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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科学的世界中，神经科学研究被认为

是探知人类行为和意识的出发点。它关注各类

神经活动的生物学原理，解析大脑的结构和功

能、揭示大脑活动的神经基础、探索神经疾病的

发病机制，既是科学研究前沿又与社会生活密切

相关。

为了推动神经科学领域的大发展，我国和

美、欧、日等纷纷从大脑研究入手，启动了各具特

色的“脑计划”，从分子、细胞、环路、功能、行为等

多层次解析大脑复杂结构与功能。在各国脑科

学计划的推进过程中，以单细胞测序技术、光遗

传技术、新型显微成像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进行了重要革新。基于此，科学家对

大脑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码。

解析复杂的大脑结构，首先需要了解大脑究

竟有多少种神经元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神经元

如何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和神经核团、它们怎

样形成神经环路乃至神经网络。有幸的是，单细

胞测序技术的出现使全面、规模性地分析大脑神

经元类型成为可能。单细胞测序技术可以对单

个细胞的RNA进行测序，实现细胞分类和不同细

胞特异性标记基因的鉴别，从而鉴定大脑的细胞

类型、绘制大脑细胞图谱，为大脑功能研究奠定

基础。科研人员还可以将单细胞 RNA测序技术

应用到脑发育的研究中，分析大脑形成的原理并

调控脑发育的关键分子。

利用光遗传技术，我们可以在神经元中表

达光敏感蛋白，然后以光作为刺激媒介精确操

控神经元，从而研究特定神经元或者神经环路

的功能。

新型显微成像技术的进步体现在不同方

面。超高分辨光学显微镜的出现大幅提高了神

经环路的光学成像分辨率；双光子显微镜可实

现长时程活体成像，观察神经元或突触功能的

动态变化；全脑成像技术应用到大脑研究中可

实现对特定神经元及其轴突、树突的完整解

析，有助于绘制大脑的介观联接图谱。当前，

研究人员在大脑细胞图谱绘制、神经发育、神

经环路解析和大脑功能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进展。

技术进步在推动神经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催

生出了新的问题等待解答。最近，科研人员利用

电子显微镜对果蝇大脑的神经元和突触进行了

精细分析，显示出其复杂的突触连接。由此又引

发了新的思考——大脑中数量众多的神经元如

何通过复杂网络协同工作呢？果蝇大脑大概有

10万个神经元，而人脑神经元却高达860多亿个，

且人脑的细胞图谱、介观图谱还有待解析。所

以，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期，脑机融合技术的进步打开了科学家对

大脑功能编码和解码进行精确分析的大门。相

关的类脑研究已发展出两个方向：一是开发从脑

细胞甚至干细胞培养分化形成的、代表特定脑区

的类脑组织，对其进行结构与功能分析；二是类

脑人工智能，在脑结构和工作原理启发下进行人

工智能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及应用。

鉴于神经科学在科技创新中的独特地位，我

国也将神经科学研究纳入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

方向。虽然光遗传技术由美国科学家研发，但在

单细胞技术和新型显微成像技术上，我国的技术

研发和应用并不落后于国外，有些方面还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在此基础上，我国在大型研究计划

和项目中更要鼓励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用关键核

心技术促进原创性成果突破，让神经科学的进步

在健康医疗、智能科技等多个领域产生更深远的

影响。

技术革新助推神经科学研究深层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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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脑神经元可视化的利器
——光学成像和大数据处理技术述评

阐明脑的工作原理是人类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利用高分辨率全脑成

像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在全脑范

围内对单细胞结构和功能进行准确呈

现和解析，帮助我们了解大脑的工作

机理，对于脑发育的认知、脑疾病的预

防和治疗有重大科学意义，还将为类

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

关键生物学基础。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有了“电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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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 P05
疼痛，被认为是继呼吸、脉搏、体温

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

它是人生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

感觉，同时也有好坏之分。“好痛”提示了

机体受到的有害刺激，而“坏痛”却会带

来持续性损伤。经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断

努力，我们已经对疼痛的产生原因和机

制有了一定了解，但仍有很多“坏痛”无

法得到有效缓解，急需更广泛深入的研

究，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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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对话

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物质结构不是定

义时间的原子钟，不是探索太空的望远镜，而是

我们人类的大脑。

人脑拥有至少 1000 亿个神经元和 1015 个联

接构成的复杂神经网络，被称为人类认识自然

的“最后疆域”。但这些神经网络是如何交织在

一起的？每一次意识与行为产生时神经元在

“暗地里”进行了怎样的操作？想探明这些问

题，我们首先要拥有一张“脑内地图”——脑联

接图谱。

利用传统技术进行研究时，时空分辨率低、

重复性差、成像速度慢等问题成为了绘制脑联

接图谱的阻碍。201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

大学校长骆清铭带领团队围绕小鼠大脑展开研

究，发明了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技术（Mi-

cro-Optical Sectioning Tomography，MOST）。 经

过 10 余年的技术迭代，骆清铭团队手执 MOST

画笔，为我们描绘了小鼠脑

内错综复杂的神经元联接

地图。在与《前沿科学》的

独家对话中，骆清铭阐述了

自己对脑联接图谱研究的

理解。

“脑联接图谱是认

识脑的基础”

《前沿科学》：关于小鼠

脑联接图谱，您的团队几乎

每隔一两年就会发布一项

重大进展。我们特别想知

道，当初您为什么选择小鼠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小鼠大脑与人类大脑之间

有怎样的联系？

骆清铭：研究大脑活动就和研究交通状况一

样，城市之间有纵横交错的公路与铁路联接，我

们大脑脑区之间也有不同的神经环路联接。当

我们不掌握公路、铁路的情况时，如何去研究交

通呢？同样地，如果我们对神经元、神经环路、神

经网络间的联接都不清楚，又何谈研究大脑活动

呢？因此，我萌生了研究脑联接图谱的想法。

在网络水平上开展人类大脑的研究，难度

非常大，所以我们先选择与人类大脑具有相似

性的小鼠。经过研究我们也发现，无论是人脑

还是鼠脑，其神经联接、神经投射的很多信息是

有共通之处的。比如，相当一部分神经元在大

脑中的投射并非局域化的，而是会投射到多个

脑区，这种情况鼠脑和人脑中都有体现。

当然，虽然二者在基因水平上有一定的相

脑图谱画像大脑 已走了多长路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 骆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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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但实际差别依旧非常大，所以我们先针对

鼠脑把技术发展完善了，将来在适当时候再应

用于人脑。

《前沿科学》：在鼠脑中应用的技术发展到

了什么阶段？

骆清铭：在国际上，脑图谱的研究有不同的

技术，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电镜等。fMRI

无法分辨出每一个神经元，像“雾里看花”，而电

镜又只能看到神经元的局部，好比我们说的“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我认为，在全脑范围内分

辨出每一个神经元的脑联接图谱是很重要的。

从 2000 年开始谋划到 2010 年在 Science 首

次发表，经过了近 10 年的努力，我们发明了一

种新的技术——MOST，通过对鼠脑里 3%～5%

的神经元进行高尔基染色，看到了这些神经元

间的联接情况，获得了世界上第一套小鼠全脑

图谱。时至今日，在国际上还只有我们团队能

够测绘并提供全脑介观联接图谱的数据。

2010年至今，MOST系列技术已经发展到第

四代。2013 年，我们建立了荧光显微光学切片

断层成像方法和技术（fMOST，如图 1 所示）；

2016 年，实现双色成像（dfMOST），既可以看到

神经元也能够看到神经元所在的位置，建立了

一种类似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全脑定位系统

（BPS）；2021 年，我们又把图像信噪比提高，实

现了“在太阳旁边观察星星”，发展出更高清的

成像技术 HD-fMOST，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神经

元的联接，并解决了庞大数据量压缩等一系列

难题。

《前沿科学》：是否可以说，您的团队已经获

得了完整的小鼠脑联接图谱？

骆清铭：从严格意义上讲，小鼠的脑图谱不

能说是全部完成了。

脑图谱其实有多种类型，有时候这个概念

会让大家比较困惑。在最初的工作中，我们只

是证明了 MOST技术可用，但图谱本身的科学意

义很难挖掘。后来，为了进一步区分出与特定

功能或特定脑区对应的图谱，我们进一步发展

技术，针对多巴胺能、胆碱能、五羟色胺能等，将

某一种神经递质对应的特定功能神经元标记出

来，进而又产生了一系列图谱。这种特定功能

的图谱对未来生物学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比

如，大家想知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通常认为

意识与屏状核相关，但是要深入研究这一高级

功能，需要先搞清楚与屏状核有关的、从屏状核

进来或出去的神经元是怎样的，再针对这群神

经元绘制相应的脑图谱。

所以说，关于小鼠脑图谱的工作并没有完

成，想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去解析脑的功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多科研团队的参与。

《前沿科学》：那么，我们应

该 如 何 看 待 脑 图 谱 与 认 识 脑 、

理解脑之间的关系？将小鼠大

脑 中 的 成 果 推 进 到 人 类 大 脑

中，您有怎样的计划？

骆清铭：对脑科学研究来

讲，认识脑、理解脑是基础。当

然 ，对 于 认 识 脑 ，不 同 的 科 学

家、不同的实验室可能会选择

不同的路径。我自己坚持这样

一个观点——脑联接图谱是认

识脑的基础。如果脑中神经元图 1 利用 fMOST技术对全脑神经元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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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联接的都搞不清楚，就谈认识脑、理

解脑，我觉得不太靠谱。这是我的观点，或许有

专家不同意，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讨论。

我经常会把神经网络比喻成电路。电路里

有电容、电阻、电感等基本元器件，这些基本元

器件先组成基本电路，很多个基本电路再组成

集成电路，就像神经网络有小环路与大环路一

样。我们知道，基本电路和集成电路在功能上

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会想，脑内的神经网

络是不是也是如此——小环路与大环路间有着

天差地别的差异？

另外，就拿电阻来说，电路中可能有 10 Ω

的，也可能有 1000 Ω的，电阻值不同让其承

担了不同的功能。同样，脑内的神经元会不

会也是这样——同一类型的神经元会有不同的

使命？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还不知道。但我认

为，可以通过研究神经元的联接图谱对脑的理

解提供一些重要知识。

2020年，蒲慕明院士带着我们申请了“全脑

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大科学计划，希望发挥中

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和全脑介观神经联

接图谱成像检测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广泛的

国内外合作，率先测绘出非人灵长类的脑图

谱，为理解脑、解析脑作出贡献。待技术成熟

了，我们可以再尝试针对特定人脑脑区的联接

图谱进行研究。

“对类脑智能没有这么乐观”

《前沿科学》：关于脑图谱的研究您已经有

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规划。放大到整个脑科学领

域 来 看 ，国 际 上 普 遍 都 在 走 什 么 样 的 发 展 路

径？我国与他们相比有哪些不同？

骆清铭：国际上最典型的是欧盟和美国的

脑计划。

欧盟脑计划曾想通过对脑的研究来发展类

脑智能方面的工作。目前来看，实质性成果不

多或是有些成果还没有完全出来。2年前，欧盟

脑计划的负责人 Henry Markram 在 Cell 上发表

了一篇文章，但严格地讲，这个结果离认识脑的

目标还差得很远。一个主要因素是他没有获取

到真正意义上全脑尺度的神经元，仅选择了一

个局部并期望据此放大到全脑，这是行不通

的。就像我们研究交通状况，你对海口的交通

状况做了充分研究后，就认为西藏乃至全国的

交通状况都是如此，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大脑

研究不能简单地复制放大。

美国脑计划想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基础

的还是想回答神经元的类型以及脑结构图谱。

我认为，美国脑计划的顶层设计比欧盟脑计划

更科学一些。当然美国也有其他的脑研究计

划，例如，美国科学家想通过电镜的方法去解析

1 mm3的脑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类脑计算发展。

从学术上讲，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脑内很多

神经元远超过 1 mm3 的空间范围，这个计划可

以说是典型的“盲人摸象”。

虽然中国脑计划相对于欧美较晚，但我国

的布局还是比较全面的，对基础部分给予足够

重视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应用，比如说脑疾病、儿

童发育、基于脑科学研究成果的类脑智能等。

我们很期待中国脑计划尽快启动，也很期待通

过中国脑计划的实施让中国科学家在脑科学研

究领域能够从过去的跟跑和部分的并跑到将来

实现领跑。

《前沿科学》：您刚才提到欧盟脑计划对类

脑智能格外重视，现在社会上对相关研究也越

来越关注，我们经常会看到科幻作品里关于芯

片操控肢体、获取记忆和意识的相关描述。那

么，在科学领域，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

已经可以算作科学研究制高点了吗？

骆清铭：对于类脑智能，我没有这么乐观。

对脑的工作机理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谈类

脑，还是有些早。当然，我们应该对其保持高度

关注，但当前社会上的过热现象，我认为没有必

要。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应该更注重基础，近期

更多的力量也应该放在理解脑上，去探索大脑

运转的机理。在现阶段过于狂热地追逐类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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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不明智的。

“学科建设具备赶超条件”

《前沿科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瞄准生命健康、脑科学等

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就学科与科研的关系来看，我国

从发展脑科学研究到建设相关学科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

骆清铭：我们很高兴看到，不只是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还有国内的很多学校

都非常重视脑科学及相关学科建设。根据我的

观察，有的是在学校原有优势上放大，也有的是

经过整合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路径是多

样化的，这比较符合脑研究及相关学科的趋势，

符合科研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希望未来各学

校、各研究机构间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在脑科学研究方面的队伍，无论是规模还

是质量上与领先国家虽然有一定差距，但在个

别方向或某些具体的点上，我们是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的。所以，对未来的发展，我个人很乐

观，并且随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国家战

略布局的重视、科学家的学术积累，我认为学科

建设具备赶超的条件。

《前沿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支持

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您作为海南大

学校长，对海南大学脑科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做

了怎样的规划？

骆清铭：海南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

点上，在科技和教育领域，海南大学应该也必须

要发挥特殊作用。对于脑科学等前沿交叉学

科，我们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方面，由于海南要

对外开放，我们应该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与担

当；另一方面，在海南进行脑科学研究也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前面我们提到，要把小鼠脑图谱的研究推

进到猴等非人灵长类。在猴的饲养和繁殖方

面，海南具有独特的气候优势，它们可以完全在

自然环境下活动，不用像内陆城市一样只能待

在空调房里。所以，我正在积极推动在海南建

设非人灵长类繁育基地，政府和科学家们都很

支持。非人灵长类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种质资

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正加快建设的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也将对海南的非人

灵长类脑科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时，在科研国际合作方面的特色也十分

明显。海南已经对 59 个国家免签，也就是说，

国外科学家不用办任何手续就可以来海南访

问、讲学、做研究，非常有利于学术交流。

另外，在国家有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海南大学也联合国内优势研究机

构，启动了相关研究基地的建设，预计 2022年将

完成主体基础设施。综合这些，我相信，未来的

海南一定会成为理解脑、保护脑、创造脑的科研

高地。欢迎有志之士来海南与我们一起奋斗。

（本文由刘若涵、《前沿科学》编辑毕文婷采

访整理）

骆清铭，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

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

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发明了

显 微 光 学 切 片 断 层 成 像（MOST）技

术 ，首 次 获 得 了 亚 微 米 体 素 分 辨 率

的 小 鼠 全 脑 高 分 辨 图 谱 ，首 次 展 示

了 鼠 脑 轴 突 的 长 距 离 追 踪 ，为 绘 制

全 脑 神 经 联 接 图 谱 ，特 别 是 单 神 经

元 分 辨 水 平 的 三 维 连 续 图 谱 提 供 了

重要研究手段。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 等 奖 各 一 项 。 代 表 性 成 果 发 表 于

Science、Nature Methods、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国

际学术期刊。

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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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让你待在房间里不准出

门，但有吃有喝环境舒适，手机有电 WiFi 不

掉线，可以坚持多久？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让我们都切身体会到了这样的时光，

居家隔离时外部刺激变得单调而稀少，没过

多久，生理和心理都会感到不适。

其实早在 1954 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

贝克斯教授就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即“感

觉剥夺”实验。实验参与者被蒙上双眼、戴

上耳塞和手套，躺在非常舒适的床上，不用

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这

个“躺着挣钱”的实验看似容易，但 90%的

参与者在 24～36 h 内就申请退出，没有一个

人能坚持到 72 h。这是由于我们大脑里维持

觉醒状态的中枢结构——网状结构在作祟，

它必须得到外界的刺激才会活跃，而活跃的

结果就是告诉我们：“我还活着”。因此，对

于生命体来说，刺激和感觉都是必不可少的。

感觉 （Sensation），属于心理学范畴，是

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

性的反应，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开端，也是知

觉、记忆、思维等复杂认知活动的基础。

根据刺激的来源，感觉可以分为外部感

觉和内部感觉。外部感觉包括视觉、听觉、

味觉、嗅觉、皮肤感觉，其中皮肤感觉又分

为痛觉、痒觉、触觉、压力觉、温度觉等；

内部感觉包括运动觉和平衡觉等。本文主要

围绕痛觉 （疼痛） 进行介绍。

一生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感觉

疼痛是从低等动物到人都存在的、在进

化上古老且保守的一种感觉，也是每个人一

生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感觉。它作

为一种躯体感觉，能够对潜在或已存在的损

害起到警示作用，引起机体一系列防御性保

护反应，防止机体继续受损。同时，它也是

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将其

确 认 为 继 呼 吸 、 脉 搏 、 体 温 和 血 压 之 后 的

“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

痛觉的形成可以视为一个链条，简单来

说是通过机体接受刺激产生组织损伤并释放

化学物质，进而刺激分布在体表或组织内部

的 专 门 感 受 机 体 内 外 环 境 变 化 的 痛 觉 感 受

器，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再由神经纤维

送达相应感觉区，最终产生痛觉。

从组织受到伤害性刺激到机体产生疼痛

的感觉，神经系统实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复杂

的电学和化学变化。首先，全身的皮肤上密

集分布着很多神经末梢，它们感受有害 （疼

痛） 刺 激 （如 组 织 损 伤 后 释 放 出 的 化 学 物

质），并将这些化学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种

电脉冲通过神经从损伤部位或病变部位传到

脊髓，脊髓继续发出电脉冲经过神经传导束

向丘脑传递。

丘脑是一个中继站，它将感觉信号传递

到包括大脑皮层在内的不同的大脑区域，这

些区域处理来自身体的伤害性信息，即对疼

痛做出反应或引起疼痛，并产生复杂的疼痛

体验 （如图 1 所示）。疼痛体验包括多个部

分，在感觉辨别方面，它帮助我们定位身体

上 发 生 伤 害 的 位 置 并 反 馈 伤 害 的 强 度 和 性

质；在情感动机方面，它传达了体验不愉快

探 秘 人 类 第 五 大 生 命 体 征
南通大学 高永静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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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疼痛的产生和传导过程

