究可能会违背人道

主义法，医学界参与失能武器的开发和部署将严重

影响医学伦理的基本前提，化学失能剂也可能成为

“进攻性、致命性失能剂”的伪装，并且化学失能

剂的投送方式也可能被致命性化学武器所使用等 [7]。

1.4　围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大国间竞争博

弈日趋激烈

近年来，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上升为西方

发达国家的科技战略重点或力推的核心科技发展领

域。美国相继提出“神经科学研究蓝图”计划 (2005
年 )、投资达 30 亿美元的“通过推动创新型神经技

术开展大脑研究”国家专项计划 (2013 年 )[8]、《国

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2016 年 )[9] ；欧

盟将“人脑工程计划”列入未来新兴旗舰技术项目

(2013 年 )[10]，计划 10 年投资 10 亿欧元；日本出台

了为期 10 年的“大脑和精神疾病计划”(2014 年 )[11]；

韩国在《脑科学研究推进计划 (2008—2017)》基础

上，2016 年新发布旨在到 2023 年发展成为脑研究

新兴强国的《大脑科学发展战略》[12]；加拿大提出“加

拿大脑战略”(2011 年 ) 等等。另外，美国神经科

学学会 2011 年发布《神经科学 10 年计划》，并提

议“进行投资和采取全国一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

来”；欧洲脑科学理事会先后在 2011 年、2016 年发

布凝练未来重点发展领域的《欧洲脑科学研究共

识》[13]。艾伦研究所、谷歌公司、微软公司、百度

公司等一大批知名研究机构和企业纷纷加入这一快

速兴起的领域。总体看，围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

智能的国际竞争博弈日趋激烈。

同时，鉴于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问题的复

杂性和长期性，国际合作大势所趋，建立具有包容

性，进行数据共享、联合科技攻关的国际大科学计

划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16 年 9 月 19 日，美国、

日本、德国、阿根廷和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主导发

起了“国际脑计划 (IBI)”[14]。

2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重大科技突破不

断涌现，科技新赛场正在形成

2.1　美国引领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研发，重大

进展不断涌现

绘制分辨率不同的各个层次的神经回路图。贝

勒医学院绘制了迄今最为详尽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连

接图谱，描述了超过 11 000 对神经元间连接 [15] ；

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绘制出小鼠全脑连接略图和胚胎

期人脑转录图谱 [16-17]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绘制出小

鼠大脑皮层神经网络图，且作为交互式图像数据库

在线开放获取 [18]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记录了果蝇幼虫不同亚类神经元激活后

的行为并对其进行分类，斯坦福大学构建了单细胞

分辨率的小鼠听囊细胞和早期成神经细胞系的重构

图 [19] ；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建立了神经元

高精度成像和分析系统，构建了哺乳动物大脑新皮

层数字立体超微结构 [20]。

开发和应用大规模神经活动监测方法，生成大

脑工作的动态图像。哈佛大学开发出一种柔软的网

状电极，能够植入活鼠脑内检测和刺激神经元 [21] ；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开发了在细胞水平上对斑马

鱼进行全神经活动大尺度分析的开源计算工具和成

像方法 [22] ；华盛顿大学开发了功能性光声显微成像

技术，在活小鼠的大脑中揭示血流动态和氧代谢情

况 [23] ；麻省理工大学开发的膨胀显微技术可以使常

规显微镜成像达到超高分辨率 [24]。

采用能够精确改变神经回路动态的干预工具，

将大脑活动与行为相关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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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开发的新型化学遗