图2 疼痛的视觉模拟评分

的程度；在认知评估方面，它协助我们思考

如何避免疼痛。

目前，我们知道了疼痛的感觉辨别是在

大脑皮层感觉中枢。它位于中央后回和中央

旁 小 叶 的 后 部 ， 还 有 前 扣 带 皮 层 、 岛 叶 皮

层、前额叶皮层、杏仁核、伏隔核等多个脑

区参与情感动机和认知评估。研究人员还发

现了参与疼痛体验的许多脑区与基本情绪体

验重叠。因此，当人们经历恐惧、焦虑、愤

怒等负向情绪时，负责这些情绪的脑区也会

放大痛苦的体验。

幸运的是，大脑中也有一些系统有助于

减轻疼痛，称为内源性镇痛系统。例如，从

大脑发出的下行信

号被送回脊髓，可

以抑制 （阻断或干

扰） 传入伤害性信

号的强度，减少疼

痛体验。这些下行

信号导致疼痛减轻

的一种方式是将分

子 （如内源性或自

产阿片类物质） 释

放到脊髓中，阻止

疼痛信号从大脑和

脊髓 （周围神经系统） 以外

的神经传递到大脑。

主 观 感 受 极 易 干 扰

科学评价

国 际 疼 痛 学 会 （IASP）

将疼痛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或

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

快的感觉、情绪情感体验或

与此相似的经历。因此，疼

痛实际上包含了感觉和情绪

两个方面。疼痛的感觉能够

告知机体受刺激的部位、性

质和强度；而情绪则说明疼

痛始终是一种主观体验。

语言描述是表达疼痛的方式之一，个体

对疼痛的主诉应当予以接受并尊重。在临床

治疗时，医生也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Visu-

al Analogue Scale， VAS） 量表对患者进行疼

痛的等级评估 （如图 2 所示），按照从 1 到 10

的量级或者选择从高兴到痛苦的卡通图像对

疼痛进行分级。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医生记录

疼痛的变化，可以用来了解病人术后恢复的

情 况 等 。 但 疼 痛 本 身 是 一 种 较 为 主 观 的 体

验，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度不同，一个人的 5

级疼痛可能比另一个人的 7 级疼痛在医学上更

为严重。另外，焦虑和抑郁情绪也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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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情绪，大部分的抗抑郁药物也会缓解患

者的疼痛感觉，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对疼痛

患者进行心理社会评估也尤为重要。

疼痛和遗传也是密切相关的。有些人天

生感觉不到疼痛，这是由于他们在痛觉感受

器和其他类型神经元的电活动中起作用的基

因发生了突变。科学家对大量疼痛患者进行

了基因突变筛查，确定了许多与疼痛有关的

基因，证实了基因在决定我们对疼痛的敏感

度方面发挥了作用。此外，认知、情绪、环

境和早期生活经历等表观遗传因素，以及性

别、种族、年龄等都会影响对疼痛的感觉，

比如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双胞胎，其痛觉敏

感度就可能不一样。

疼痛唤起的多维体验具有主观本质，在

人 体 上 进 行 疼 痛 的 科 学 研 究 除 了 伦 理 的 限

制 外 ， 其 主 观 性 感 受 也 给 研 究 带 来 更 多 挑

战，因而动物疼痛模型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关

键部分。

动物身上不同类型的疼痛可以使用不同

的方法检测，如躯体疼痛、内脏疼痛、头面

部疼痛均有相应的检测方法。动物的疼痛评

估通常基于它们对疼痛刺激的逃避行为，如

对热刺激和机械刺激的缩腿反应、对曾经经

历过疼痛的环境回避等，以此来判断动物的

疼痛强度和类型。研究者还会利用高架十字

迷宫、强迫游泳、悬尾实验来检测慢性疼痛

的大鼠或小鼠的焦虑和抑郁行为。

疼痛也有“好”“坏”之分

在临床上，疼痛被分为“好痛”和“坏

痛”。如果没有痛觉，机体对有害刺激的回避

性 反 应 就 会 减 少 和 降 低 ， 这 种 疼 痛 被 称 为

“ 生 理 性 疼 痛 ” 或 “ 急 性 疼 痛 ”， 俗 称 “ 好

痛”，它是自限性的，当损伤去除或原发病治

愈后，疼痛就会消失。

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人存在某个部位的

长期疼痛，临床上把持续或反复发作 3 个月以

上 的 疼 痛 称 为 “ 慢 性 疼 痛 ” 或 “ 病 理 性 疼

痛”，俗称“坏痛”。

慢性疼痛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约 20%的人

口，且多发于老年人，其根源来自生理和心

理 两 个 方 面 ， 常 见 形 式 有 头 痛 、 腰 痛 、 癌

痛、关节炎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 （由于周

围神经或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引起的疼痛） 和

心因性疼痛 （不是由疾病、身体损伤或神经

系统损伤引起的疼痛） 等。患者可能同时存

在两种及以上的慢性疼痛症状，如慢性疲劳

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纤维肌痛、炎症

性肠病、间质性膀胱炎、颞下颌关节功能障

碍和外阴痛等，但目前并不清楚这些疾病是

否存在共同的病因。

长期持续地刺激会使疼痛传导通路产生

结构和功能上的重组，这种现象被称为神经

可塑性变化。对于疼痛而言，这是一种不健

康的可塑性形式。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

系统的长期、不适当或不充分的变化会使我

们对疼痛过敏，具体表现在对非痛刺激产生

疼痛感觉以及对疼痛刺激的感觉增强，且在

伤口愈合后还会持续疼痛。

例如，周围神经系统中的感觉神经元发

生可塑性变化后，可能会改变它们发送给脊

髓的电信号或分子信号，这又会触发脊髓神

经元中受体和化学递质的基因表达变化，从

而 形 成 慢 性 疼 痛 状 态 。 脊 髓 神 经 元 活 动 增

强，进而增强了向脑干和大脑的疼痛信号的

传递，这种中枢敏化很难逆转，使疼痛持续

超过其保护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在疾病的

早期有效控制疼痛，防止疼痛传导通路发生

神经可塑性变化。临床医生常说的“疼痛不

能忍，要早发现早治疗”，就是这个原因。

由慢性疼痛带来的持续性、伤害性的感

觉，在给患者情绪和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同

时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大约 25%的慢性

疼痛患者会继续患有慢性疼痛综合征，产生

超 出 疼 痛 本 身 的 症 状 ， 如 抑 郁 、 焦 虑 、 易

怒、内疚、疲劳感、失去性趣、失眠或产生

自杀念头等，甚至发生吸毒、酗酒、药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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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而患者的

健康状况也与疼痛的严重程度紧密相关，疼

痛严重时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措施，也更容

易引发残疾。

疼痛研究还需突破“痛点”

基于慢性疼痛的普发性与严重性，世界卫生

组织 （WHO） 于 2018年在第十一版 《国际疾病

分类》中首次收录了慢性疼痛，其疾病分类号为

MG30，该版本将于 2022 年在 WHO 成员国执

行。国际疼痛学会（IASP）确定每年10月的第3

个周一为“世界镇痛日 （Global Day Against

Pain） ”，我国也确定每年 10月的第 3周为“中

国镇痛周”。

在临床治疗中，应对轻度疼痛一般使用

对 乙 酰 氨 基 酚 、 布 洛 芬 等 非 阿 片 类 药 物 缓

解；中重度疼痛通常采用吗啡、可待因、氢

可酮等阿片类药物，再辅以针灸和电刺激等

方式。心理咨询、物理治疗和放松技巧等多

种方法也能够辅助缓解慢性疼痛和随之而来

的其他症状，也就是说，如果更多的慢性疼

痛患者了解疼痛的原因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配合治疗，他们的病症虽无法彻底治愈但

起码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不过，科学家们相信，神经科学的进步

将在未来几年中带来更多更好的方法，用以

治疗慢性疼痛。

几个世纪以来，科研工作者对疼痛的不

断研究使我们对疼痛的原因和机制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改善了某些疼痛性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方法。在明确疼痛的神经传导通路的基

础上，我们对疼痛的细胞、分子、环路机制

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早期研究显示，疼痛的传导由三级神经

元完成，而且神经元的可塑性变化在慢性疼

痛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近年来的研究

揭示了非神经元细胞，如胶质细胞、免疫细

胞、肿瘤细胞等也参与疼痛的调节，并促进

神经元可塑性变化[1-2]，表明了神经免疫调节

可能作为疼痛治疗的途径之一。

光遗传、化学遗传技术和多种功能的病

毒结合，使疼痛传递和调制的微环路逐步得

以揭示，脊髓背角局部环路、脑部核团之间

的环路、脑部核团向脊髓的下行投射对疼痛

的调节报道逐渐增多[3-6]，为神经调控镇痛奠

定了基础。

慢性疼痛模型结合单细胞转录组学的研究，

揭示了在疼痛的不同阶段，背根神经节、脊髓或

脑区中基因表达和分布的变化[7-8]，将促进对慢

性疼痛机制的深入研究并开发新的镇痛靶点。

尽管在疼痛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进

展，但仍有很多慢性痛不能得到有效缓解，还有

待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深入探索疼痛神经传导和

疼痛感知机制、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炎性疼痛的机

制、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机制；研究疼痛

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种族差异的机制；研究

阿片类药物耐受和成瘾的机制，寻找减少阿片副

作用的途径等。只有突破这些研究“痛点”，我

们才能探索出更有效的疼痛治疗方法，开发出疼

痛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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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记 忆 ：

按图索骥

记忆是脑功能重要而又神秘的一部分。小时

候，孩子们有时会幻想，如果科技发展先进了，

是不是通过吃入一颗小药丸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知

识，而不再需要刻苦学习。在以《全面回忆》为

代表的众多好莱坞科幻电影中，英勇神武的主角

们还能够很容易通过脑机接口与药物辅助获得他

人的记忆与能力，完成记忆的迁移与人格的转

换。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幻想吗？这里，我们将讲

解记忆 （如图1所示） 神经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

和众多令人吃惊的发现。

记忆的位置与形成

在讨论记忆的移植与操作之前，首先需要知

道的是记忆究竟被保存在大脑中的什么位置。仅

仅是这个简单问题的研究，就耗费了科学家接近

100年的时光。早在达·芬奇生活的文艺复兴时

期，人类就通过解剖了解到大脑的结构，但对于

记忆究竟存储在哪里，直到1个世纪前才开始有

较为系统的研究。

较为突出的是美国生理心理学家卡尔·拉什

利 （Karl Lashley） 维持了 20年的一项研究。首

先，他建立了一个迷宫，让实验动物学习迷宫中

的路径，通过路径选择的错误率判断记忆的强

度。接着，他对大鼠/猴等实验动物的皮层进行

损毁实验，试图寻找大脑中究竟哪些脑区参与了

记忆的存储和提取。经过多年的研究后，他发

现，损伤大脑皮层任意部位的脑区都无法损伤记

忆，然而，损伤的部位越多，产生的影响越大，

动物的记忆提取越困难。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重

要的论断，即记忆在大脑中是分布式存储的，局

部脑区的损毁会被其他脑区的记忆存储代偿。

记忆在哪里的故事并没有在拉什利的研究后

终结。后继有研究者提出海马 （CA1） 是大脑内

与学习记忆最相关也是最重要的脑区之一。科学

记忆可以被操纵和移植吗？
上海科技大学 管吉松

复旦大学 陆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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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海马在学习记忆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逐步更新的过程。早期认为海马的主要作用是

临时存储短期记忆，类似一个物流的中转仓

库，随着记忆的逐步巩固，记忆信息从海马逐

渐转移到大脑皮层存储[1]。

支持该观点的一个典型病例是简称为 H.M.

的病人，其由于难治的顽固性癫痫接受了双侧

海马的完全切除。切除后病人出现了两个特征

性改变，一是手术后出现了短期记忆的障碍，

即顺行性遗忘；二是手术之前的记忆也受到影

响，但是越接近手术日期的过往记忆受到的影

响越大，而已经形成的长期记忆几乎不受影

响，即出现了梯度性逆行性遗忘。病人的这两

个特征性记忆改变均表明海马在记忆存储中扮

演临时性角色。但是，有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这一观点，他们研究发现某些类型的记忆，如

自传体记忆，海马损伤也会对患者儿时就建立

的长期记忆产生显著影响，提示海马在记忆长

期存储中也可能发挥作用。

基于这些发现，20世纪 90年代末期，科学

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海马在短期记忆向长

期记忆的转变过程中通过与大脑皮层不断形成

新的连接，一直发挥作用[2]。这个观点在21世纪

初又得到进一步更新，即在某些情况下，储存

在海马的具体化信息可以转型成更为抽象化的

信息转移到皮层保留，而那些记忆的细节信息

继续保留在海马中存储[3]。这个优化的观点得到

了最新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发现，在长期记

忆形成后抑制海马的活动能够影响记忆的唤

起，这提示了海马的作用仍然存在。

然而，还有一个主流观点认为，海马在记

忆形成与提取中发挥检索作用，类似书本的目

录，可以帮助大脑很容易地找到记忆信息的具

体位置[4]。这一观点认为海马的检索作用是始终

存在的，因此也支持海马的长期作用。综合各

方观点与最新研究结果，提示海马在长期记忆

阶段仍然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但记忆信息

经过抽象化后向大脑皮层的转移仍是记忆巩固

过程中的主要改变。

记忆印记的发现

记忆从获取到存储的各个过程常伴有大量

神经元的活动，因此催发出多种脑电波。研究

者们在对电信号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记忆的蛛丝

马迹。其中一个特征性的脑电信号称为棘状尖

波，是一种不规律的大幅度神经振荡，最早在

海马区发现，由 120～250 Hz 的高频波纹与

0.01～3 Hz的尖波叠加构成。这种神经振荡多出

现于动物的清醒休息状态和慢波睡眠状态中，

在记忆的巩固中发挥重要作用[5]。

其 他 的 脑 电 波 信 号 ， 例 如 Theta 振 荡 和

Gamma振荡也被认为与记忆相关。Theta振荡频

率相对较低，范围为 4～12 Hz，是最为常见的

一类周期性节律，表现为近似正弦波的大幅度

规则信号。1971年，John O'Keefe在海马中发现

了表征位置信息的位置细胞，其在特定的位置

发放频率能够达到50 Hz以上[6]。1993年，又进

一步发现位置细胞相对于Theta振荡存在一种相

位进动的现象，相对于前一个 Theta 振荡周期，

下一个Theta振荡周期内位置细胞的发放总是会

提前[7]。这种时序编码表明了 Theta 振荡对于空

间记忆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Gamma振荡是一种频率范围在30～90 Hz之

间的宽频波，产生机制较为复杂。比如在学习

单词任务中，海马和内嗅皮层的 Gamma同步增

加，说明 Gamma神经振荡参与了记忆的编码过

程。在迷宫实验中检索记忆进而选择有奖励的

方向时，海马中的 Gamma能量以及其与 CA3神

经元中的 Gamma同步增加，说明 Gamma神经振

荡对记忆的成功提取十分重要。

脑电波具有传播的能力，在不同脑区中

的传播侧面验证了记忆的形成与存储由多个

脑区协同参与。例如，有研究发现大鼠在 T 迷

宫做决策时，前额叶皮层 （PFC） 和中脑腹侧

被盖区 （VTA） 在4 Hz频率处存在能量和相位

的同步化上升现象，并且这样的同步化能够调

节这两个脑区各自的 Gamma振荡发放，被认为

是大鼠成功唤起空间记忆的内在机制[8]。另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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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在执行嗅觉—空间联合任务时，外侧

内嗅皮层 （LEC） 和海马之间存在20～40 Hz的

同步化上升现象。随着训练时间的加长，大鼠

选择行为的正确率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

LEC—CA1之间 20～40 Hz的耦合也有一个明显

的由低到高增长，表明其对于大鼠嗅觉—空间

联合记忆的编码和提取是非常重要的[9]。

记忆印迹的发现是近期研究的一个重要突

破。随着新基因组工具的研发，研究者建立了

一种可以长久稳定标记在某个时刻活跃神经元

的方法。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利根川

进研究组利用实验小鼠发现，大脑内海马体的

很少一部分细胞会在学习一个任务的时候被激

活，而其他的任务则会激活另一群细胞。当用

基因组工具稳定标记学习任务中被激活的神经

元时，就可以在任意场景内，仅仅通过激活海

马中的这群神经元就能够唤起记忆。这些神经

元数量稀少，但是与记忆具有非常强的联系[10]。

后来多个研究组发现，包括在海马、杏

仁 核 、 大 脑 皮 层 的 多 个 脑 区 中 都 存 在 与 记

忆相关 （如图 2 所示） 并能够区分不同记忆的

细胞，它们被命名为记忆印迹。这些分布在大

脑许多脑区的记忆印迹呼应了100年前拉什利的

研究，为记忆的细胞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忆的写入与读取

那么能否利用这些记忆的存储对记忆信息进

行操控呢？这就要解决神经活动的编码特异性与

神经活动调节技术手段等关键技术问题，目前从

多个角度有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答案。研究者研发

了一种叫做光遗传的先进技术，利用光学操控特

定神经元，可以人为地以毫秒级精度诱发神经活

动。在恐惧记忆的中枢——杏仁核内，研究人员

可以人为诱发一次神经元间突触增强的过程。这

样，小鼠在接受到外界信息的同时增加了突触强

度，使得这种信息更容易产生恐惧响应，从而将

恐惧记忆直接植入脑内[11]。显然，这样的恐惧记忆

还不具有代表性，仅仅对特殊的记忆类型有效。

由于记忆的神经机制目前普遍认为与突触

可塑性有关，对突触的改变会改变记忆。突触

是大脑神经细胞间进行通讯的连接位点，其形

态与构成可在特定情况下受内在或外界因素影

响而产生变化，造成其传递效能发生改变。这

种在突触水平的短期或长期的可塑性变化，被

认为与学习、记忆过程有着类似的分子与细胞

机制。然而，突触的改变只能反映微观水平的

变化，记忆的形成与存储不仅涉及突触水平的

变化，还涉及细胞、细胞构成的神经元集群与

图2 参与记忆活动的海马与皮层脑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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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微环路 （介观），以及这些细胞集群间形成

的神经网络（宏观）的改变。

随着前沿的新研究方法逐步建立，使得科

学家能够从多尺度多维度研究记忆形成的有关

问题，如记忆形成后这些信息是如何在大脑内

巩固的？在记忆巩固过程中参与记忆的细胞群

内部的构成及这些细胞群间的结构与功能连接

是如何演变与重塑的？大脑内最终能否形成稳

定的结构来长期存储记忆？这些都是目前大脑

记忆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与主攻方向。

那么究竟是否可以对更加复杂的记忆进

行改写呢？记忆印迹细胞的发现解决了记忆

特异性的问题。研究者近期做了一系列有趣

的实验，对实验动物大脑中的记忆进行了操

控 （如图 3 所示）。记忆的一个场景会激活一

群神经元。利用遗传学标记的方法，研究者

（a）

（b）

图 3 实验动物植入记忆图

（a）正常记忆与人工植入虚假记忆的差异；(b)记忆印迹细胞驱动记忆的形成，也可以利用记忆

印迹细胞植入虚假记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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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到了这些特定场景激活的记忆印迹神经

元。这样，在安静的时候，仅仅通过激光操

控这些神经元就能够改变神经元活动及其编

码内容，从而人为地将记忆植入没有经历过

相关事件的小鼠脑内[12]。

另一个有趣而又古老的话题：记忆能否遗

传？当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低等动物如涡虫等

的记忆可能通过一些非神经的形式传递。实验

发现，切除了头部的涡虫在尾部再生后仍然能

拥有完整成虫的某些记忆；小鼠对某种气味的

记忆可以通过表观遗传修饰[13]的方式传递给子

代。这些神奇的研究提示，在记忆领域生物的

复杂系统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保存信息，还有很

多可能性正在等待研究者们去发现。

记忆的机制与人工智能

记忆的奥秘在于其依靠复杂的生物学机制

能够记录自然中发生的任何可能性事件，并客

观地提供给大脑进行理解。

记忆信息如何在大脑内实现长期存储？这

个问题的另一种更为学术性的提法是“记忆长

期存储的分子与结构基础是什么”，这不仅是脑

科学的重大科学问题，也是整个自然科学间长

期困扰科学家的基本问题。

对于长期存储记忆的分子，一般认为其至

少具备两个要求：一是该分子在激活状态下本

身能够维持较长时间活性，二是其对记忆信息

的存储不受蛋白更新的影响。在记忆长期维持

与 存 储 中 ， 发 挥 潜 在 作 用 的 分 子 可 能 包 含

PKMζ和 CaMKII，这两个分子在激活状态下均

能保持相对较长的活性。另外，科学家也已经

提出了多种假说来解释记忆的存储不会被这两

个分子的更新所影响。

相对于记忆分子基础的了解，对记忆结构

基础的研究仍显缺乏。目前的发现主要停留在

神经细胞的突触层面，认为突触结构与功能的

改变能够长期维持，以编码及存储长期记忆。

最近 10年，在记忆“印迹细胞”层面的重要进

展，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记忆可以由特定的神

经细胞集群来编码与存储，这些细胞是如何形

成的、细胞群的构成在长期记忆形成过程中如

何动态演变以及这种演变最终是否能够形成一

个稳定的连接结构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根据这些机制的研究，科学家们一方面通

过对记忆形成过程与提取过程分子机制的干

涉，实现了记忆存储能力的增强和记忆遗忘的

调控，从而达到治疗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中记忆

能力丧失的目的。实际上，一些调节记忆能力

的药物已经被当作“聪明药”，在一些需要短期

内增强记忆能力的时刻被使用。

另外，关于记忆形成过程中神经环路机制的

研究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启

示。有研究发现，在人工神经网络中融合记忆的

信息能够非常大地提高网络识别与判定的精确

度。例如，概念化的记忆如何在神经网络中形

成、如何在具体的信息中发挥检索和填补感知缺

失的功能，这些前沿的研究将启发智能研究的新

思路，有可能解决目前人工智能算法相关的短板。

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有可能最终使

得人类的记忆以及记忆所承载的意识从生物脑

中复制甚至移植出来，让人类的记忆可以进行

星际旅行，甚至进入永生。总之，对记忆的研

究将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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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人类面临很多诱惑。当你吃炸鸡、

冰激凌时，你的幸福指数会快速提高；当你喝咖

啡时还会提神醒脑，思维、联想加速，也更加充满

活力。这些诱惑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幸福感。

然而，有些诱惑“接触”后却会控制你的生活，一

旦脱离将产生巨大痛苦，从而强烈依赖这种“诱

惑”，这就产生了成瘾。

药物成瘾是一种最严重的成瘾。人的一生，

总免不了服用药物。一颗小小的药片有着神奇

功效。然而，有些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具

有成瘾性。如在医院做手术，医生需要给患者使

用吗啡等阿片类镇痛药，此时患者属于合法药物

使用者，但患者痊愈出院后，由于对阿片类镇痛

药使用而产生的欣快感感觉良好，有继续要求使

用的欲望，私下购买供自己使用，此时患者已经

属于违法的药物滥用者，随着使用频率越来越

高，一旦停药，将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状态，即戒断

症状，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疲乏、无力、流

涎、震颤等，此时患者就变成了药物成瘾者[1]。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最初是用作强效止痛

药，但由于其强烈的成瘾性使其失去了医疗价

值，如海洛因已经成为毒贩非法销售的毒品。

药物成瘾效应产生与脑奖赏系统密切相关

成瘾药物进入脑内如何产生欣快作用？很

多研究表明，这与成瘾药物激活脑内的奖赏系统

密切相关。脑是指挥机体所有活动的“司令

部”。脑在指挥机体的活动时除了满足机体生存

需求外，有些活动还可以得到心情愉悦的奖赏，

这个奖赏是由于脑奖赏系统被激活所致。

脑奖赏系统始于一个叫做腹侧被盖区（Ven-

tral Tegmental Area,VTA）的脑部组织，它位于脑

干部位的中脑。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的 James Olds和 Peter Milner将电极植入大鼠

的脑部，发现大鼠会无休止地按压杠杆寻求脑部

电刺激。它们按压有多频繁，就显示有多偏爱。

这些动物甚至会忽略食物、水、潜在的性伴侣等，

反复按压杠杆，直至精疲力竭，累得无法继续。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电刺激可以引起一类特

殊神经元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它给你喜悦、让

你感觉良好。

之后，在大鼠脑的其他区域，包括伏隔核、

下丘脑外侧、内侧前脑束及脑桥背部等核团，

也发现了参与奖赏信息加工的神经网络和神

经递质，它们与“快乐因子”多巴胺一起，产生

欣快感，进而产生正性强化效应，让你下次会

更容易付诸行动。然而，重复愉悦行为并非总

是有益，成瘾药物对脑内奖赏系统的激活是产

生机体对成瘾药物精神依赖和觅药强迫行为

的主要原因[2]。

停用成瘾药物为什么会产生戒断症状？

成瘾药物在对脑奖赏系统产生强烈作用后，如

果突然停用药物，脑功能会产生强烈反弹，神

经环路发生重构，导致戒断症状。如停用吗啡

后，除了引起 VTA 多巴胺功能降低外，还可使

伏隔核兴奋性谷氨酸能神经环路功能增强，如

果 抑 制 这 种 增 强 可 明 显 抑 制 吗 啡 的 戒 断 症

状。此外，停用吗啡后还可引起杏仁核和腹侧

纹状体强啡肽功能增强，如果抑制强啡肽可明

显抑制因停用吗啡产生的焦虑、烦躁等负面情

绪。这些证据表明，停用吗啡后，伏隔核兴奋

性谷氨酸能神经环路及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

强啡肽功能增强，是吗啡停用后产生戒断症状

的重要神经机制。

药物成瘾时脑内会有什么变化？
复旦大学 王菲菲 郑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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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记忆唤起让药物成瘾脱毒后复吸

成瘾药物脱毒后为什么容易复吸？目前有多

种方法可以对毒品成瘾者进行有效脱毒，解除成

瘾症状。然而，即使脱毒很长时间，仍然有一些因

素可导致复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当脱毒者进

入曾经服用毒品产生欣快或停用毒品产生戒断症

状的场景中时，由这些场景提取的药物成瘾记忆，

使脱毒者回想起服用毒品产生的欣快或停用毒品

产生的戒断痛苦，引起毒品脱毒者重新强迫性觅

药，导致毒品复吸。因此，成瘾记忆的形成和提取

在成瘾药物的复吸中具有重要作用。

脑内奖赏环路编码奖赏效应的同时，能对奖

赏相关的刺激及其伴随的特定线索和环境等信息

形成记忆痕迹，并以特定的信息模式储存于脑

内。当记忆被再次激活后，能够成功触发机体的

行为反应，以便再次获得该奖赏。成瘾相关的学

习与记忆环路包含奖赏环路VTA、伏隔核、记忆中

枢海马、皮层及杏仁核等脑区。当体验到药物带

来的极度快感时，大脑把这种强烈快感及与之相

关的事件（人、地点、物体或情绪）相联结，储存于

他们的奖赏和记忆的神经环路[3-6]（如图1所示）。

大量研究提示，成瘾者强迫性用药的神经基

础会涉及关联性记忆神经环路的适应性改变。

脑内有一种叫△FosB的蛋白质，它是启动这些跟

成瘾相关的大脑改变的分子开关。△FosB的产

生使神经细胞之间的突触功能联系加强，更容易

传递信息。这发生在所有的学习过程中，也称为

神经可塑性。成瘾药物的滥用会导致在大脑奖

赏、记忆以及冲动控制系统中△FosB的产生和过

度累积，导致神经细胞之间更强的连接，使得成

瘾相关的记忆形成后长期存在[4-7]。

这种强烈而持久的记忆是产生对成瘾性药

物的长期心理渴求和与成瘾性药物相关的环境

线索诱发复吸的重要原因。以往的研究表明，重

新回到之前用药的环境能唤起或激活成瘾相关

记忆，而使记忆进入不稳定的状态，随后脑细胞

将新合成一些蛋白，这些新合成的蛋白使记忆更

新、强化或消除，重新回到稳定状态[4-7]。

利用记忆的再巩固和消退理论（如图 2 所

示），科学家们建立了结合条件刺激（药物）、非条

件性刺激（环境线索）诱导的记忆再巩固干预消

除成瘾记忆的行为范式，即记忆唤起—消退心理

学操纵模式。在药物成瘾的动物及海洛因吸毒

者中，该研究发现，在再巩固时间窗内进行条件

性操作消退训练，均可以抹除毒品相关联的记

忆，降低毒品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瘾，并且作用效

果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该范式只是针对某

一非条件刺激相关联的记忆有效，不能消除所有

的成瘾记忆，因此疗效有限[8-9]。

后来，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非条件性

刺激（小剂量药物）唤起记忆后进行消退训练，能

够抑制所有条件性刺激诱

导的觅药行为的自发恢复

和再现，表明这种范式可

以更全面彻底地消除成瘾

记忆。相对于条件性刺激

唤起—消退范式，非条件

性刺激唤起—消退范式可

有效消除远期药物成瘾记

忆，降低觅药行为的自发

恢复以及环境线索诱导的

药物复吸[8-9]。

结合动物和人体研

究，科学家们在动物实验图 1 成瘾记忆存储于痕迹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环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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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利用小剂量的尼古丁作为非条件刺激唤起

记忆后，系统给予临床用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

剂普萘洛尔，能够破坏所有环境线索和刺激相关联

的自身给药和条件性位置偏爱记忆，表明这种范式

可以更全面彻底地消除尼古丁成瘾记忆；在吸烟者

中，在小剂量的尼古丁唤起前口服普萘洛尔，可以

破坏吸烟者的成瘾记忆并显著降低心理渴求。

另外，冲动控制障碍曾被归为成瘾行为，包

括赌博、偷窃癖、冲动性购物及网络成瘾等。形

形色色的成瘾行为研究揭示了基本相同的大脑

病变：负责奖赏、决策与冲动控制的前部纹状区

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性低下；在认知任务

中，脑前叶下腹中轴皮层的活性减少；眶额叶皮

质受损，通常的后果是判断能力下降等。前额叶

皮层负责评估风险，建立长期计划和控制冲动，

成瘾削弱和抑制这些介导自我控制的核团。皮

层功能下调，皮层—纹状体通路功能改变，介导

了成瘾后冲动行为的增加。

技术手段靶向干预助力药瘾者康复

经颅磁刺激（TMS）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是近年来发展快速的两项非侵入性脑刺激技

术。在国际上，经颅磁刺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

脑损伤后康复、失眠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治疗中。

而 TMS技术可以调节脑皮层局部或远处神经元

的兴奋性，并且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和突

触可塑性来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从源头改善成

瘾者的大脑皮层兴奋性和神经可塑性。

高频重复的经颅磁刺激（rTMS）可以增强大

脑边缘环路多巴胺的释放和影响大脑神经的兴

奋性，最终导致神经适

应性的变化。德国歌德

大 学 Johann 等 研 究 发

现，rTMS刺激大脑的背

外侧皮层区域可以减少

尼古丁渴求行为。

近年来，我国科学

家进一步利用非侵入脑

刺激技术结合同步电生

理记录，给成瘾患者进行系统的皮层可塑测量，

进行精准脑功能研究，并利用神经调控靶向干预

对药物成瘾患者进行脑功能综合康复。他们利

用 TMS技术对吸毒多年的海洛因成瘾者进行了

研究，成功降低了成瘾者对海洛因的渴求度。低

频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对冰毒成瘾者冲动行为干

预有效，该神经调控方案降低了患者的冲动行

为，恢复了他们的目标导向行为模式，且多次干

预治疗的效果具有持续性[10]。

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脑可塑性在药物成瘾中

的重要作用，为通过靶向干预脑功能、调节脑可

塑性治疗药物成瘾提供依据。但是，它也可能带

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伦理问题。通过刺

激的方式直接产生快感，也可能直接导致焦虑、

抑郁甚至暴力攻击行为。

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目前全中国

登记在册的成瘾吸毒人员超过200万名，18～35岁

青少年占近一半。其中合成类毒品，如甲基苯丙胺

（冰毒）以及新型毒品滥用比例上升。除此以外，行

为成瘾（如网络和游戏成瘾等）在青少年中发病比

例逐年上升，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家重大脑科学战略目标的指

引下，科学家们将聚焦成瘾行为形成和消除的脑机

制，研究将助力了解成瘾的生理基础，开发新的行

为、药理以及靶向脑功能的成瘾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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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为的躯体运动成分和非躯体运动成分分类，

以及躯体—非躯体整合与整合失调的表现形式。

行为（Behavior），是机体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和

种族延续对外界环境和内在生理变化做出的整

体适应性反应，是基因—脑—环境间相互作用和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行为可分为先天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和后

天学习形成的习得性行为。其中，摄食、攻击、逃

跑、睡眠和性等本能性行为，由遗传信息编码的

固有神经环路所控制，尽管在不同物种间本能行

为的形式各异但却是高度保守的。就像节肢动

物和脊索动物这两种不同的物种，早在约5.4亿年

前的寒武纪就已经开始分化，但这些不同种类的

动物都具有逃跑行为[1]，只是为了适应种间不同

的生存环境，不同动物演化出了不同运动形式的

逃跑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蜘蛛在逃跑时利用重

力垂直落地，鱼类通过短时爆发式游泳逃逸，而

啮齿类则迅速跑向附近的庇护所。

习得性行为则依赖于过往经验，是后天经验

与神经元和突触的可塑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助

于动物个体适应内外环境的动态变化。习得性

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习惯化、敏感化、印记

以及条件性行为，从线虫、海兔和果蝇等

无脊椎动物到脊索动物均广泛存在[2]。

运动是行为执行的基础，与感觉共同

构成了脑的两大基本功能。用来完成感

觉功能的脑结构和神经环路称为脑的感

觉系统，而发起和控制机体运动的脑结构

和神经环路称为运动系统。与感觉系统

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处理方式构

建外部客观世界的内部主观映像不同，运

动系统“自上而下”地将脑中主观产生的

抽象运动意念转变为具体的躯体运动进

而达成行为目的。运动系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不仅赋予了我们学习新动作，即运动学习的能

力，而且能够形成程序性记忆，使复杂精巧的运

动从刚开始学习时的笨拙变得愈来愈熟练。此

外，运动系统的可塑性还使得运动疾病发生后的

运动代偿和运动障碍的恢复成为可能。

任何一个完整的行为不仅需要外在的躯体

运动，还涉及许多内在的非躯体运动成分，如内

脏活动、情绪情感、睡眠觉醒乃至语言认知等。

因此，需要在脑内存在一定的神经结构和机制，

以实现在运动系统与内脏活动调控系统、情绪情

感系统、睡眠觉醒系统以及奖赏认知系统等之间

的躯体反应（Somatic Response）与非躯体反应

（Non-Somatic Response）的协调整合，即躯体—非

躯体反应整合（Somatic-Nonsomatic Integration）

（如图 1所示），从而有助于机体发起一个恰当的

行为反应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该整合的失

调则会导致躯体—非躯体并发性行为失调。

因此，从微观、介观到宏观，多层次、多尺度、

一 举 一 动 皆 脑 控
——谈运动与行为神经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 朱景宁 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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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法地研究具有高度等级性和平行性组构的