传学技术通过启动和关闭神经元 [25]，揭示控制小鼠

行为的大脑回路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

发的新型带荧光染料的 CNiFER 技术为捕捉活体大

脑信号提供了新途径 [26]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设计的

Retro-TRAP 新技术可根据神经元连接来绘制神经

元基因表达谱，从而更精细地研究复杂神经回路的

作用机制 [27]。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将光遗传学与无

线供能技术相结合，开发出用以刺激神经元细胞的

微型可植入设备，提供了光遗传技术在神经疾病的

研究和治疗方面新的应用思路 [28] ；索克生物医学研

究所提出利用基因修饰结合、放大超声波刺激来操

纵单个神经元的非创伤性“声遗传学”方法，能够

以比现有基于光的方法创伤更小的方式对深层组织

中的神经元进行刺激 [29]。

推动对大脑高级认知情感功能的认识。综合利

用新概念，整合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方法，发现神

经活动的动态模式如何转化为健康和疾病中的认

知、情感、知觉和行为，认识心理功能并加以应用。

治疗脑部疾病。麻省理工学院与隆德大学合作

在原子分辨率水平下成功阐明了 β 淀粉样蛋白肽类

1-42 原纤维的清晰结构，为后期开发治疗阿尔兹海

默症的新型靶向药物提供思路 [30] ；弗吉尼亚大学医

学院和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发现免疫系统直接影

响，甚至控制生物的社会行为，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和

精神分裂症等神经疾病的治疗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31]。

开发相关类脑产品，设计应用神经芯片。IBM
开发出模拟大脑的芯片 TrueNorth，在一块芯片上

集成了 100 万个“神经元”和 2.56 亿个“突触”，

模拟能够处理感觉、视觉、气味以及环境信息的

右脑 [32] ；IBM 还进一步利用 TrueNorth 芯片构建了

人工小型啮齿动物大脑。

2.2　欧盟有针对性地重点布局，助力优势领域实现

突破

探索人类大脑疾病机理及治疗方法。奥地利维

也纳医科大学使用一种新抗体 5G4，证明帕金森症

在人的大脑细胞间传播，这是在人类中首次观察到

这一机制，具有重大临床实践意义 [33] ；德国神经退

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在血液和脑脊液中发现神经元细

胞释放的神经细丝轻链蛋白能够反映神经元细胞的

损伤程度 [34] ；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 米尔希

尔实验室发现了增殖状态下的神经干细胞如何重新

回到静息状态，从而维持神经干细胞池的平衡，对

于神经疾病研究和治疗，甚至癌症研究都有重要

意义 [35]。

微观神经元与微环路建模，特定脑区域模拟。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发起的“蓝脑计划”(BBP)
专注于极为精细的微观神经元及其微环路建模，目

前已较为完整地完成了特定脑区内皮质柱的计算模

拟，构建一种新型的虚拟大脑薄片结构，可反映大

脑区域中不同类型的神经元以及控制神经元激活的

关键特性 [36]。

神经形态芯片与类脑计算。德国海德堡大学在

一个 8 英寸硅片上集成了 20 万神经元和 5 000 万突

触，采用这种神经形态处理器的计算机已经成功运

行，功能比 IBM 公司的 TrueNorth 神经形态芯片更

接近生物神经元 [37]。

神经连接图谱的绘制。德国伯恩斯坦计算神经

科学中心利用组织切片方法以及恢复神经元形态的

特殊技术，鉴别出了 15 种抑制性神经元，并对神

经元间的电生理特性进行描述，绘制出其连接图谱，

阐明神经元连接机制 [38]。

脑成像技术。牛津大学发现可利用游离状态的

fMRI 成像技术 ( 功能磁共振成像 ) 来预测机体在行

使特殊任务过程中大脑的活性，绘制无法控制自身

行为的人员或患者大脑中的活性图谱，如大脑或其

他物理损伤的成人、婴儿等 [39]。显微成像技术用于

神经活动监控。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开发的显

微成像技术首次在一种颜色的细胞 ( 或分子 ) 群体

中，用另一种颜色显示单个细胞 ( 或分子 )，有助

于在活体中靶标单个神经细胞、研究胚胎发育或者

监控动态过程 [40]。

大脑活动与行为机制基础研究。牛津大学揭示

了让大脑的睡眠翻转的分子机制，或可帮助深入理

解睡眠的奥秘 [41] ；瑞士巴塞尔大学生物中心发现大

脑中产生脑脊髓液的结构，脉络丛 (choroidplexus)
在调节成体神经干细胞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证实脉

络丛分泌的信号在影响干细胞行为的衰老期间发生

动态变化 [42]。

2.3　日本神经系统疾病动物模型研究方面特色突出

神经系统疾病动物模型研究。日本研究人员利

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如 CRISPR，将目标基因精确

改变，并成功用于制备转基因狨猴，已经鉴定出导

致人类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特定突变，为建立这

些疾病的遗传学模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43]。开发出拥

有散发性肌萎缩侧索硬化 (ALS) 病征的条件性

ADAR2 基因敲除小鼠，研究证实癫痫药物 Fycompa
能够抑制运动神经元的神经功能缺损，进而抑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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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能的下降 [44]。

脑成像技术。功能性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

(fNIRS) 是近年来日本发明的新型脑功能测量手法，

在心理认知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应用

于精神病学的临床检测，逐步成为精神病症的临床

辅助性诊断工具 [45]。日本理化研究所还开发出一种

新的可视技术 ScaleS，可将成体大鼠和小型灵长类

的脑透明化，将基因活动和神经网络转化成三维数

据进行观测；通过基因技术将实验大鼠的全身变透

明，直接取得大鼠个体的基因活动及细胞网络构造

的三维数据，可作为未来病理解析和解剖学的有力

工具 [46]。

神经元回路型硬件。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开发出

了利用模仿神经网络的神经元回路型硬件，将多路

感觉输入分解成独立成分的“独立成分分析”算法 [47]。

2.4　我国后发赶超成绩显著，在脑成像等领域并驾

齐驱

近年来，我国在脑与认知科学上加强了研究部

署和机构协同，投入和产出都比较明显。整体上，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国际话

语权，在动物疾病模型、神经高分辨率成像等方面

达到了国际“并跑”水平。

基础理论研究有重要进展，提出新的理论假设，

发现重要神经机制。北京大学就边缘皮层在陈述性

记忆中的功能提出新观点，并首次揭示了 Netrin-1
与其受体结合的三维结构，以此阐释了神经元发育

过程中导航问题的全新机理 [48]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

究院提出了记忆“再巩固”假说，用以阐明记忆长

期存储的分子机制，对长期以来被广泛认同的记忆

再巩固的 G 蛋白机理假说提出了挑战 [49] ；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利用光遗传学神经环路调控方

法、多脑区活体电生理以及跨突触病毒环路标记等

技术，首次证实大脑中高度保守的皮层下神经通路

中特定类型的神经元 [50]。

神经元分型。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建立了单细胞转录组高覆盖检测和在体神经元电

生理记录及类型鉴定技术，提出了新的躯体感觉神

经元分类框架，鉴定出 10 种神经元类型及 14 种神

经元亚类，发现了 4 种新的神经元类型，以及 14 
种新的神经元亚类 [51]。

神经疾病动物模型。实现转基因食蟹猴加速传

代，加快了食蟹猴的精子生成速度，缩短了食蟹猴

的繁殖周期，对于推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应用

具有重大意义。首次建立稳定遗传的转基因自闭症

食蟹猴模型，建立了非人灵长类的孤独症行为学的

分析范式，此研究系世界首个自闭症非人灵长类模

型，为深入研究自闭症的病理与探索可能的治疗干

预方法提供了重要基础 [52]。

脑成像技术开发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华中科

技大学开发的“脑定位系统的全自动显微成像方法”

有望帮助基础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者绘制完整神经

连接地图 [53] ；建立了树脂包埋脑组织荧光蛋白标记

神经元精细结构的成像技术，为大体积脑组织亚微

米级的高分辨荧光神经元成像提供了解决方法 [54]。

光遗传学等先进技术得以推广应用。中科院上

海生科院通过光遗传学手段，干预“延迟期间”小

鼠大脑内侧前额叶 (mPFC) 的电活动影响记忆任务

的学习正确率，阐明了该脑区在记忆学习过程中放

电模式变化的规律 [55] ；清华大学通过双光子显微镜

记录神经元活动依赖的早期基因表达，记录并数字

化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活动，为研究外界信息在皮层

神经网络内的处理过程奠定基础 [56]。

神经疾病机理研究和诊断治疗成果丰硕。清华

大学揭示了与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直接相关的人源 γ
分泌酶复合物 (γ-secretase) 的精细三维结构 [57] ；中

科院上海生科院研究人员实现了将星形胶质细胞直

接在体转分化为神经元，建立了在体转分化高效获

得功能性神经元的新方法 [58] ；通过高覆盖的单细胞

测序和以神经元大小为参考的层次聚类，对小鼠背

根神经节初级感觉神经元进行分类，并建立基因表

达与疼痛等感觉功能的相互关系 [59] ；发现相邻树突

棘之间对 cadherin/catenin 复合物的竞争决定了它们

在树突棘修剪过程中的不同命运，从而揭示了发育

过程中神经环路精确化的新机制 [60]。在相关脑疾病

治疗产品开发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设计并构

建了可用于降低脑内 β 淀粉样蛋白沉淀的仿生脂蛋

白纳米药物 [61] ；由清华大学研制的治疗帕金森病的

第二代国产脑起搏器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颁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打破了国外公司的

技术垄断局面，标志着我国神经调控技术步入“全

球领跑者”行列 [62]。

多尺度脑结构功能图谱绘制引起国际关注。中

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类脑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成功绘制

出全新的人类脑宏观图谱 —— 包括 246 个脑区亚

区及脑区亚区间多模态连接模式的脑网络，突破了

100 多年来传统的脑图谱绘制思想，引入了脑结构

和功能连接信息对脑区进行划分和脑图谱绘制的全

新思想和方法，比传统的Brodmann图谱精细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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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宏观尺度上的全脑连接图谱 [63]。