运动系统及其运动控制功能和信息加工整合机

制，不仅是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脑的构筑、

功能、运行原理和行为机制的重要突破口，而

且将成为探索临床重大神经精神疾病和行为障

碍 防 治 新 策 略 、推 动 人 工 智 能 脑 机 接 口

（Brain-Computer Interface）以及智能机器人研发

新突破的关键驱动力。

运动是行为执行的基础

行为执行依赖于中枢特定运动程序的激活，

所涉及的运动形式从最基本的反射运动到复杂

的节律运动或随意运动。脑对运动的控制表现

出高度等级性的特点：大脑运动皮层包括了初级

运动皮层、前运动皮层和辅助运动皮层，负责随

意运动计划的生成、运动程序的编制和运动指令

的下达；脑干（如前庭核和网状结构）等负责节律

性运动的产生、姿势和平衡的控制以及肌张力的

调节；脊髓介导反射性运动，其中α运动神经元

作为行为的“最后公路”直接引发骨骼肌的收缩

从而实现运动行为。基底神经节和小脑则分别

构成了大脑皮层下两个重要的运动调控侧环，在

随意运动的发起和适时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如

图2所示）。

随着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和细胞类型特异性

神经环路示踪等技术的发展，运动系统各结构中

形态、细胞内信号分子、神经化学和神经电生理

学特性各异的不同类群的神经元正被逐一认

识。这些神经元通过相互之间组成的复杂精巧

的神经网络，调控躯体运动从发起到执行的不同

阶段。揭示运动信息的编码机制以及运动发起、

执行和协调的确切神经环路机制，是未来进一步

深入认识脑的运动和行为调控功能的关键任务

之一。

正因如此，当运动系统各等级中的神经元

和神经环路出现损伤时，就会导致具有不同运

动症状的各类运动系统疾病发生，例如表现为

运动发起困难和静止性震颤的帕金森病（Par-

kinson's Disease，PD）、具有舞蹈样运动障碍的

亨廷顿病、步态紊乱和运动不协调导致共济失

调与姿势失衡的晕动病、肌张力突然一过性丧

失的猝倒症和四肢肌肉进行性无力的肌萎缩性

脊髓侧索硬化症等[3-5]。这些运动疾病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安全，并给个人、家

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且目前仍然缺乏

有效的防治手段。但令人高兴的是，干细胞移

植、原位细胞转分化等细胞诱导技术，以及深部

脑刺激、经颅磁刺激等神经调控技术已经展现

出了良好的临床发展前景[5-6]。

运动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可塑

性，具体表现在中枢运动结构，如小脑、前庭核和

纹状体等具有运动学习能力[7]，以及中枢运动结

构损伤后的功能代偿和恢复能力，如由小脑和前

庭核病变或损伤所引起的运动失调具有高度代

偿性功能恢复的可能[8]。运动学习的特别之处在

于，不同于陈述性记忆，通过运动学习产生的程

序性记忆一旦形成之后很难遗忘，因而其记忆的

形成、巩固、消退和提取对于全面理解脑的学习

记忆神经机制十分关键。

关于运动系统功能可塑性和运动学习的研

究，以小脑最为活跃并富有突破性和延续性进

展，而对于运动系统损伤后的功能代偿主要以前

图2 运动控制系统的神经环路和功能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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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行为的躯体—非躯体反应整合机制假说

庭代偿为模型展开。目前，在运动皮层、基底神

经节、小脑和前庭核神经元环路中的多种突触上

已经发现了形式多样的短时程和长时程突触可

塑性现象，如长时程压抑（Long-Term Depres-

sion, LTD）和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

tion, LTP）等。其中，小脑皮层平行纤维向主神经

元浦肯野细胞（Purkinje Cell）传入突触上的LTD，

因其是由爬行纤维传入调控的异突触 LTD 并与

众多运动学习行为范式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7]。

揭示运动学习与程序性记忆中的关键分子和神

经环路基础，不仅对于了解运动系统的功能可塑

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整

个脑的功能可塑性和学习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运动需躯体—非躯体反应协调整合

从运动计划、运动编程、运动发起、运动预测

到运动执行及运动学习，都离不开感觉信息的实

时传入和精确的感觉—运动整合。同时，躯体运

动还需要和自主性内脏活动、情绪情感、本能动

机、睡眠觉醒乃至语言认知等高级功能协调地整

合，即躯体—非躯体反应整合，以产生恰当的行

为反应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也就是说，任何一

个完整的行为，不仅有赖于中枢运动系统对躯体

运动的调控，还涉及诸多非躯体性成分。因此，

一个协调的躯体—非躯体反应整合对于机体产

生恰当的行为反应，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和自

身功能状态的改变十分关键[9-10]。

事实上，许多重大神经系统疾病就常常表现

出躯体—非躯体并发性功能的失调，如PD等经典

运动系统疾病就常伴发睡眠、胃肠道、情绪和认

知障碍等非运动症状；而嗜睡—猝倒症，这一表

现为白天过多睡眠发作并伴有因肌张力毫无预

警的突然丧失而猝倒的疾病，则恰恰是一种睡

眠、情绪、运动并发性功能障碍。这些临床表现

强烈地提示了躯体—非躯体反应整合的重要生

理功能和意义，但介导这一整合的确切神经机制

至今未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神经环路示踪研

究发现，负责运动协调、姿势平衡、运动发起的

小脑和基底神经节与调控胃肠活动、心血管活

动、情绪情感的中枢下丘脑之间存在双向且直

接的神经环路，很可能构成脑内躯体—非躯体

反应整合机制的重要一环，有助于机体整合躯

体运动和内脏活动、情绪情感等非躯体性反应

（如图 3所示）[9-10]。

对躯体—非躯体反应整合神经环路机制的

研究，不仅有助于基础理论深入认识脑功能的整

合机制，而且有助于临床医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

寻找和发展对这些情绪情感等非运动疾病及其

与运动疾病共病（躯体—非躯体并发性功能失

调）的治疗新策略、新靶点和新药物。

运动中枢也参与非运动功能调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底神经节和小脑等皮

层下经典的运动结构不仅负责行为的运动执行，还

主动参与了行为的动机编码、情绪情感、觉醒认知

等非运动成分的调控，进一步支持了躯体—非躯体

反应整合假说。

以摄食行为为例，由于小鼠基底神经节中的

底丘脑核（Subthalamic Nucleus）神经元在摄食行

为中的激活水平与动物的代谢状态以及食物的大

小和适口性等因素密切相关[11]，在小鼠底丘脑核上

实施深部脑刺激可使其食欲增加，提示了基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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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节环路活动可能参与编码摄食行为的动机。另

一项研究表明，贪食行为和厌食行为的易感性也

可由基底神经节环路介导，而这两类行为通常被

认为与奖赏加工异常和认知灵活性缺陷有关。

我们已经知道，背内侧纹状体（即人类的尾

核）在灵活的、对奖赏敏感的目标导向性行为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背外侧纹状体（即人类

的壳核）负责调控刻板的、对奖赏不敏感的习惯

性行为[12]。由于背侧纹状体中的多巴胺能信号是

目标导向性行为向习惯性行为转化的关键调节

因子，因此背内侧和背外侧纹状体间多巴胺能神

经调控的失衡将导致习惯性行为增强，从而增加

了小鼠对贪食和厌食等适应不良的摄食行为的

易感性[13]。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显示，除基底神经

节外，小脑的功能活动还与葡萄糖摄取和生理

条件下的肠源性饱腹信号密切相关，并且双侧

小脑Ⅵ小叶的低频波动振幅随受试者报告的饥

饿程度增加而增加，提示小脑也参与对摄食动

机的调控[10]。此外，纹状体和小脑皮层颗粒细

胞还可通过编码奖赏价值或奖赏预期信息参与

条件性行为的建立[14]。

基底神经节腹侧环路（腹侧纹状体与腹侧苍

白球）和小脑还参与情绪情感和社交行为的调

控。双侧小脑半球外侧部HⅥ小叶在人受试者被

动地观看能够带来快乐、悲伤或厌恶情绪的影像

时被激活；光遗传学选择性操控小脑核团向中脑

腹侧被盖区的直接投射则可调控社交行为[14]；临

床上还发现小脑在自闭症、抑郁症、焦虑症和精

神分裂症等情绪情感和社交障碍患者中表现出

明显异常[14]。

运动可以重塑脑功能

有趣的是，运动系统除了参与对运动和非运

动功能的即时调控外，长期的运动还能够通过影

响神经系统的可塑性重塑脑功能并调节认知行

为[15]。研究表明，良好的运动有益于正常成年人

和老年人群在正常或疾病条件下的脑健康，可防

止认知功能下降并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运动除了可能通过维持和增加脑血流量来改

善脑的认知功能之外，还可能通过增强突触可塑

性、促进神经元和突触发生、增加脑容量等来调控

脑功能和行为。例如，运动训练可增强幼年啮齿

类动物海马神经元突触的LTP，增强突触可塑性，

并抑制其空间学习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衰

减。此外，不同的运动还可能增加不同脑区的脑

容量，如舞蹈训练增加大脑皮层前颞叶区域脑容

量，阻力和韧性运动增加大脑枕部和小脑的脑容

量，而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则伴随着总脑容量的增

大，并提升大脑处理速度和增强短时记忆能力。

运动调控机制研究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对运动系统神经生物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将

对脑机接口和智能机器人这两个人工智能发展

的关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意义。运动系

统以其独特的神经环路构筑和信息处理方式已

经成为计算神经科学和神经工程领域中重要的

研究模型。例如，结合了小脑正演和反演模型的

控制系统就已成功应用于机器人的开发，并赋予

机器人学习复杂运动的能力。

基于运动系统神经元放电频率和放电模式，

对运动参数编码发展出来的算法和脑机接口技

术，也已能够部分恢复患者的肢体运动能力。通

过运动系统神经科学与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结合

而研发的先进人形机器人，已能实现跳跃、旋转、

甚至后空翻等类人运动功能，这些基于脑的运动

功能启发的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必将对

我国的国民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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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诱导、细胞分化、形态发生、细胞迁移、

轴突引导、突触形成……这些令人费解的名词其

实是我们在出生前大脑“悄悄地”经历的一系列

发育过程。

在大脑发育阶段中，神经发育首先起源于神

经外胚层所衍生的神经管，神经管再出现 3个脑

泡，沿着头尾轴方向分为前脑、中脑和菱脑，继而

再分化成端脑、间脑、中脑、后脑和延髓等 5个脑

泡（如图 1A 所示）。位于端脑、间脑和中后脑中

的“二级组织者”，通过分泌形态生成素诱导各脑

区的形态建成，这就完成了第一步——神经诱导

过程。

同时，脑室区的神经前体细胞通过自我扩增

和神经发生（包括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产生分

化）推动着神经细胞谱系的进展，在不同的脑区

中产生了数目巨大、特性（形态、基因表达、生理

属性和功能）各异的神经细胞，它们的命运与信

号通路、转录因子、表观调控因子以及环境因素

等密切相关。

新生的神经元通过极性化产生了初

始的轴突和树突，并进行迁移，进而组装

相应的神经结构。在大脑发育过程中，

兴奋性神经元主要进行纵向迁移，并促

成柱状神经环路（如功能柱）的有序形

成；抑制性神经元则需要进行切向远距

离迁移，从腹侧进入大脑皮层，参与神经

环路的组装和功能的调控。

神经元到达目标位置后，它们的轴

突会继续在吸引性和排斥性导向因子的

引导下，通过局部或远程的投射与下一

级靶向神经元的胞体或树突形成特异性

突触连接。突触的形成高度依赖于神经元活性，

在发育关键期，突触的形成、修剪和重塑是高度

动态的，即便是相对成熟的突触结构也具有可持

续终生的可塑性（如图1B所示）。

这是科学家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对神经发育

过程的总结，为理解生物体的感知、运动、意识和

智力等的神经机制奠定了关键理论基础，并为神

经发育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了重要的机理和手

段。而如今，传统的发育神经生物学在经历过高

歌猛进的时代以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本文将聚焦前沿、展望未来，试图揭开神经

发育的新地平线。

研究前沿：从发生到进化

随着多维度成像、高通量测序、类脑器官等

新技术的兴起，前沿性神经发育的研究模式正发

生着剧烈的改变。例如，单细胞技术可以更加全

面深入地理解神经干细胞的谱系分化、神经细胞

的命运调控网络和跨物种的差异；类器官技术也

个体差异从“头”开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吴青峰

清华大学 时松海

图 1 大脑的发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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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在体外模拟人类大脑在正常或病理情

况下的发育成为可能。以下将从神经发

生、环路发育和大脑进化等3个方向，重点

介绍神经发育的前沿进展。

神经细胞命运决定。在胚胎大脑中，

神经前体细胞（又称顶端前体细胞，包括神

经上皮细胞和放射状胶质细胞）、中间前体

细胞（又称基底前体细胞）和神经元，分别

位于细胞谱系从早到晚的3个等级中。

在大脑皮层神经发生的过程中，放射

状胶质细胞和中间前体细胞无论在细胞谱

系还是分子转录组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时序

性，即随着胚胎发育时间点的推移，它们的

分子表达谱和细胞谱系都发生了明显的

时序性转变。通过单细胞转录组的分析

显示，放射状胶质细胞的分子表达谱从高表达转

录因子和表观调控因子等“内在型”基因模块向

参与细胞—细胞或细胞—胞外基质等信号传导

的“外向型”基因模块转变，细胞谱系从增殖到生

成深层神经元、浅层神经元及神经胶质细胞有序

转变[1-2]。

有趣的是，进一步的细胞移植实验却证明

了一种特殊的“时间可塑性”（如图 2A 所示）。

当晚期的放射状胶质细胞暴露于早期的干细

胞环境中时，其细胞命运可以发生逆转而产生

深层神经元，而中间前体细胞却不具备这种能

力[1]。比如，果蝇大脑的中间前体细胞只能时序

性地表达不同的转录因子，进而决定后代神经

元不同的命运[3]。

神经细胞间还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如图2B

所示）。具体表现在，哺乳动物的神经前体细胞

位于脑室区而中间前体细胞主要位于亚脑室区，

灵长类动物大脑皮层的外侧亚脑室区中大量存

在着外侧放射状胶质细胞（oRG）以促进大脑皮层

的进一步扩展。另外，分布于前额叶和视觉皮层

的神经前体细胞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4]。

研究显示，大脑皮层中兴奋性投射神经元的

多样性与神经前体细胞的时空属性密切相关，而

抑制性中间神经元起源于内侧和尾侧神经节隆

起，它们的命运多样化也和神经前体细胞的逐步

发育分化紧密相关[5]。

下丘脑作为大脑最复杂、多样性最丰富的脑

区，其发育谱系树上的多种细胞类型都能逐级推

进和放大神经命运的多样性。研究表明，放射状

胶质细胞可以产生 Ascl1+和 Neurog2+中间前体细

胞，其中的 Ascl1+中间前体细胞还能同时产生兴

奋性与抑制性神经元，新生神经元在不断成熟的

过程中其命运又能不断地发生多样化改变，进而

生成不同的肽能神经元亚型。因此，下丘脑是采

用了“级联放大”模型来塑造神经元的多样性[6]。

近期的这些单细胞研究为揭示神经细胞的

起源和分化提供了重要的基本规律，且多组学联

合分析也在逐渐系统性地揭开神经元命运决定

的分子调控网络和基因组元件。

功能神经环路构建。根据投射模式，神经环

路分为局部微环路和长程环路。

在微环路方面，近期的研究显示，大脑皮层

中来源于同一神经前体细胞的同谱系的兴奋性

姐妹神经元可优先形成突触联系（如图3A所示），

而海马中的姐妹神经元往往会接收到相同的快

放电中间神经元的特异性局部投射，从而发生突

触活性的同步化（如图3B所示）[7-8]。但科学家发

现，虽然微环路内会有很多同步化的神经元集

图2 胚胎神经干细胞的时间可塑性与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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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发育过程却是由一群先导

细胞来启动微环路活性的。比

如，在脊髓环路中，传统的学说

认为运动的中枢模式生成器是

来 自 于 脊 髓 的 中 间 神 经 元 网

络，而运动神经元是接受和执

行 这 些 中 间 神 经 元 的 信 号 。

但通过对斑马鱼脊髓的多模态

成像分析，证实运动神经元才是

早期神经发育微环路形成的先

导细胞[9]。

在长程环路方面，病毒示踪

技术的兴起使得长程环路的描

绘在原来神经解剖学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准确。

在大脑中，丘脑到皮层、视网膜到视顶盖、黑质到

纹状体和弓状核到室旁核等都是研究在体环路

发育的重要解剖体系，神经元的长距离投射又受

到内源性转录因子、外源性导向因子和神经活性

的多重调控。

利用基因操作技术，发现导向因子Semaphorin 3

可以调控弓状核黑皮质素神经元到室旁核的投

射，从而影响机体的体重和能量平衡（如图3B所

示）[10]。但其对于科研人员的启发性却不如多年

前的一项关于瘦素调控黑皮质素神经元环路的

经典研究。因此，如何利用病毒示踪结合介观及

功能成像技术开启环路发育组装研究的新篇章，

应是神经生物学家深思的问题。

大脑进化。大脑皮层的扩增是灵长类动物，

尤其是人类进化的标志性事件。对跨物种转录

组的比较揭示，在放射状胶质细胞中存在人类特

异性的基因 ARHGAP11B，它可以促进神经前体

细胞和中间前体细胞的扩增，从而引起皮层的扩

增和沟回形成[11]。比较基因组学、嵌合体和类器

官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人类大脑皮

层进化的认识。

进一步，科学家对人类、猕猴、狨猴、雪貂和

小鼠等不同物种的中间神经元的单细胞转录组

进行比较，提示灵长类动物大脑皮层中存在着一

群异常丰富的中间神经元，称为“常春藤细胞”，

而纹状体作为相对进化保守的脑区也进化出了

一群新的神经元类型[12]。

但在进行人类、小鼠和鸟类的小脑核团跨物

种比较时，却发现了一些与中间神经元不同的现

象。随着进化进程，小脑核团数目和细胞数目都

在增多，但这一现象是与大脑皮层协同进化的，并

且是通过重复扩增进化出保守的神经元类型，而

不是像中间神经元一样产生新的细胞类型[13]。这

些针对不同脑区的进化研究，为我们洞悉人类特

殊的行为和超群的智力提供了重要见解。

未来展望：从跨学科到大数据

在Science杂志创刊125周年之际，曾公布过

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包括意识的起源、

人脑的进化、记忆的形成、青春期的启动、精神

分裂症的病因和自闭症的起因等一系列需要发

育和系统神经生物学家们共同协作进行攻克的

难题。

对于神经发育的未来 20年乃至更久远的时

间里，我们将从基础理论、疾病机制、再生医学

和人工智能 4 个方向，拓展其未来发展与应用

前景。

基础理论。神经发育贯穿了模式生成、神

经发生、突触形成和环路构建等四大步骤，其

中，神经发生的数量性和多样性调控以及功能

神经环路组装的规律还不清楚。

图3 局部微环路和远程环路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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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第一，大脑皮层被认为是意识和智力的物质