脑结构及高级功能研究进展快速。在神经活动

机制解析尤其是记忆机制解析方面，北京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提出非条件性刺激唤起 - 消退

这一全新的心理学范式，有助于抹除药物成瘾等病

理性情绪记忆，为药物成瘾等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

提供新的思路 [64] ；在脑功能与行为关系方面，中科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发现经典的空间注意行为表现在

这个动态过程的低频段上，空间注意行为包含大量

动态振荡成分等，这是继听觉的时间组织神经机制

研究后的又一时间组织领域的重要成果 [65] ；中科院

上海生科院利用人胚胎干细胞体外神经分化研究

模型，揭示了组蛋白乙酰化在神经分化中的不同功

能 [66]，以及小鼠前脑边缘系统各脑区对于喜好或者

厌恶的情绪反应的编码模式 [67] ；清华大学、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运用经典条件反射范式对

恐惧形成、表达和消退的神经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现了一些与恐惧情绪加工密切相关的脑区和神经

环路 [6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研究人员阐述了

与老年痴呆早期事物识别、注意缺陷等症状密切相

关的若干神经环路机制等。

神经芯片与类脑研究进展顺利。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成功研发“人脑连接组计算系统”(CCS)，可

实现高性能的人脑功能连接组计算 [69] ；清华大学神

经工程实验室将脑机接口 (BCI) 通信速率提高到平

均每秒钟 4.5 比特，最佳受试者可以达到每秒钟 5.32
比特 [70] ；中科院计算研究所和寒武纪公司提出全球

首个智能处理器指令集，设计并实现了全球首个能

够“深度学习”的低功耗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并

通过了初步阶段的全部功能测试；科大讯飞在智能

语音处理技术，特别是汉语语音处理上全球领先，

建立了由数千台服务器组成的“语音云”，每天提

供 25 亿次服务。

3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加快神经科学和

类脑人工智能领域战略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针

对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做出长期布局。

3.1　面临战略机遇和需求，美欧日重大科技计划乘

势而上

在发布“通过推动创新型神经技术开展大脑

研究”(BRAIN) 计划、“人脑工程计划”(HBP) 计划、

“整合神经技术开展脑图谱研究用于疾病研究” 
(Brain/MINDS) 等重大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计划以前，

美欧日在神经科学方面已做出了影响力较大的规划

布局。

2011 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 (SFN) 组织“One 
Mind for Research”论坛，发布报告《神经科学的

十年计划——从分子到大脑》，其目标是寻找大脑

疾病的治疗药物 [71]。这被视作 BRAIN 计划的前奏。

2013 年，在技术体系成熟、平台设施初具规模的基

础上，美国提出 BRAIN 计划 ( 表 1)，以技术开发、

数据收集、平台建设为短期目标，以神经系统疾病

治疗为最终目标进行布局 [72]。2016 年 10 月，美国

又新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

提出将利用人工智能计划的全部潜能强化经济与改

善社会的战略目标。

欧洲计划把神经科学的计算模型用于计算机技

术，打造“超级大脑”。2005 年，瑞士洛桑理工学

院提出“蓝脑计划”(BBP)—— 即利用 IBM 超级计

算机精确模拟思考、记忆等大脑高级功能 [73]。2011
年，欧盟大力发展信息通讯技术 (ICT)，提出“活

地球模拟器”计划，旨在利用计算机模拟地球上的

一切活动 [74]，HBP 计划曾被视作 ICT 的衍生计

表1  美、欧、日、韩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重大规划/项目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名称  BRAIN计划  HBP计划  Brain/MINDS计划 第二期脑促进基本计划 
投资  30亿美元/十年 10亿欧元 /十年 30亿日元(第1年)；   1.5万亿韩元

 (2017财年已达到4.35亿美元)   40亿日元(第2年) (2008—2017年)   
主要目标 1.行为学、电生理学、解剖学、细 1.基本了解脑对人类的意义 1.对狨猴大脑的研究 1.创造性的脑科学研究

    胞分子学、神经学、社会学等 2.开发新的脑部疾病治疗手段 2.加快人类大脑疾病 2.创造未来新兴产业 
 2.剖析人类神经活动模式和大脑工 3.建立新的革命性的信息与    的研究 3.成为脑研究领域的世

    作机制     通讯技术     界七大技术强国之一

 3.为神经系统疾病和智力发育障碍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知识基

    础和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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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 即为脑部疾病治疗和大脑运作模型研发更

先进的 ICT 技术。

日本的 Brain/MINDS 计划稍晚于欧美国家。

2009 年，川崎实验动物研究所 Erika Sasaki 成功对

狨猴转染外源基因，这一成果为日本开展以狨猴为

特色的神经科学打下基础 [75]。韩国在神经科学和类

脑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同样持久，韩国先后发表“第

1 次脑研究促进基本计划 (1998—2007)”、“第 2 次

脑研究促进基本计划 (2008—2017)”，时长跨度约

20 年。

3.2　神经科学研究从技术、动物模型、设施入手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技术基础是关键环节之一。

为了实现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最终目的，光遗传学、

大脑图谱、脑资源库等平台设施是各国初期规划的

重点建设项目。

美国 NIH 执行 BRAIN 计划时，强调“在 BRAIN
计划开展初期，神经科学的实验技术手段是推动整

体研究的关键”[76]。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对
BRAIN 计划的定位是生成一组用于大脑功能研究

的物理或概念性工具，用于更全面地理解思维、记

忆、行为等大脑动态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不

同生物的神经系统比较、神经活动理论和计算模型

的建设、大脑检测探针和新型传感材料、光学和电

子检测工具等 [77]。

欧盟 HBP 计划曾被视作 ICT 技术在神经科学

和类脑研究中的衍生计划。HBP 计划上升期 (2013
年10月—2016年3月 )的目标围绕 ICT技术而展开，

针对大脑数据、信息学平台、计算平台、产品平台、

社会伦理等方面设立 12 个研究子课题，计划整合

神经细胞数据、样本信息数据和 ICT 技术，模拟大

脑高级功能，甚至发明“人造大脑”[78]。然而由于

HBP 计划过于注重 ICT 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受到大

批神经科学家的诟病，欧盟因而对于整个神经科学

和类脑人工智能布局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日本 Brain/MINDS 计划的规模较小，其规划

布局相对具体和精确 —— 即通过对狨猴大脑的实

验，加快人类大脑疾病 ( 尤其是阿尔兹海默症和精

神分裂症 ) 的研究 [79]。Brain/MINDS 计划的研究内

容包含三个方面：狨猴大脑结构和功能分析、大脑

成像和神经细胞操控技术开发、人类患者信息收集。

其中成像技术和疾病数据库都服务于大脑结构和功

能的研究。

韩国《国家脑科学发展战略》由韩国未来创造

科学部主导，计划目标是使韩国脑科学技术水平从

2014 年发达国家的 72% 到 2023 年提升至 90%[12]。

该战略涉及技术研发和研究生态环境建设。技术方

面，支持分类脑电图、融合脑电技术、人工智能关

联技术和神经障碍治疗的研究和发明；研究环境方

面，提出针对学科交叉、资源平台、国际合作等方

面开展工作，并加速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化，鼓励

以产品为导向的研发。

虽然上述各国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计划的

工作内容和学科侧重有所不同，但其战略布局方向

却十分相似 —— 为治疗神经疾病和改善人口健康

水平而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安全的技术设备。突

破性技术体系和大数据信息平台是神经科学和类脑

人工智能项目早期的规划重点，在创新技术和大样

本数据库的支持下，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3.3　鼓励公私合作，跨部门、领域、学科等新兴科

技计划实施模式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模

式因各国的政府管理体制、规划的重点内容、项目

的实施目标而有所不同。美国 BRAIN 计划是一项

经由“自下而上”酝酿后，“自上而下”设计的国

家型科学发展规划，其覆盖面涉及基础科研、技术

开发、产品应用、平台创建等；欧盟 HBP 计划则

是由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统筹，各国研究机构参与的

合作计划；日本 Brain/MINDS 计划由于规模仅是前

二者的 1/10，则由日本理化研究所主导 ；韩国的神

经科学规划则几乎由政府部门主导。

美国联邦机构在 BRAIN 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 (DARPA)、美国 NIH、

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分别承担技术工具开发、脑

机产品发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此外，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高级情报研究计划署

(IARPA) 和美国能源部 (DOE) 陆续加入
[80]。民间机

构负责配合 BRAIN 计划研究，推动神经科学的研

究成果转化。NIH 执行的 BRAIN 计划提出，通过

公私合作伙伴计划来开展神经科学技术的临床实

验，鼓励设备制造商开展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 III
类临床医疗设备研究。NIH 与设备制造商以签署双