基础，解析高等动物包括人类大脑中特异性表达

的基因，将有助于阐明调节神经元生成数目、种

类的分子和细胞机制。为方便研究，科学家经常

用小鼠等作为模式动物，但要知道的是，人类大

脑皮层的表面积是小鼠的1000倍，而厚度差却只

有 2倍。数学建模和结构力学等学科的加入，将

为进一步揭示高等动物大脑皮层的折叠方式提

供可能。

第二，深脑核团结构，包括丘脑、下丘脑和

脑干等核团，具有维持个体生命存活与繁衍的

重要功能。然而，我们对核团结构的形成机制、

功能性神经元群的出现方式和跨核团的神经环

路发育还远不清楚，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

整理出简单的、可模拟的规律，以加深对自我存

在的理解。

第三，在发育过程中，大脑神经元之间的微

环路和长程环路连接，在遵循原则性规律的同

时，又存在许多的灵活性和可塑性。探索全脑

范围内关键功能神经环路发育组装的共通性和

特殊性，并凝练出基本理论也是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

疾病机制。理解自闭症、智力障碍和精神分

裂症等疾病的发病机制是发育生物学家们必须

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过去的研究主要利用动

物模型模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探讨疾病的可能

发病机制。但如前所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大脑

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认识这些神

经发育疾病的致病机制，类脑器官技术的发展为

我们带来了重要的离体研究手段。我们可以把

患者的外周细胞重编程，再进一步分化成类脑器

官，通过形态学、电生理学和多组学等手段探究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

体外通过药物筛选的手段探究治疗疾病的手段

和策略。然而，现如今如何在体外使用类器官模

拟精神类疾病仍然面临巨大的质疑和挑战。

再生医学。创伤性神经损伤和退行性神经

疾病具有极高的致残性，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目前，再生医学和脑机融合虽然处于两个不

同的赛道上，但都在致力于恢复机体的功能，为

减轻神经疾病的损伤提供技术支撑。

神经再生医学主要在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

体外培养高纯度特定神经元类型并进行移植，或

者体内原位生成所需神经元亚型；二是诱导神经

元进行准确的轴突投射和环路重构。这两方面

都需要发育神经生物学为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

础，随着高通量测序和 CRISPR 筛选等技术的发

展，有望解析不同类型神经元的命运调控分子，

并在体外或体内诱导出高纯度的特定类型神经

元，用于神经再生。

人工智能。当发育神经生物学发展到能够

在单细胞层面上解析模式生成、神经发生和功能

神经环路构建的详细过程，就有可能在计算机上

模拟人脑结构发育和功能神经网络的组装，同时

具有强大的可塑性，以建立不同于当前神经网络

架构和算法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结合先天编码

和后天学习的新型人工智能。

在当前这个时代，神经发育仍面临着重大变

革和挑战，我们需要创新、需要大数据、需要跨学

科来进行发展。未来，大脑发育物种间差异的解

析、类器官培养的标准化和自动化、解码环路发育

的新技术、单细胞分辨率的空间转录组学和分子

调控网络计算算法的发展应用，都将促进发育神

经生物学的发展，并带来不可限量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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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大约由860亿个神经元组成，每个神

经元又和其他神经元形成约1000个突触联系。因

此，约1.4 kg重的大脑是极度复杂但又高度有序

的网络体系，被称为“3磅宇宙”。大脑内的神经元

永远不会孤立运作，不同脑区的特定神经元被组

织成处理特定类型信息的集合，这样的结构以及

功能上多个神经元的集群也可以被称为神经环

路。不同的环路具有完全不同的生理功能，可以

介导本能反应（如恐惧、摄食、睡眠、攻击等）和高

级功能（如情感、记忆、语言、思维和抉择等）。

神经环路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大脑内功能

各异的神经元以轴突与树突连接的方式而形成

的网络联系，脑内兴奋性神经元（谷氨酸能为

主）、抑制性神经元（γ-氨基丁酸能为主）以及其

他类型的神经元，它们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

连接构成投射性的神经环路或某一脑区局部的

微环路，并以前馈、反馈、去抑制等多种形式活

动，整合感觉输入和机体的内在状态，促使机体

做出对于生存和健康而言最优的抉择。因此，神

经环路是大脑中普遍存在的结构，也是大脑行使

基础功能的基本单元，在传递和处理脑内信息的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脑是由结构、功能各异的神经元组成的既

极度复杂又高度有序的网络体系。神经环路是

由不同脑区的特定神经元组织而成，为了处理特

定类型信息的神经元集群（如图1所示）。

神经环路：助人类理解“3磅宇宙”
浙江大学 汪 浩

苏州大学 徐广银

图 1 神经环路是

大脑行使功能的基础

（图片来源于 Neuro-

science Bulletin）

科学发展

30



复杂且精细的神经环路是大脑行使正常生

理功能的基础，而神经环路的异常可能会引起脑

功能的紊乱，也是许多脑疾病发生的原因。因

此，从神经环路的水平对脑功能以及脑疾病进行

研究，并构建以神经环路为基础的脑功能联接组

图谱，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脑功

能，也对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

建立精确神经环路 突触修剪不可或缺

精确的神经环路建立需要基因和环境的交

互作用。具体来说，在发育早期，大脑内会急速

增加大量的神经元，在基因编码的一些信号分子

的指导下，神经元先会发生极性建立、轴树突的

生长、突触的形成等事件，进而在神经元和神经

元之间形成大量的突触联系，但很多突触联系是

冗余的。因而，在感觉信息和个体经历的协助下

（通过感觉信息输入提供的电信号），发育早期形

成的多余的突触需要经历不断选择性修剪和删

除的过程，而被保留下来的突触则会得到功能上

的强化，从而完成精确的功能性神经环路建立。

因此，发育过程中的突触修饰对神经环路的正确

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尽管神经元的电活动被认为在突触修剪中

起着关键作用，但其中具体的细胞及分子机制仍

不清楚。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大脑中除了神经元

以外的另一种细胞——胶质细胞，包括星形胶质

细胞和小胶质细胞，都在突触修剪中起到关键作

用[1-2]，它们都可以以神经电活动依赖的模式，在

一些信号分子如免疫分子的帮助下，标记、识别、

清除发育过程中大脑里的冗余突触，帮助神经系

统建立精细的功能性神经环路（如图2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

为，大多数神经发育疾病如自闭症、精神分裂症

等，很可能都与发育早期神经环路建立过程中突

触修剪异常相关。实际上，很多导致疾病的突变

基因均参与突触发育或神经环路的建立。因此，

研究神经环路发育的分子与细胞机制对于理解

神经环路的功能以及对神经发育疾病的治疗都

有重要意义。

解析神经环路功能 神经操控手段

不断涌现

正如前文所说，大脑里神经元种类丰富多

样，不同类型的神经元都有其独特的使命。因

此，要想具体解析某一行为的神经环路基础、理

解神经环路的功能，具有高时空分辨率的、有效

的、特异的神经操控手段必不可少。

早在1979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荣获

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的英国科学家克里克

图2 突触修剪是神经环路发育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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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k）就提出，脑科学的研究迫切需要一种精

细的神经元操纵技术，可以选择性操控大脑里

某一种类型神经元的放电，而不干扰其他的神

经元。然而，当时的实验技术如电刺激、药物和

基因操作并不允许这种精细的操作。电刺激虽

然能以很高的时间精度对一定体积内的神经元

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对所有神经元一视同仁，

不具有细胞类型的选择性。此外，电刺激往往

使神经元兴奋放电，并不能抑制其放电。而药

物操作手段虽然可以选择性地激活/抑制一类

特定的神经元，但缺乏时间和空间精度，对大脑

瞬息万变的认知活动无能为力。因此，科学家迫

切需要一种时间精度高、细胞类型靶向精准的神

经元操纵技术。

2005年，随着光遗传学[3]的发明，为神经环路

的功能研究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随后涌现出的

药理遗传学[4]、在体单细胞尺度的钙成像技术[5]、

病毒示踪[6]、神经递质/调制探针和介观尺度的神

经环路成像（fMOST）[7]等技术极大地推进了本能

及高级行为的神经环路机制解析（如图3所示）。

神经环路研究是连接整体（如行为、疾病）和

微观层面（如细胞和分子机制）的桥梁。多学科

交叉的前沿技术应用是神经环路研究的潮流。

针对国际脑科学发展前沿，特别是全新的神

经操控和高精度、大尺度的脑成像技术的发展，

同时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脑疾病和心理健康的

重大需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1 年

启动了历时 8年的重大研究计划“情感与记忆的

神经环路基础”，这是我国第一个大型脑科学研

究计划，比美国和欧洲的脑科学计划要早2年。

通过这一前瞻性的重大研究计划的实施，中

国神经科学家和国际神经科学家一起，在本能行

为（如本能恐惧、社交、攻击、摄食、奖赏、母性、应

激、导航、睡眠、共情等）和高级脑功能（如学习、

记忆、认知、语言、抉择等）的神经环路解析上作

出重要贡献，发现了大脑中多个参与不同行为的

关键核团，并描绘了控制这些行为的神经环路图

谱。同时，对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如抑郁症、焦虑

症、失眠、暴食症等的神经环路机制也有了更深

的了解。

图 3 神经

环路研究策略

科学发展

32



塑造神经环路 大脑特定功能可被

加强或削弱

神经环路并非一成不变，其具有很强的可塑

性。早在 1949 年，加拿大心理学家赫布（Hebb）

就提出了著名的 Hebbian Theory 来描述神经系

统可塑性这一概念：当上下游神经元以集群方式

一起放电，它们之间的功能联系会得到加强；反

之，神经元之间的功能联系会被削弱。这一理论

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被证实，并在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神经环路可塑性主要涉及突触可塑性、树突

可塑性、轴突可塑性以及神经细胞自身可塑性

等，其中突触可塑性是核心。突触的可塑性表现

为突触结合的可塑性和传递的可塑性。结合的

可塑性是指突触形态的改变及新的突触联系的

形成和传递功能的建立，这种可塑性持续时间较

长；突触传递的可塑性是指突触的反复活动引起

突触传递效率的增加（易化）或降低（抑制）。有

大量研究都证实了长时程突触可塑性参与调控

大脑的多项功能，例如学习、记忆与遗忘。

经历也能重塑神经环路的功能。举例来说，

成瘾药物导致生理和心理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改变了大脑的功能，其难以根治的根本原因

是成瘾性物质与脑内多个系统相互作用，产生一

系列异常的适应性改变。成瘾性药物占据正常

学习记忆环路，形成一种病理性情感记忆，而且

这种病理性成瘾记忆一旦形成将长期持续存在，

不易消除，是导致成瘾者发生复吸的主要原因。

因此，神经环路在成熟和稳定之后，还可以

不断被个体经验重塑，使得大脑具有极大的适

应性。

发展神经调控手段 多交叉学科优势

明显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习惯于根据学科特点，设

计特定思路和工具进行探索，神经科学亦是如

此。类似于历史研究中的“时—空—史—论”研

究方法，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常从时间、空间、对

象、任务的手段入手，即在特定的脑区、特定的时

间对特定的神经元、神经环路进行操作。总体来

说，通过激活或抑制神经元、神经环路，通过在特

定神经元、神经环路改变基因表达，使得神经科

学的研究已经从行为的观察走向了因果关系的

分析，这对于理解生理或病理现象背后的脑机制

至关重要。

而大量的研究思路也正是依据这样的目的，

从标记开始提出大胆的科学假设，通过分子或生

理的操作，结合行为或生理观察，验证某基因或

神经元、神经环路的活动与行为的关系，从而为

了解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药物研发和临床

上的治疗提供指导思路。

尽管近两个世纪脑神经环路研究取得瞩目

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脑不仅通过感觉—运

动神经系统感知外界环境的刺激并做出相应的

行为反应，也通过交感副交感自主神经系统及神

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感知和调控全身器官的活

动，对维持机体稳态和器官生理功能等生命活动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全身性疾病（如心血

管疾病、内分泌代谢性疾病、自主神经紊乱、焦虑

抑郁、生物节律紊乱、睡眠障碍、肿瘤和重度感染

等伴随的心理健康和免疫功能问题等）都与这一

稳态调控障碍相关。

目前，我们对大脑与全身器官的相互作用的

重要性仍认识不足，对作用的细节和机制了解很

少。研究脑与外周这一更大尺度的神经环路交互

作用将是今后脑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虽然动物行为的神经环路解析和调控取得

重大进展，但缺乏针对人脑的无创、安全尤其是

精准的神经调控手段。通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

关，发展基于声、光、磁等刺激的新技术将使靶向

操控大脑内特定区域神经元活动成为可能，从而

研发能够临床应用的无创、安全、精准的神经调

控手段，起到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作用。利用交

叉学科的优势，发展研究神经环路结构与功能的

新技术，如快速成像技术、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等

也具有重要意义。

（注：本文引用图片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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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从哲学家、心理学家到近代的神经

科学家，都对于意识和梦的起源与本质有着浓厚的

兴趣。Science杂志公布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

学问题中，“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以及“人为

什么要做梦？”排列靠前。早期有关意识和梦境的

研究归属于哲学与精神分析学范畴，受限于实验手

段，只能对其起源与功能等进行主观的猜测与遐

想。20世纪50年代，随着脑科学研究技术的进步，

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的意识和梦境研究。本文重

点介绍近年来有关意识和梦境的最新研究进展，以

此为基础，笔者从更加宏观的脑工作原理角度提出

了脑认知中枢网络假设，并介绍如何从这一宏观的

网络假设出发去理解意识和梦境的本质。

意识解析：从哲学思考到神经科学

研究

大脑是人体“最高指挥官”，是智慧的发源地，

揭示大脑工作原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 20世

纪60年代以后，应用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提供的新

方法，让科学家在微观层面上对神经活动基本过

程如动作电位、突触传递等有了相当清楚的认

识。宏观层面上，应用脑成像、束路追踪以及多通

道记录等新的技术手段，让科学家初步解析了感

觉、运动、记忆、情感等脑功能的神经环路及活动

规律。微观与宏观两方面的研究进展推动了人们

对脑工作原理的认识。

近年来，科学家强烈地觉察到，除了一一研究

上述单一脑功能外，还急需从整体角度来构建脑工

作原理基本框架。而构建这一框架则亟需突破的

一道关键门槛——理解意识（Consciousness）原理。

199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

cis Crick）和 美 国 科 学 家 克 里 斯 托 夫·科 赫

（Christof Koch）率先开启了意识的神经科学研

究。他们认为意识包括意识状态（States of Con-

sciousness）和意识体验（Conscious Experiences）两

个维度[1]。意识状态即觉醒，意指个体首先处于

觉醒状态，是意识体验的前提。意识体验即高级

神经活动，意指为人类对环境和自身的觉知，以及

对外界刺激具有警觉性和反应性，其包括感觉、运

动、思维、记忆和情感等过程。

意识怎样产生的呢？研究意识起源的第一种

策略是观察意识被抑制或受损之后脑功能活动的

变化。脑功能成像显示，植物人常见的损伤部位

是前额叶皮层。在全身麻醉进行时，人的意识渐

渐降低，部分独立脑区的功能活动下降，其中外侧

前额叶皮层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结果提示，前

额叶皮层是意识产生的关键脑区。

意识研究的另一种策略是采用能达到人类感

知阈值的刺激，如微弱的白噪声或屏幕上快速闪

过的单词，分析这些刺激能被有意识感知脑功能

活动的变化。结果发现，当受试者无意识地留意

这些刺激，那么仅有感受相关的初级皮层会被激

活；但当受试者能够意识到声音或快速闪现的单

词，后顶叶皮层则会被强烈激活。

不同研究策略得出了意识相关脑区的不同结

论。但意识究竟起源于哪个脑区？又有怎样的功

能原理？多个理论模型被相继提出，其中包括全

脑 工 作 空 间 理 论（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

GNW）[2]、整 合 信 息 理 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IIT）[3]、高阶意识理论和循环过程模型等。

打开脑认知中枢网络大门
——意 识 与 梦 境 解 析

陆军军医大学 胡志安 何 超

复旦大学 黄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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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论模型中，GNW和IIT的影响最为广泛。