向谅解备忘录的模式，提供技术研究方案、研究合

作协议和保密协议，与政府机构和行业主体等合作

伙伴开展临床应用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美国 4 家

私营机构、5 家企业、11 所大学或基金会参与了

BRAIN 计划的研究工作，其在神经科学和类脑人

工智能方面的投资力度并不低于 BRAIN 计划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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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拨款 [81]。

欧盟 HBP 计划是未来新兴技术 (FET) 旗舰计

划的两大支持领域之一，FET 旗舰项目包括核心项

目和伙伴项目，核心项目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牵

头主导项目，而伙伴项目可以由欧盟成员国、联系

国、第三国甚至是私人资金资助启动。欧盟委员会

将与核心项目联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核心项目联

盟再起草与伙伴项目的合作协议，通过跨国招标和

申请提交等方式吸引伙伴项目参与 FET 旗舰项目。

由核心项目负责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将对项目的实施

效果和研究范围进行评估和整合，核心项目与伙伴

项目的整合主要依靠合作协议来保障工作分配和承

担责任。

日本 Brain/MINDS 计划则是由科学省投资支

持，研究机构、高校、临床中心参与的研究项目。

Brain/MINDS 计划设立三个专家小组：庆应大学

Hideyuki Okano 负责脑结构和功能图谱小组；理化

研究所大脑科学研究所 Atsushi Miyawaki 负责技术

开发小组；东京大学 Kiyoto Kasai 负责协调 20 余位

医学精神中心的专家，形成临床研究小组。

由于规划覆盖范围广、涉及领域大等原因，美

欧的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先后开展各自的神经科学

和类脑人工智能，BRAIN 计划和 HBP 计划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公私合作伙伴项目的运营方式，旨在吸

引民间资金和力量，扩大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

计划的影响范围。

3.4　计划目标在实施过程中适当调整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与规划的

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大量不可控的环节和因素，当前

的技术手段和数据规模甚至难以支持为达到预期目

标的研究工作。在此情况下，各国神经科学计划都

受到一定的争议。各大神经科学计划在实施过程中

不断调整和更新。

NIH 针对 BRAIN 计划逐年发布了相应的实施

文件。BRAIN 计划初期的任务集中于图谱绘制、

模型建立、技术研发，随后针对疾病治疗的神经科

学、技术和器械的研究和试验被提上议程
[82-83]。

欧盟方面，HBP 计划认为通过计算模型即可

模拟大脑，忽视了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引起神经

科学家团体的质疑，整个计划的目标和运作管理方

式进行全面调整。除了 HBP 计划以外，支持早期

科学研究活动和高风险科研的攻关项目“FET Open
开放计划”和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研究项目

“FET Proactive 前瞻计划”也对神经科学有所布局。

2014 年至今，FET 开放计划在神经科学方面提供高

达 1 500 万欧元的资金，分别支持各国的早期基础

研究和研究环境创建。FET 前瞻计划将支持神经

细胞的检测 / 成像 / 操控技术、生物电子药物和疗

法研究、神经科学和工程学交叉的认知神经技术

的研究。

4　我国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机

遇、基本布局和存在问题

4.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

发展存在巨大需求

建设科技强国的需求。我国神经科学和类脑人

工智能正处于国际脑科技大变革前夜，已到必须有

所作为、不进则退的关键期。当前，信息、计算机、

纳米、先进制造等众多学科与神经科学之间的交汇

贯通日益紧密，技术的进步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对

大脑活动规律及其本质的认识，神经科学和类脑人

工智能处于大变革时期。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

在脑与认知科学上重大项目的部署，同时通过一批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拔尖人才的引进，在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方面也取得很多成绩。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整

体科技水平还有相当差距。面对西方国家在神经科

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方面的新一轮强势出击，作为建

设中的科技强国，我国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已

经进入必须有所作为、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护航健康中国 2030 的需求。加快建设神经重

大疾病的预防、临床诊断和干预治疗的技术方法开

发，是在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转型期大背景下，保

障未来 5~15 年我国社会人力资源相对稳定、应对

各类精神认知和智力损害挑战的主要途径。青少年

神经发育性疾病，如儿童智力障碍的发病率约千分

之一，我国自闭症患儿人数已过百万，受自闭症困

扰的人群可能达千万
[84]。中青年情绪精神类疾病，

抑郁症的发病率超过 4%，患者人数超过 3 000 万。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脑血管意外及阿尔兹海默

症、帕金森病等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极大威胁了我

国超过 2 亿的 60 岁以上人口。我国属老年痴呆症

的高发地区，目前患者人数超过600万，居全球首位，

且呈明显上升趋势。因此，预防出生脑功能缺陷、

促进脑发育、延缓脑衰老、避免脑损伤已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

顺应人类社会大趋势、抢抓未来新机遇的需求。

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抢占未来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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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和超智能社会发展先机。计算机技术和人

工智能发展至今已面临瓶颈，对人脑认知神经机制

的理解可能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和器件的研发带

来新启发。神经科学可以促进神经计算、仿真记忆

存储、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其成为新的战略性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神

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着对人类 - 机器

互作行为的判断，决定着对人类 - 机器关系的基本

走向，并从意识和思想源头上影响着人类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学习和思维方式、对抗方式，对经济、

社会、教育、国防安全，对未来智能社会到来之后

的超智能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造成可以预测和难以

预测的深刻影响，存在重大新兴机遇。

4.2　现有战略、政策和重点布局

重视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脑科学与认

知科学”是我国长期重点部署领域，《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国家

“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十二五”生物

技术发展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发

展规划》以及近期出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三五”规划》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 [85] 等均对神经科学发展进行了部署，并将脑

科学与类脑研究作为科技创新 2030 重大科技项目，

以抢占脑科学前沿研究制高点。从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角度看，2015 年 9 月，北京启动“脑科学研究”

专项工作，该专项计划提出未来两个五年发展目标：

到2020年，推动脑科学重大共性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着力突破脑疾病领域关键技术等；到 2025 年，在

脑认知活动神经原理、脑重大疾病预防治疗、类脑

计算机和类脑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专

项工作从“脑认知与脑医学”和“脑认知与类脑计算”

两方面重点布局 [86]。2015 年 3 月，由上海市科委

主导，复旦大学等 10 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上海

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发展愿景”项目顺利启动。

2016 年 8 月，《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

正式发布 [87]，围绕“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等国

际前沿领域加快原始创新突破，上海“脑 - 智工程”

蓄势待发。

重点布局基础研究，跨学科研究正在兴起。目

前，国内共有 6 个神经科学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基本认

知过程与学习等；神经系统发育、再生和可塑性以

及脑的高级功能等；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干细胞等；

视觉信息的表达及视觉系统的脑功能区成像等；神

经元细胞信号转导等；神经变性病等。开展跨学科

研究合作的新型研发平台。目前国内成立了神经科

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相关跨学科研究机构平台，例

如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

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类

脑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麻省理工学院麦

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脑认知科学和脑疾病

研究所以及上海交通大学脑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项目资助力度不断加

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近年来，国

家在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方面更是加大了投入

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8 年启动的“视听

觉信息的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目前投入总额约

为 1.5 亿元，2011 年启动的“情感和记忆的神经

环路基础”重大研究计划目前投入总额约为 1.6 亿

元。“973”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共资助神经科学

相关项目 50 项，投入近 10 亿元 [88]。国家在每个重

点实验室每年投入约 2 000 万元。

中科院在 2012 年启动了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B 类 )“脑功能联结图谱计划”，预计 10 年中将投

入 6 亿元 [89]。2015 年，该专项进行了扩充，加入

类脑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专项更名为“脑功能联结

图谱与类脑人工智能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领域的实质性融合，为脑智科

学的发展和中国脑计划的启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粗略估算中国对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

的主要经费投入，从 2010 年的每年约 3.48 亿元增

长到 2013 年的每年近 5 亿元人民币。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人才布局相对薄弱。

利用 Web of Sciences 数据库和 Thomson Data Analyzer 
(TDA) 分析软件对 2013—2015 年中国神经科学领

域论文的作者进行分析，大体估算各国在神经科学

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团队 (PI) 数量。美国、德国、

英国、日本以及法国的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团队数量

分别为 24 624 个、7 328 个、6 733 个、6 699 个以

及 4 055 个，而中国的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团队数量

为 4 938 个，由此可见我国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人才

相对匮乏。

4.3　发展面临的根源性挑战

整体上，科技项目方向布局、科技成果之间，

点状散布，同步发力、系统互动不足，根源是缺乏

强有力的领导组织体系和科学决策体系并进行顶层

设计和系统谋划。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涉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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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宽、学科广，边界定在哪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之间如何平衡，重点重心放在

何处，如何科学地预期科技目标？围绕科技目标，

如何配置经费、项目等创新资源，学科之间、部门

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团队之间的定位和协同作用

如何发挥？如何开展有效的国际竞争和合作？这些

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竞争激烈、存在国家

重大需求的背景下，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有强有力的

科技组织体系和科学决策体系，并从顶层进行神经

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发展的设计和系统谋划，提出

一个具有极强科学性和操作性的整体方案。

缺乏重大科技计划科技经费投入的科学灵活的

论证机制。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我国神经科

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发展涉及可观的经费以及众多的

部门，必须经过严格地论证，慎之又慎。但同时，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发展形势，也要求尽快完成论