GNW 认为意识存在于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

所构成的全脑工作空间中。当感觉信息进入全

脑工作空间被“广播”后，信息就能被全脑的各个

系统访问，即产生了意识，能被主体意识到。IIT

则认为意识不依赖于感觉输入，而是来自大脑网

络的相互联结，是一种网络的内在属性。意识产

生有两个维度：一是信息，越强烈越清晰的意识

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多；二是信息的整合程度，这

一理论认为后顶叶皮层才是产生最大整合信息

的区域，即意识起源的脑区。

上述不同理论模型争论延续至今。2019年

年底，关于意识研究的国际“打赌”项目正式启

动。该项目题为《加速意识研究：合作验证GNW

和 IIT两个意识理论》，试图通过使用对抗性合作

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歧[4]。2021 年 5 月，

Science杂志报道了该项目的重要进展[5]。

综上，意识的神经科学领域研究已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进展。事实上，随着医学和人工智能的

快速发展，人们求解意识本质问题的愿望更加迫

切，如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是否存在？胎儿、

类细胞器官甚至是智能机器是否有意识？毋庸

置疑，回答这些问题亟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和公

认的意识理论。

意识研究：应聚焦于自我意识

目前所关注的意识实际涵盖了觉醒期几乎

所有的脑功能，这一宽泛的意识界定使意

识研究难于聚焦意识的本质属性。如何

才能聚焦意识的本质属性？最近陆续见

诸文献的宏观脑功能理论为意识研究指

明了新的方向。有观点认为，大脑存在一

个独立于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的整合的

结构功能系统，有学者称其为“脑内核”或

“脑内在状态”[6]。脑内核究竟包含哪些

构件尚不清楚。

笔者认为，将上述整合的结构功能系

统称为“脑认知中枢”更加贴切。笔者进

一步推测，脑认知中枢包括了互相依存的

四大基本功能网络（简称脑认知中枢理论，如图1

所 示），即 自 我 意 识（Self-Consciousness)、思 维

（Thought）、情感价值判断（Affective Valuation）和

记忆（Memory）[7]。感知与运动仅为脑认知中枢的

输入与输出。另外，脑内还包含控制脑认知中枢

觉醒睡眠周期的神经网络[8]。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觉知，

包括对自我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的觉知。觉察

到自己的一切而区别于周围其他的物与人，这就

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其他脑功能网络，如思

维、情感价值判断等开展活动的根本指针，使其

始终围绕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等目标展开。自我

意识存在才使得机体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我控

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组织系统。尽管现代的计算

机具有很强的逻辑计算能力，但因为无自我意

识，使得它只能机械地、物理地执行各种指令，而

缺乏自我意识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

思维是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想象、推理和

判断等操作处理，以形成机体应对体内外刺激的

方案。情感价值判断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代表。

通过情感价值判断功能网络，对输入信息或思维

抉择过程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思维活动方式和反

应方向。记忆是脑内外信息储存和提取过程，是

经验形成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从更加宏观的脑认知中枢理论出

发，意识应进一步设限其核心内涵到自我意识。

只有更加深入理解自我意识，才能更加明晰地构

图 1 脑认知中枢的四大功能网络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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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脑工作原理基本框架。然而，受限于研究手段

与策略，目前对自我意识起源的认知尚不深入与

系统。一些研究显示，颞顶叶连接区在自我空间

位置的意识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局限性的颞顶

叶连接区损伤可引起自我空间定位与感受异常。

除了自我空间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其他方面发生

的神经机制仍知之甚少。

梦境本质：思维功能网络自发性活动

梦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其主要发生在快

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期间。几

乎每个人都曾梦见被追逐、被攻击，或是在梦中飞

翔等。梦境内容复杂多样，变化多端。有的是过去

经历的重复，有的是对未来预测。有时梦境比较有

理性，符合逻辑和常理，甚至具有创造性。有时梦

境缺乏理性，甚至荒诞离奇。有的梦境能被清晰的

回忆，而有的梦境模糊不清难以复述。

梦境究竟意味着什么？19世纪晚期，弗洛伊

德（Sigismund Freud）对梦境进行了解析。他认为

梦是由无意识的欲望所驱动的，将梦境分为显性

和隐性梦境，隐形梦境被解释为与潜意识相关的

幻想。弗洛伊德在梦的研究上开启了独特篇章，

然而这些观点更多的是对梦表象的推演，未有客

观证据支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梦的研究渐渐

有了更多客观的研究手段。在此基础上，多个新

的理论进一步被提出[9]，以试图揭示梦的意义。

“威胁模拟理论”认为，梦是一种古老的防御机制，

它能反复模拟潜在的威胁事件，提供进化上的优

势。“连续论”则认为脑的精神活动有连续性，梦境

可反映日前的大脑活动。

梦境又是怎样起源的？1977 年，霍布森（J.

Allan Hobson）等提出激活—合成理论。该理论

认为脑桥产生了内源性激活信号。该信号激活了

记忆相关脑区，并被视皮层合成为有意义的片段，

这样的片段成为了梦境的本体。

AIM模型是解释梦境起源的另一经典模型。

“A”表示激活，是指在脑干激活信号下，梦境期大

脑皮层高度激活，类似于觉醒状态。“I”表示输入

与门控，内部的神经活动与外部的感觉输入被隔

离。“M”表示调制，梦境发生与胆碱能和单胺能神

经调质的调控相关。但还有研究发现，在脑干受

损的病人中，即使脑干激活信号减弱或消失，其仍

然会有梦境。因此，激活—合成理论和 AIM 模

型均面临挑战。

笔者认为，借鉴上述脑认知中枢理论，将有助

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梦境的本质。从觉醒期首先进

入非快速眼动睡眠时，脑认知中枢四大功能网络

活动逐渐全面降低。当进入 REM睡眠相关的梦

境时，自我意识仍然模糊，而记忆网络则会激活。

记忆回放的信息输入激活了思维网络，从而产生

了梦境。故此梦境的本质为，在模糊的自我意识

下，大脑思维网络所进行的自发活动。脑功能成

像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9-10]（如图2所示）。

研究发现，当人处于梦境时自我意识水平可

能会出现动态波动。如果自我意识变得更加清

图 2 梦

境 中 激 活 和

抑制的脑区

科学发展

37



晰，这会导致清醒梦。清醒梦是指做梦者尽管处

于睡眠状态，但其意识水平介于正常觉醒和梦境

之间。在这种较为清晰的意识状态下，清醒梦者

能够觉知自己状态，知晓自己在做梦，并且可感

知现实环境中的一部分信息，用其来主动控制和

引导梦境中的思维活动[11]。清醒梦中前额叶皮

层的活动水平介于觉醒和正常梦境之间（如图 3

所示），会出现类似于觉醒状态的 40 Hz高频电

活动。

正常梦境由于肌张力降低，思维活动不会表

现出运动行为。若不能有效地降低肌张力，梦境

中思维活动将触发运动输出，引起 REM 睡眠期

行为障碍[12]。患者将梦见的动作不由自主地表

现出来，出现肢体的舞动、蹬踢，有时会伴有惊恐

的喊叫。

梦境究竟有什么功能意义呢？近来一些研

究提示，梦境本身可能并无特殊意义，它可能仅

仅是 REM 睡眠进行信息处理的副产品 [13]。在

REM睡眠期，一方面记忆信息重演，导致思维网

络激活，其重要目的是塑造思维网络处理信息的

方式。另一方面，REM睡眠对已获得的记忆需进

行再处理，包括重要记忆信息的巩固和非必要信

息的删除等。无论是思维网络处理信息方式的

塑造，还是具体记忆信息的巩固，都需要思维和

记忆网络的重新激活。当记忆和思维被重新激

活时，这使得梦境也随之产生。

破解意识与梦境：聚焦脑认知中枢

关键组件

近年来，功能成像等技术更加清晰地揭示了

意识和梦境相关的脑区及其活动规律，这些发现

极大地推动人们对意识和梦境的认识。在破解

意识和梦境的征途中，我们亟待从泛化意识的研

究转向对自我意识的探索，亟待从模糊自我意识

下去窥探梦境中的思维活动。

聚焦这些研究方向，首先，我们还需明确自

我意识和梦境中思维相关的脑区的精细定位，以

及脑区内细胞的活动规律。其次，我们还需深入

揭示神经网络众多细胞的活动，了解它们如何通

过编码、动态地组合、加工的方式来产生自我意

识和思维，即揭示相关神经网络的功能原理。

自我意识和思维网络是脑认知中枢的关键

组件。当人类破解了自我意识和思维的奥秘，一

方面，将极大推动我们对整个大脑功能原理的认

识；另一方面，将相关原理应用于机器人等人工

智能产品，赋予机器人自我意识和思维，还将引

发人工智能产业质的飞跃。

事实上，目前国际上对自我意识和梦境中思

图3 觉醒、清醒梦以及正常梦境激活脑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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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若我国能集中优势

资源，提前布局和规划，未来我们将很有可能在

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达到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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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作为人体最重要、最复杂的系统，

其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一直是领域内的难

题。在目前已知的 7300 余种人类遗传性疾病

中，半数以上与神经系统相关。神经遗传病种类

繁多、表型复杂，具有高度的临床异质性和遗传

异质性，可分为单基因遗传和多基因遗传。不论

是单基因还是多基因致病，其潜在的遗传因素均

是探究发病机制及寻找治疗靶点的关键，而且对

常见病甚至常见生命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

作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推陈出新和广泛应用，让

临床医生识别和诊断神经遗传病的能力得到显

著提升，不仅缩短了确诊神经遗传病的时间，还

促进了新致病基因的发现。此外，单分子长读长

测序技术和染色体结构分析技术也为探索人类

遗传密码中的“暗物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反义寡核苷酸、小分

子化合物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神经遗传

病的治疗前景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基因治疗日

益得到认可。尽管如此，在神经遗传病领域仍存

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技术迭代推动发现更多致病基因

二代测序技术的问世为神经遗传病的诊断

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11年，国内学者利用全外

显子测序（WES）结合 Sanger测序，在国际上首次

发现PRRT2（NM_145239.2）是发作性运动/诱发性

运动障碍（PKD）的致病基因[1]，为临床医生诊断

PKD 患者提供了金标准。后来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发现，小剂量卡马西平可以完全控制携带

PRRT2致病变异患者的发作[2]，这些均为 PKD的

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精准策略。

自此之后，在神经遗传病领域，国内学者陆

续发现了数个新的致病基因，如原发性家族性脑

钙 化 症（PFBC）、首 个 显 性 遗 传 致 病 基 因

SLC20A2 [3]及首个隐性遗传致病基因MYORG [4]。

然而，仅仅关注基因编码区的突变是不够

的。近年来，由于全基因组测序（WGS）、三代测

序、RNA测序、甲基化测序等新技术的引入，神经

遗传病的研究逐渐从编码区拓展至非编码区，如

内含子区、启动子区、侧翼序列、长链非编码

RNA、环状 RNA等，基因变异类型也从点突变或

小片段插入缺失拓展至结构变异、动态突变、表

观遗传变异等。

随着一系列测序技术的更迭与完善，原先难

以诊断的神经遗传病亦渐渐解开了谜团。例如，

国内学者利用三代长读长测序（LRS）技术发现，

GIPC1基因是远端眼咽型肌营养不良症（OPDM）

致病基因[5]。近年来，国际上对神经元核内包涵

体病（NIID）十分关注。日本学者及国内学者利用

LRS技术发现NOTCH2NLC基因5’UTR区的GGC

异常重复扩增可导致NIID，并提出了NIID相关疾

病的概念[6-7]。上述研究结果提高了人们对于非

编码区短串联重复序列扩增导致神经遗传病的

认识。

由此可见，测序技术的迭代更新在推动遗传

学的发展并提高诊断疾病的精确性上具有极大

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但神经遗传病领域仍

精 准 诊 疗 成 突 破 口
——浅谈我国神经遗传病领域研究现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万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吴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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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罕见的“黑匣子”需要引起关注，

例如双基因致病、新生突变、体细胞嵌合

等。临床医生应重视临床病例的积累及

家系随访，合理地应用测序技术并结合

生物信息分析，才能实现神经遗传病患

者的精准诊断（如图1所示）。

模 式 动 物 助 力 神 经 遗 传 病

机制研究

从海量的基因变异中鉴定出符合遗

传模式的致病变异，这仅仅是基因诊断

的第一步。那么这些候选基因究竟是否

是神经遗传病的真正致病基因？临床医

生和科学家们还需要进行功能验证。除

了常规进行的体外细胞功能验证之外，

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模式动物再现类似

临床患者的疾病表型。同时，模式动物

也是研究致病机制必不可少的工具之

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证明

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关系，是强有力的遗传学证

据；二是可以从动物水平进行分子信号转导、神经

环路等疾病致病机制研究。

对于神经遗传病而言，模式动物的选择至关

重要。从果蝇、线虫、斑马鱼等结构相对简单的低

等生物，到啮齿类动物及犬类、猪等大型哺乳类生

物，再到树鼩、猴等非人灵长类动物。不同动物模

型的优势不尽相同，需根据疾病的不同特点来选

择恰当的模型。

例如，通过果蝇来模拟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

运动障碍疾病的突触变化；通过斑马鱼观察遗传

性痉挛性的运动能力变化；通过micro-CT等技术

在小鼠模型中观察 PFBC的对称性脑钙化现象；

HTT基因敲入猪可再现亨廷顿病的“舞蹈样”症

状；模拟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狗模型可用于测试

基因编辑的疗效；自闭症的猕猴模型可成功模拟

刻板行为和社交障碍等症状。目前，啮齿类动物

模型的应用率最高，尤其是小鼠模型，其成熟早、

繁殖力强、体型小，易于饲养和操作。但这些毕竟

与真正人脑的结构差异甚远，并不是所有疾病都

能通过上述动物模型来模拟临床表型。

对于高级脑功能而言，低等生物缺乏相应的

神经结构基础，因此不能用于模拟认知、记忆、情

绪等相关表型。非人灵长类在进化上与人类具有

最相似的基因序列，脑功能的差异最小，前额叶发

达，更接近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是研究神经

遗传病致病机制以及临床药物研发不可或缺的部

分。但非人灵长类的应用也面临着价格昂贵、繁

殖周期长、饲养条件高等局限性。

为解决非人灵长类繁殖周期长的瓶颈，我国

科学家于 2018年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得到体细胞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8]，从技术水平上大大缩

短了疾病猴模型的繁殖周期，可广泛应用于新药

的研发。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非人灵长类资源

丰富，政府支持力度大，具备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技

术基础，因此有望成为常用的模式动物，加快神经

遗传病病理机制的研究以及分子靶向药物的临床

转化。

新型疗法开启个性化治疗黄金时代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神经遗传病致病机制了

图 1 神经遗传病致病基因鉴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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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不断加深，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更新迭

代，基因治疗日益展现出在遗传病中的应用前

景，越来越多新型的基因疗法从实验室走向临

床。根据治疗的目的和效果分类，基因治疗大

致可分为基因增补、选择性剪接调控、外显子

跳跃、清除毒性表达产物、个性化治疗等方面（如

图2所示）。

基因增补。基因增补是将目的基因导入病

变细胞，使其表达产物弥补基因功能缺陷，从而

达到改善表型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基因增补策

略在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与肾上腺脑白质营养

不良症（ALD）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9-10]。

选择性剪接调控。对于体内任何一个基

因，在前体 mRNA 变为成熟 mRNA 的过程中，均

需要进行可变剪接。因此，可以通过增强剪接

来调控 mRNA 的表达水平，从而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应用反义寡核苷酸（ASO）封闭 SMN2

基因的内含子剪接沉默子，使原先被剪接跳跃

的外显子得以保留，上调全长 SMN mRNA 表达

量，可显著改善 SMA患儿的运动功能[11]。Nusin-

ersen（商 品 名 Spinraza）是 靶 向 ISS-N1 位 点 的

ASO 药物，作为全球首个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DA）批准的 SMA 治疗药物，为众多的

SMA患者带来希望，但仍存在价格昂贵、需要反

复腰穿给药等问题。

外显子跳跃。外显子跳跃的目的在于破坏

成熟 mRNA 发生移码突变的外显子，重新获得

无框移突变的、截短的、有功能的蛋白。利用

ASOs 与 mRNA 互补的空间位阻作用，破坏剪切

位点或外显子增强子区，即能实现外显子跳

跃。例如，Eteplirsen（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治疗药

物）与 SRP-5051 可 针 对 dystrophin 基 因 前 体

mRNA进行封闭，从而使突变的第51号外显子发

生跳跃，得到无移码突变的截短的 dystrophin 基

因，恢复人体内 dystrophin 蛋白的表达水平以达

到治疗目的[12]。

清除毒性表达产物。毒性表达产物聚集将

导致神经元功能破坏。我国学者于 2019年研发

出一种新的小分子绑定化合物（ATTEC），将 LC3

与突变HTT蛋白特异地结合在一起，进而将致病

蛋白包裹进自噬小体从而降解，而不影响野生型

HTT蛋白的功能[13]。这种疗法也适用于其他多聚

谷氨酰胺疾病的治疗，是此

类疾病今后药物研发的重

要方向。

个性化治疗。值得一

提的是，对于罕见的致死性

神经遗传病，比如神经元蜡

样 脂 褐 质 沉 积 症（CLN7）

等 ，国 外 已 经 开 始 采 用

“N-of-1”模式 [14]。简单来

说，就是仅有一名患者即可

完成一项完整的临床试验，

治疗药物一旦获批，即可快

速生产使用，这不仅开创了

致死性神经遗传病个性化

治疗方案的先河，亦为我国

神经遗传病的治疗转化提

供借鉴作用。
图2 神经遗传病基因治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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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突破还需多方协作

不论是致病基因的挖掘，还是致病机制的研

究，最终目的都是期望突破神经遗传病的治疗瓶

颈，三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尽管近

10年我国在神经遗传病的致病基因鉴定方面有

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近年来，动态突变、非编码RNA、基因调控区

突变等的致病性不断被证明，弥补了原先遗传分

析策略的“盲区”（如图3所示），但仍有大量的神

经遗传病患者未得到确诊。此外，我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尤其是少数民族多，遗传背景呈现