证过程，尽快启动相关科技计划。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尽快建立重大科技计划科技经费投入的兼具科

学性和灵活性的论证机制，需要考虑到科技发展目

标的基本需要，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科技发展过程中

现有基础、人才和物力，以及科学发展中的不确定

性问题，加强经费投入论证机制科学化、参与主体

的多元化，避免经费投入机制的僵化。

重大变革性研究突破缺乏，直接原因是缺少变

革性技术，深层次原因是跨学科协同机制建设的滞

后。在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从单细胞记

录技术到神经成像技术、光遗传技术，我国神经科

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学者多数使用着国外研发的设备

和技术。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密集的

研究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研

究进展的速度和突破的程度。而技术的研发涉及生

命、信息、物理、化学、数学、材料、控制等多个

学科，以及从基础到临床、从科学到工程多个方面，

因此，加强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研究需要高度

的跨学科协同机制建设。

领军人才不足，训练有素的青年人才匮乏，根

源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内生性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形

成。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

人才的竞争。当今发达国家中处于科学研究一线的

主力军是经过博士科研训练的博士后、助研和副研

青年科研群体，该群体年龄在 25~40 岁，属于最具

创造力和精力旺盛的群体。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该

年龄段一大批优秀人才都在国外留学，在那里贡献

了他们的创造力。如何依靠内生性培养机制，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团队，是我国政府和科研机

构都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5　对我国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

的建议

5.1　充分重视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对神经科学

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在我

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转型期大背景下，保障未来 5~15
年我国社会人力资源相对稳定，应对青少年神经发

育性疾病、中青年情绪精神类疾病、老年痴呆症等

各类精神认知和智力损害挑战，必须加快建设应对

神经重大疾病的预防、临床诊断和干预治疗的技术

方法开发。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也是

促进神经计算、仿真记忆存储、智能机器人等新技

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新的战略性经济

增长点，抢占未来 20~30 年智能社会和超智能社会

发展先机的关键。

当前，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国

际大变革前夜，作为建设中的科技强国，我国神经

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必须有所作为、不进

则退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重大科技计划部署。

5.2　建立强有力工作机制，出台发展神经科学和类

脑人工智能综合方案

考虑到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战

略意义、本领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各国科技竞

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

成立“国家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专项工作组”，

赋予强有力的科技方案制定和科学决策咨询职责，

统筹协调各方建议和研究力量，抓紧提出我国发展

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综合方案。

可在“国家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专项工作组”

下，设立科技前沿小组、科技计划和布局组、经费

投入论证组等，吸收产业界的代表，细化、精确论

证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

5.3　工程化设计“脑科学与类脑研究2030重大科技

项目” 
国际大型科技计划成功案例早已表明，大型科

技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设定清晰的总体目标、明确

的里程碑式的目标、质量指标和评估。在整体目标

框架下，加强目标导向性的基础研究。

我国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宜按

照工程化设计的思路，做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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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重大科技项目”的顶层设计，总体目标要清晰，

而技术方案可以灵活，但应当从一开始便鼓励变革

性技术创新。如果等完全弄清楚实现最终目标的十

分具体的技术方案，我国将面临错失发展神经科学

和类脑人工智能技术大好机会的风险。同时，在计

划启动实施过程后，应阶段性评估计划的进展状况，

即时修正和完善技术路线和方案。

5.4　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和企业研发机构的参与是神经科学和类脑

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关键。在重大

科技项目设计上，应当鼓励“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2030 重大科技项目”和北京、上海等科技创新中心

充分利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加快人才、成果的集

聚和流动，释放体制活力，提升本领域的综合竞

争力。

5.5　及时把握时间窗口期，强化论证，形成国际科

技合作的新策略

美国、日本、德国、阿根廷和联合国贸易发展

组织主导的“国际脑计划 (IBI)”已经发起。由于“国

际脑计划”目前还处于草创阶段，离目标清晰、框

架和流程稳定、经费投入有保证的可实施型国际科

技计划还有一段时间窗口。

为提高我国神经科学的研发高度和深度并尽早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际合作是发展的必要组成部

分。我国宜充分利用这一时间窗口，根据我国的具

体需要和必要性，有针对性地形成我国神经科学国

际合作的基本策略，争取在神经科学的基础领域，

由我国牵头发起国际重大科技计划。

致谢：感谢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对项目调研的支

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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