出多样性，拥有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在遗传病

样本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缺乏规范

化的生物样本库建设，更缺乏规范化的登记队列

与随访观察，导致遗传资源分散，无法得到合理、

高效的利用。今后应建立全国神经遗传病协作

联盟，打破地域限制，加强多中心合作，规范临床

队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实现神经遗传

病的精准诊断。

在治疗方面，基因编辑和ASO治疗有望成为

新方向，但也面临着给药方式困难、成体导入效

率低等瓶颈，仍需对递送系统及脱靶效应等进行

长足的改进。目前，已陆续研发出新型纳米材

料、类病毒等安全高效的核酸递送系统，有望应

用于神经遗传病的治疗。此外，疾病模型的构建

将大大促进病理机制的研究，但基于物种之间基

因保守性的差异以及非人灵长类模型的低广谱

性，患者来源的类器官模型可能成为体外模拟疾

病、测试新药疗效的又一利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政策的

完善以及研究结果的临床转化，对神经遗传病

的精准诊治研究将成为解析神经系统疾病的突

破口，成为解析常见病和常见生命现象的重要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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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悄悄打开它在夏

日的夜晚，那是等到整片森林都入睡后，属于我自

己的小秘密……”这首歌描写了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孤独而遥远地注视着这个

世界。这群孩子是自闭症患者，他们有一个梦一

般的名字——“星星的孩子”。

自闭症谱系障碍，简称自闭症，是一种以社交

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

为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多起病于

婴幼儿期。近年来全球自闭症的患病率持续上

升，最新报道的美国和中国自闭症患病率分别为

1/54[1]和 1/142[2]。

目前，自闭症尚无治愈方案，患者多伴有不同

程度智能发育落后，也是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高

发人群。多数自闭症患者无法独立生活，需终身

照顾，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因此，厘清

自闭症发病原因和发展特点进而制定针对性的干

预方案，将成为改善其临床症状和疾病预后的关

键，也是帮助“星星的孩子”回归世界的关键。

病因多与遗传和环境有关

自闭症病因复杂，研究提示其发病主要与遗

传和环境因素相关。对双胞胎及其家庭的遗传学

调查显示，自闭症同卵双胞胎的发病相关性明显

高于异卵双胞胎，由此证实了遗传因素对于自闭

症发病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目前大多数由遗传因素诱发的自

闭症患者是多基因导致的，它们共同作用在一些

重要的生物通路，影响大脑相关脑区功能，导致疾

病的发生。

除了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也是自闭症的发病

因素，如围生产期药物暴露、孕期感染与免疫相关

因素、孕期物理或化学因子的暴露、生育时的双亲

年龄等。研究发现，母孕期抗癫痫药丙戊酸的使

用会显著增加子代罹患自闭症的风险；母孕期环

境毒物暴露，包括环境污染、农药残留等，也会提

高自闭症的发病风险，而叶酸的补充可降低农药

残留带来的不良神经结局风险；高龄生育的父母

（母孕龄≥40，父孕龄≥50）,其子代自闭症的患病

风险亦显著增加。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与自闭症的关系也被关

注，与正常儿童相比，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多样

性较低，双歧杆菌和厚壁菌门水平较低，而乳酸杆

菌、梭状芽孢杆菌、拟杆菌等水平较高。

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闭

症患者中枢神经系统表现出一些重要生物过程的

异常，称为共同通路，包括兴奋性或抑制性突触发

育异常、神经元离子通道如钙通道或钠通道的异

常、神经递质释放的异常等。这些生物过程的改

变主要是由于神经元内一些调控分子异常导致

的，包括突触部位稳定分子、染色质修饰相关分

子、胞内信号通路及胞内钙稳态调控信号异常

等。这些分子的改变导致神经元或突触异常，进

而影响大脑相关脑区的兴奋性及相互联系，最终

诱发自闭症相关的行为异常[3]。

神经影像提示大脑异常变化

神经影像学研究为介观层面解析自闭症脑结

构、功能发育特点和干预调控模式提供了机遇。

核磁共振作为一种具有高时空分辨率的无创方

法，已成为大脑研究的标准工具，从大脑结构、功

能和连接异常角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针对性干预：引领“星星的孩子”回归温暖世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李 斐 章玲丽

空军军医大学 武胜昔 郭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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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态核磁研究显示，与同年龄对照儿童相

比，婴幼儿期自闭症患者的脑容积明显增大，随

年龄增长脑容量降到正常水平；且研究提示自闭

症患者的脑结构变化在疾病诊断之前就存在，提

示脑结构变化是自闭症的潜在机制[4]。

任务态功能核磁研究进一步探索与自闭症

症状相关的脑功能变化，研究显示自闭症患者的

颞上回、额下回处高激活状态与颞中回处低激活

状态，是“社交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闭症患者

的岛叶—感觉运动皮层、岛叶—杏仁核的功能连

接明显增强，这些功能连接与自闭症个体对声音

和触觉信息的厌恶性有关，提示脑区功能改变与

自闭症的感知觉异常有关。

同时，基于ABIDE数据库的大样本静息态核

磁研究也提示，自闭症大脑存在长连接减弱、短连

接增强的特征性变化。近年热门的核磁共振波谱

分析可以定量研究自闭症患者的兴趣脑区的神经

递质（如GABA、谷氨酸），部分研究提示自闭症患

者脑区GABA浓度降低，包括感觉运动脑区、视皮

层等，而谷氨酸浓度无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提示

降低的GABA浓度和自闭症的行为表型有关[5-6]。

脑电图因其便携、经济、时间分辨率高等优势，

也在自闭症研究中广泛使用。如静息状态下自闭

症患儿表现出特征性振荡活动的变化，呈现出更多

的慢波、更少的alpha波和更弱的半球内、半球间的

不对称性，提示自闭症大脑可能存在兴奋—抑制失

衡和长连接受损的情况，该状态可以通过经颅磁刺

激等无创技术调节，为自闭症干预提供了依据[7]。

治疗方案主张“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自闭症的核心症状为社会交往障碍、重复/刻

板行为两大临床表型。语言障碍为大多数典型

自闭症儿童就诊的主要原因。超过 70％自闭症

患者还伴有其他发育和精神障碍，常见的伴随症

状包括智能发育落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对立

违抗障碍等；自闭症儿童亦常伴发其他躯体问

题，如癫痫、胃肠道症状、睡眠问题、肥胖等。

目前自闭症的临床诊断主要是基于 DSM-5

诊断标准，同时一些症状评定量表也有助于建立

诊断，包括自闭症诊断观察表，自闭症诊断访谈

修订版和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等。同时 DSM-5

允许共病诊断，如自闭症合并智能发育迟缓、自

闭症合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

对于自闭症，目前尚无治愈的方案，仍以对

症的行为干预为主，且越早干预预后越好。基于

对自闭症病因、病理机制和临床表型的认识，目

前主张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策略，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预防为主。已知自闭症存在多种高危环境

因素，因此积极回避这些因素，如适龄生育、保持

母孕期健康身心状态、避免母孕期药物使用等对

于疾病预防有重要作用。同时，研究提示，母孕

期补充叶酸可以降低子代自闭症的发生风险，尤

其是对于遗传易感（MTHFR 677 C>T 变异基因

型）或处农残高危暴露中的母婴[8]。

对于存在遗传高危因素的家庭，积极的产前遗

传咨询尤为重要，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对自闭症再发

的预测。家系研究资料表明，大多数遗传背景不详

的原发性自闭症患儿同胞再发概率约为2%～8%。

当自闭症合并其他遗传综合征时，其再发率因遗传

综合征的遗传方式不同而异，如脆性X综合征，其

遗传方式是X显性遗传，因此同胞兄弟有50％概率

罹患自闭症，而姐妹则有50％概率成为携带者。

行为干预。目前尚缺乏针对自闭症核心症

状的药物干预方案，自闭症临床干预仍以对症的

行为干预为主，高询证依据的训练方案包括应用

行为分析、早期丹佛模式、父母介导的早期干预

等。针对自闭症的共病，可以使用一些辅助药

物，如阿立哌唑和利培酮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用以改善自闭症的易激惹情绪、自伤

和攻击性行为等，伴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患儿

可使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哌甲酯，其他躯体疾

病如癫痫、睡眠问题亦可采取对症治疗策略[9]。

探索新型精准干预策略

众多自闭症致病基因陆续被找到，那么，有

没有办法对其进行修复呢？这是学界、患者家庭

乃至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基因治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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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突破性进展，已经在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和脊髓

肌肉萎缩症疾病治疗上取得成功案例。

但自闭症的基因治疗研究，目前还主要处在动

物阶段。系列研究提示，基因治疗或分子靶向干预，

可解救多种类型的单基因变异所致的自闭症。其中，

华裔神经科学家冯国平团队采取基因治疗方法实现

对成年期Shank3小鼠的基因解救。该研究提示即使

在成年期，也可有效逆转不良的神经发育结局。

此外研究者发现，使用 CRISPR 技术在小鼠

胚胎和新生小鼠中进行DNA编辑，激活原本沉默

但未变异的父源 Ube3a基因，能够有效纠正造成

天使综合征的基因变异，预防小鼠出现天使综合

征的相关症状。同时，多家药物公司开展了针对

天使综合征的小型基因临床试验，如Ultragenyx和

GeneTx 公司研发的药物 GTX-102，可激活父源

Ube3a基因，使UBE3A蛋白表达达到正常水平，虽

然治疗可部分改善被试的临床症状，包括交流能

力、睡眠和运动能力等，但由于受试者出现不能行

走或虚弱的表现，研究已被暂停。尽管自闭症的

基因治疗仍处在探索阶段，但这种方案无疑将为

自闭症康复带来无限前景。

随着对自闭症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增加，神

经递质系统（GABA）和神经调质系统（催产素）被

确定为是目前药物研究的主要靶点（如图1所示）。

围绕 GABA的研究，学界近期发现了布美他

尼，这一常见药物的新疗效。布美他尼是一种儿

科临床常用的利尿剂，新近模式动物证据提示，布

美他尼亦可作用在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钠—钾—

氯共转运体1的功能，降低神经元内氯离子浓度，

进而增强GABA系统功能。

Ben-Ari团队率先开展布美他尼“老药新用”研

究，其团队针对2～18岁自闭症患者的研究提示，为

期3个月的布美他尼干预可改善临床症状[10-11]。然

而考虑到其被试年龄跨度大和研究未涉及机制

等，布美他尼对小年龄自闭症儿童的临床疗效、安

全性和药效学机制有待探讨。

基于此，笔者所在团队先后开展 2项临床干

预试验——开盲研究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

验[12-13]，以 3～6 岁自闭症儿童为研究对象，将药

物干预和磁共振波谱技术相结合，研究结果均提

示 3 个月短时程布美他尼治疗对小年龄自闭症

儿童同样有效，且无明显副作用；同时磁共振波

谱分析显示，短时程布美他尼可能通过调节大脑

皮层的兴奋—抑制平衡改善症状。笔者团队研

究首次明确布美他尼对学龄前期自闭症儿童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为小年龄自闭症提供潜在的

靶向药物干预方案（如图2所示）。

催产素治疗自闭症也取得一些良好的结果。

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显示，为期5

周的催产素干预可改善3～8岁自闭症儿童的社交

反应性表现[14]。此外，研究者研究基线催产素水平

对催产素治疗的响应发现，基线催产素水平低的

自闭症患者药物治疗响应较好[15]。后续的研究还

发现了催产素受体基因的多态性也会影响药物疗

效[16]。研究人员将拟进一步确定催产素治疗自闭

症的药理学机制，并找寻药物最佳适用人群。

基于自闭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和脑影像特点，

非侵入式脑刺激作为一种稳定安全的非侵入式的

神经调控手段，有望成为自闭症干预的新型技

术。常用的神经刺激技术包括经颅磁刺激（TMS）

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TMS 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借助颅外

图 1 潜在干预靶点：通过调控氯离子转运

体NKCC1和 KCC2，降低胞内氯离子浓度，可能

有助于调节 GABA系统功能，促进神经元从不

成熟状态转变为成熟状态，进而改善症状。现

有研究提示，布美他尼（Bumetanide）可作为

NKCC1 拮 抗 剂 ，催 产 素（Oxytocin）可 上 调

KCC2功能，均可能降低胞内氯离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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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诱发局部颅内电流，改变局部大脑皮质兴

奋性。重复连续脉冲又称为重复经颅磁刺激

（rTMS），可长时间持续影响皮层兴奋性；其中，

低频 rTMS（0.3～1 Hz）具有长时程抑制作用，改

变 GABA 神经传输，减弱大脑皮层兴奋性。由

于脑区功能存在差异，低频 rTMS 干预靶点不同

临床效果有差别，如靶向干预内侧前额叶皮层，

自闭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改善；干预背外侧前

额叶时，执行功能有改善。除行为评估外，亦可

在脑电指标观察到干预效果，如可增强 N100 和

P60，进而改善行为抑制功能。同时，低频 rTMS

的不良反应也主要为轻微、暂时性症状，如头疼

（11.5%）、头皮不适（2.5%）、抽搐（1.2%）、情绪

改变（1.2%）等，并无严重的不良反应。

基于神经膜电位去极化和超极化的电生理机

制，tDCS 利用恒定、低强度直流电（1～2 mA）调

节大脑皮质神经元活动。研究提示如将阳极电极

片置于背外侧前额叶，tDCS干预可增强自闭症患

者执行功能；干预颞顶交接处可对患者的社交沟

通症状有实质性改善，可维持数月。tDCS干预后

患者的脑电特征更趋于正常，提示 tDCS可能调节

皮质兴奋性及神经可塑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疾病认知的提升，学

界对自闭症拥有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理解，自

闭症的精准诊疗已是大势所趋。但距离真正实现

自闭症精准诊疗的临床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仍需学界持续探索和政府部门鼎力支持。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自闭症不再是“不治之症”，众多星星

的孩子将可以回归生活、回馈社会。

（注：本文引用图片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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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预计，2030年抑郁症将跃居全

球疾病总负担的首位[1]。

作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症终生患

病率高达18%，主要表现包括心境低落、兴趣与愉

悦感的丧失、精力减退并伴有睡眠障碍等症状，

具有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致残率及低诊断率、

低治疗率、低治愈率等特征。

抑郁症是高度异质性的“垃圾”病变，发病机

制至今不明。由于缺乏客观的生物诊疗标记物，

对其诊断仍停滞在临床表象，无法实现早期预警

和精准诊疗，更令人担忧的是，约1/3的抑郁症患

者对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2]。因此，解析复杂多

样的抑郁症发病机制，寻求新型抗抑郁药物和非

药物治疗手段迫在眉睫。

抗抑郁药物遭遇瓶颈

西方关于抑郁症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

腊时代，但直到 1930年后，抗组胺类药物研究取

得突破，才为经典的抗抑郁药物合成奠定基础[3]

（如图1所示）。

1950年前后，抗抑郁药物被陆续发掘。基于

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第一个抑郁症发病的生化

假说——单胺假说问世，该假说认为中枢神经系

统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或功能降低是抑郁症发

生的生物学基础。随后在1957年，第一个单胺氧

化酶抑制剂（MAOI）的抗抑郁药异丙肼（Ipronia-

zid）被成功研发。

在后续的 60 年间，科学家围绕单胺假说开

发了一系列药物，如三环类及四环类抗抑郁药、

五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5-HT与

去甲肾上腺素（NE）再摄取抑制剂、NE和多巴胺

再摄取抑制剂、5-HT 受体拮抗剂等[4-7]。最具代

表性的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第

一种 SSRIs类抗抑郁药氟西汀，因其总体安全性

抑郁症治疗也流行“私人订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曹 鹏 张 智

东南大学神经精神医学研究所 张志珺

图 1 抗抑郁药物的发展历程

科学应用

50



高、耐受性强而成为了当前最主要的抗抑郁一线

用药[8]。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但目前的抗抑郁

药依然存在诸多缺憾。如由于起效缓慢，治疗

初期的患者因主动性增强导致依从性降低、自

杀率增加，加之高复发率和低治愈率，不仅给患

者身体带来了伤害，更是对心理造成了严重困

扰，制约了药物的临床应用。因此，加速抗抑郁

药物起效时间，提高首发患者的治愈率，是亟待

解决的难题。

氯胺酮类药物应运而生

2000 年，Berman 等 [9] 在 Molecular Psychiatry

首次描述了低剂量、短时间给予静脉麻醉药物氯

胺酮（Ketamine）可发挥快速且长效的抗抑郁效

果。此时距氯胺酮初次合成已过去 40 年，在此

期间，氯胺酮一直凭借高成瘾性作为全球第二大

流通的毒品——“K粉”的主要成分。因此，将氯

胺酮作为新型抗抑郁药物其实是领域发展受限

下的无奈选择。

随着药物结构改造和临床给药的优化，氯胺

酮类药物可能会成为抗抑郁新星。2013 年和

2016年，右旋氯胺酮和艾司氯胺酮先后被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药品，

分别用于治疗难治性和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

者。2019年，Spravato（艾司氯胺酮，鼻腔喷雾剂）

在欧美上市，成为30多年来首个获批具有新作用

机制的抗抑郁药物。

然而时至今日，氯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尚

未完全阐明，甚至存在争议。过去的研究认为，

氯胺酮通过拮抗 NMDA类谷氨酸受体（NMDAR）

发挥抗抑郁作用。但实际上，右旋氯胺酮拮抗

NMDAR的强度是左旋氯胺酮的 3～4倍，后者的

抗抑郁作用反而更强、更持久。另外，具有与氯

胺酮相同结合位点的 NMDAR拮抗剂 MK-801却

无持续的抗抑郁作用，这进一步加重了氯胺酮抗

抑郁作用机制的谜团。

氯胺酮抗抑郁机制到底是什么？众说纷

纭。2010年，耶鲁大学Duman团队提出了“mTOR

依赖性的突触形成”的核心机制；2016年，马里兰

大学 Gould团队提出，真正发挥快速抗抑郁功能

的可能是氯胺酮的代谢产物；2018年，Nature同期

发表两篇来自浙江大学胡海岚团队的研究成果，

发现氯胺酮通过抑制外侧缰核簇状放电而产生

快速抗抑郁效果，这与氟西汀的作用机制不同。

这些分子和细胞尺度的新发现为开发新型快速

抗抑郁药物提供了新靶点。

尽管如此，氯胺酮仍然属于受管制的精神

类药物，即便是新药左旋氯胺酮，其成瘾性、毒

性和其他潜在的不良反应以及长期的抗抑郁疗

效仍有待观察和总结，对氯胺酮类甚至其他更

快且副作用少的抗抑郁新药研发任务依旧任重

道远。

物理疗法异军突起

临危受命，物理治疗成为了领域内提出的抗

抑郁新途径，它能否产生快速的抗抑郁效果，其

作用机制为何成为研究者和临床医生关注的新

方向？

过去半个世纪，临床的物理疗法层出不穷，

包括电休克治疗（ECT）、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迷走神经刺激、深度脑刺激、磁休克治疗和直流

电刺激等，均能不同程度且较为快速地缓解抑郁

症状，但其机制尚未阐明。

早在1938年，ECT便被广泛用于治疗重度抑

郁症患者，达到约 75%反应率和 45%以上有效

率，比药物治疗更具优势[10]。但由于存在治疗过

程中的抽搐和之后剧烈的头痛、恶心、认知功能

损伤严重、复发率高等缺点，影响了患者依从

性。因此，ECT 如今并没有在临床普遍应用，只

对自杀倾向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作为一种可选择

的治疗手段。

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原理让科学家们大胆猜

想：变化的磁场产生感应电流，那么磁刺激是否

相当于无创电极刺激脑皮层，并引发生物学效

能？1985年，谢菲尔德大学 Barker研究组[11]设计

出用于TMS的电磁刺激器，开启了磁刺激临床治

疗的先河。1987年，Swenson等首次提出了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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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激大脑皮层可改善情绪的可能；1996年，Cat-

ala等通过刺激前额叶皮层证实了 rTMS的抗抑郁

疗效；之后 20多年的科学研究、临床试验和临床

实践证据一致表明，rTMS治疗抑郁症安全有效，

尤其对首次发作、未曾用药患者的疗效更显著；

与药物抵抗和长期治疗相比，急性期治疗、无药

物抵抗患者疗效更优。2008年，FDA批准靶向左

背外侧前额叶（rDLPFC）10 Hz的 rTMS用于治疗

成人抑郁症。

目前，对TMS的治疗机制已有初步认识。脑

影像研究显示 rTMS 治疗后包括前扣带回皮层、

岛叶以及颞叶上回等脑区活动发生变化，但患者

的响应率仅 29.3%，并伴有头痛等副作用，这促

使更多研究开始探索脑内其他潜在的刺激靶

点。2021年，东南大学张志珺团队首次提出基于

近红外神经导航精准靶向视觉皮层的 rTMS快速

抗抑郁的新策略，治疗 5天即可显著缓解抑郁症

状，并且副作用极少且轻微（如图 2所示）。精准

靶向个体化干预已成为临床研究和治疗的趋势，

也因此，抑郁症发病的神经环路机制解析首当其

冲成为热点。

精准靶向治疗蓄势待发

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脑计划”在内的一系

列重大脑科学研究计划相继提出，抑郁症发病机

制和诊疗研究是其核心方向之一。我国经过多

年的前瞻性布局，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已趋近国

际水平。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了

“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重大研究计划，旨

在解析情感和记忆障碍相关疾病的神经环路机

制。随着近 10年来神经科学领域病毒示踪和神

经调控技术的飞速发展，神经环路结构及功能的

解析成为抑郁症发病机制基础研究最前沿的方

向，涌现出了一批新理论和新突破。

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智团队揭示了

疼痛产生抑郁情绪的神经环路机制。该研究利

用病毒示踪发现大脑中缝背核的5-HT神经元支

配了中央杏仁核的生长抑素能神经元。疼痛伴

抑郁样行为的模型小鼠中，投射到中央杏仁核的

5-HT神经元活动下降导致生长抑素能神经元兴

奋，并得到了疼痛伴抑郁患者脑功能影像的验

证。利用光遗传学手段激活中央杏仁核内部来

自中缝背核的5-HT神经纤维可显著改善小鼠抑

郁样行为（如图3所示）。

据统计，约 50%慢性疼痛患者伴有抑郁情

绪，二者相互恶化，易发展成药物抵抗病症，也

因此 SSRIs 类药物治疗共病患者的效果远不如

非疼痛的抑郁症患者。此外，抑郁症患者常伴

有躯体疼痛，这些患者对传统的镇痛药物反应

微弱。

后续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产

生的躯体疼痛存在特异的大脑神

经环路基础（如图4所示）。这些

发现也支持了抑郁症是一种综合

性病症，存在多种抑郁病症（临床

诊断量表所述）和共病病症（如疼

痛）。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很多

病症发生基础不一致，导致单一

的抗抑郁药物疗效不佳。

除了共病的表型与抑郁表型

存在不一样的神经基础外，即便

是抑郁症常见的症状之间也可能

存在不同的神经环路基础。2017

年，Lim团队在 Cell上发文，发现

图 2 个体化精准视觉皮层（图A中的红色圆圈区域）rTMS实现快速

抗抑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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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慢性疼痛致抑郁的神经环路机制

沉默腹侧苍白球小清蛋白阳性（PV）神经元的不

同输出能够改善小鼠不同的抑郁样行为：抑制PV

神经元到外侧缰核的投射可缓解小鼠的无助行

为，而抑制其到中脑腹侧背盖区的投射则增加应

激敏感小鼠的社交行为；小鼠应激之前抑制PV神

经元活性，这些小鼠的压力抵抗能力变差，但并

没有表现出快感缺失行为。该研究说明，不同的

抑郁症状以及共病症状可能受大脑中不同神经

环路编码，解析这些神经环路的精细结构和活动

规律，是实现精准靶向刺激和个性化治疗的必要

前提。

综上所述，抑郁症发病是多分子、多神经环

路共同作用产生的多症状的系统性疾病，因此单

一的抗抑郁药物和治疗方案疗效欠佳。另外，我

们对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了

解还处于初级阶段，导致

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和诊疗

手段受限。精准靶向特定

脑区或神经环路的物理

刺激治疗，将是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期的重要手段

之一，可能成为个性化治

疗，尤其对药物抵抗的抑

郁症患者来说是不可或缺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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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0年，全球患病人数增长了 2.5倍！帕

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作为一种常见

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全球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

600万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预计到

2030 年，我国 PD 患者将多达 500 万人，约占全

球总数的一半[1]。

虽然科学研究发现中脑黑质多巴胺（DA）

神经元的变性、死亡在 PD 发生和进展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但其具体发病机制依旧是一个未解

的科学难题。

发病机制：未解的科学难题

PD 发病机制极其复杂，当前研究主要从遗

传因素、线粒体功能障碍、炎症及免疫反应等方

面展开。经过多年发展，科学家确定了 PD 是由

α—突触核蛋白（α-syn）异常聚集、线粒体功

能障碍、溶酶体或囊泡运输、突触运输问题和

神经炎症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如图 1 所

示）。这些疾病机制导致并加速 DA 神经元死

亡，且涉及多个运动和非运动回路。黑质纹

状体 DA 神经元的损失又促进了纹状体多巴

胺过度消耗，导致通过基底神经节的直接（易

化）和间接（抑制）途径之间失衡，进而引起运动

迟缓。

当前，许多研究都是在动物或细胞模型的

人工实验条件下进行的，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

成果。例如，科学家发现α-syn-溶酶体水解酶

酸-β-葡萄糖苷酶会形成正反馈环，导致潜在

的自传播疾病，或从线粒体氧化应激开始的病

理级联反应是导致多巴胺氧化蓄积、溶酶体水

解酶酸-β-葡萄糖苷酶活性降低、α-syn 积累

的关键因素[2-4]。

大约 40%的 PD 患者呈α-syn 免疫反应阳

性，提示了 PD 具有某些类似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特征。通过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和 PD 之间的

临床和遗传联系、PD 中受损的细胞和体液免疫

反应、炎症细胞激活的影像学证据和实验模型

中免疫失调等的研究，证明了免疫系统功能障

碍确实在 PD中起作用[5]。

从临床上来看，虽然大部分 PD 病例是散发

的,但也有部分病例是由一组基因改变引起的

家族性 PD。这些基因改变最终导致类似的病

理改变，而研究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之间的关

系变化为我们理解 PD 发病机制、寻找治疗靶点

提供了极大帮助。

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

可能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关键易感性因素，包括

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谱系障碍、多发性硬化

帕金森病：更有希望的治疗策略已在测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刘 军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周嘉伟

图 1 PD涉及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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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帕金森病和中风。临床提示，便秘可使 PD

运动症状的出现提前数年，这与 Braak 假说一

致。该假说推测当外来因素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时，PD 可能通过胃肠系统触发，通过迷走神经

扩散到大脑。实验发现，过表达编码α-syn 基

因的小鼠只有在肠道菌群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发

展 PD 症和脑部病理，而无菌动物就可以防止神

经退行性变[3,6-7]。在 PINK1 基因缺陷小鼠中，肠

道细菌感染导致线粒体抗原呈递并引发自身免

疫，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微生物组

的变化是否与 PD 有因果关系，或者微生物组是

否仅仅反映了继发性变化[3,8]。

早期诊断：标准制定趋向准确

尽管医学界在不断提高 PD 诊断准确性的

临床诊断标准，但确诊 PD 仍然是一个挑战。这

是由于 PD 的某些临床特征可能会与其他神经

退行性疾病相重叠，并且现有生物标记物无法

在发病早期帮助确诊（如表 1所示）。

在常规的临床实践中，诊断错误率可能会

达到 15%～24%。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

11项临床病理研究中，PD 临床诊断准确率仅为

80.6%，即使采用最严格的临床诊断标准，被神

经科医生诊断为 PD 患者后，仍有 10%的人有其

他病理改变，包括原发性震颤以及不同类型的

继发性 PD病[1]。

针对 PD 早期诊断难的特性，科学家引入了

遗传、非运动症状、影像及生物标志物等多种诊

断方法，将在未来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

调查发现，有 3%～5%的 PD 患者与已知的

单基因异常相关，而大多数患者的遗传病因很

复杂，可能存在 90 种遗传风险变体，这些变异

体与随机因素、环境因素或生活方式因素协同

作用，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与发展[9]。

快速眼动期睡眠障碍（RBD）也是 PD 风险

的临床标志之一，90%以上的 RBD 患者最终会

发展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发

展为 PD。从 RBD 发病到 PD 发展的潜伏期通常

在 10年以上[10]。

另外，还有约 90%的 PD 患者有嗅觉减退或

嗅觉缺失。对嗅觉功能的测试已广泛应用于研

究 PD 和其他 PD 综合征，尽管嗅觉检测的特异

性仅为 63.4%，但对 PD与 PD综合征的鉴别诊断

还是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考虑到低成本和易用

性，嗅觉测试应该成为 PD 患者初步临床测试的

一部分[1]。

利用影像技术，如新的核磁共振技术包括

神 经 黑 色 素 成 像（NMI）、定 量 敏 感 性 标 测

（QSM）或黑质背侧高信号的视觉检测也具有评

估黑质病理学的潜力，已经成为研究工作的主

要焦点。NMI 利用神经黑色素的顺磁性，可以

显示出 80%以上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此来区

分 PD 和健康对照组，并有可能显示 PD 前驱期

的改变。在对 10 个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

中，对黑质背侧高信号

区的视觉评估显示，其

诊断敏感性为 98%，特

异性为 95%，故被认为

是前驱 PD 的潜在磁共

振生物标记物[11]。

PET或 SPECT成像

技术使用的各种放射性

核素示踪剂，可用于检

查突触前区以及突触后

纹状体 DA 功能。多巴

胺转运体 SPECT 中使表 1 PD需鉴别诊断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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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突触前单胺转运体（Ioflupane，Trodat）配体对

检测纹状体多巴胺能终末的功能障碍或丢失非

常敏感，并能识别伴有黑质神经退行性变的PD综

合征。由于其可用性高和适中的成本，SPECT成

像技术已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尽管使用 DAT-SPECT 进行多巴胺能放射

性示踪成像或使用氟脱氧葡萄糖-PET 进行代

谢显像已显示出对 PD 的前驱期具有敏感性，但

人们仍期望通过 PET或 SPECT成像,利用灵敏且

特异的放射性示踪剂探针能够可视化和量化大

脑或周围自主神经系统区域中的α-syn 沉积

物，以增强 PD 和其他突触核蛋白病的早期甚至

临床前诊断。有几项候选药物正在临床前开发

中，但尚未达到临床诊断测试阶段。

利用生物标志物进行早期诊断也是当前的

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脑脊液（CSF）和血液生物标

志物密切反应 PD 的病理生理，如α-syn、溶酶

体酶、淀粉样蛋白和 tau蛋白以及神经丝轻链具

有潜在的诊断和预后价值[12]。

各种活检研究表明，免疫组化评估肠道神

经系统中磷酸化和聚集的α-syn存在以及唾液

腺或皮肤中的自主神经纤维，可以将 PD 患者与

健康对照区分开。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表明，

病理性α-syn 或许可以作为 PD 前驱阶段的生

物标志物[1,3]。

此外，目前的研究使人们有可能使用多基

因风险评分或机器学习算法将患者与健康对

照区分开来，并预测患者亚型、发病年龄和临

床特征，这些进展还将对药物的开发和应用产

生影响。

临床治疗：强调个性化管理

PD 是可以治疗的。这一概念必须根植于

医生和病人心中，并积极推动 PD 的治疗。目

前，多巴胺能药物联合治疗是主要策略之一。

但由于不同 PD 亚型不仅具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和预后，而且在潜在的疾病机制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还需要结合个体的不同，使用个性化治疗

方法。

部分 PD 患者在开始考虑药物治疗时可能

会提出一系列顾虑，比如担心左旋多巴可能通

过促进氧化应激，加速疾病的进展。这种对左

旋多巴的恐惧，使医生和 PD 患者推迟治疗。但

研究显示，延迟治疗并不能降低运动并发症和

运动障碍的可能性。

一项大型的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研究表

明，左旋多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单胺氧化酶

B 型抑制剂等药物对于初始治疗都是有益的。

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接受左旋多巴治疗的患

者耐受性最好，运动能力得分提高也最多。因

此，较新的治疗方案会更倾向于使用左旋多

巴。比如，在一项大型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的 3 期临床试验中，科研人员验证了一种自行

服用的左旋多巴口服吸入粉（CVT-301）对 PD

患者的药效。临床评估显示，接受左旋多巴口

服治疗后的即时改善超过了安慰剂[3,13-14]。

即使口服疗法得到最佳调整，许多 PD 患者

仍然会出现运动并发症，这引发了 3 种设备辅

助疗法的发展，旨在达到持续的多巴胺能刺激。

第一种方法涉及以基底节为靶点的神经外

科干预，包括高频刺激（脑深部刺激 DBS）、病灶

手术、单侧高频聚焦超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已批准丘脑底核和苍白球作为

DBS 的脑靶点，丘脑作为震颤主导型 PD 的靶

点。DBS 通常用于双侧，但症状相当不对称的

人可能只需要单侧手术。病灶手术也可能是有

效的，其优点是可以提供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

案。与 DBS不同，由于存在言语、吞咽和认知障

碍的风险，病灶手术通常不在双侧进行。单侧

高频聚焦超声是 FDA批准的一种新的丘脑病变

技术。这种疗法对震颤最有效，但对运动迟缓

和强直无效，且只能单侧应用[3,15-16]。

晚期 PD 的特点是严重的运动和非运动并

发症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在某些时候优化标

准口服疗法（SOT）无法提供足够的缓解。在可

用的设备辅助疗法中，输液疗法（IT）的工作原

理是连续纹状多巴胺能刺激可以显著减少运动

波动并减少治疗反应。最近的几项纵向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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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使 用 左 旋 多 巴 — 卡 比 多 巴 肠 凝 胶 输 注

（LCIG）可减少“关期”时间，同时增加“开期”时

间。此外，对运动障碍和非运动症状也有好

处。同样，在长期临床经验和开放标签研究的

支持下，最近的一项双盲试验验证了持续皮下

阿扑吗啡输注（CSAI）的疗效。这两种 IT都伴随

着高发生率的轻度至中度不良事件，可影响患

者选择和临床效用[3,17-19]。

新的策略：聚焦潜在靶点

PD 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正在迅速上升，但我

们现在必须确定最相关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可

改变的因素，从而提供潜在降低 PD 发病风险的

靶点（如表 2所示）。

研究显示，生活方式因素影响了 PD 的进展

和死亡率。中度至剧烈运动，而非轻度运动，与

PD 发病风险降低有关，而吸烟和大量饮酒与风

险增加有关，咖啡、含咖啡因的茶、适度饮酒和

体育活动对 PD患者有保护作用[20]。

通过细胞移植的方法将人类胚胎干细胞

或诱导多能干细胞中产生多巴胺的细胞移植

到壳核中，可以选择性地挽救多巴胺的丢失。

大部分集中在人胎儿中脑腹侧组织移植的试

验，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和意想不到的结果。首

先，移植物的存活和生长并不一定伴随着相应

的临床改善。在一些移植后，一种独特的副作

用以所谓的失控性运动障碍的形式出现，比如

在疾病症状改善或恶化状态下发生医源性运

动亢进。

其他以细胞为基础的疗法也应该进一步探

索，包括将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或其他

神经营养因子输注到大脑中，这些生长因子在

非人灵长类 PD 模型中具有促进神经恢复和神

经保护作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一种新

的方法，将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直接注

入壳核，采用双侧植入的对流增强输送系统。

干预组的 PD 患者有显著改善，但对照组也有同

样的表现，或许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干预引起了

强烈的安慰剂反应，最终结果并没有展现出统

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今后的工作应该探讨高剂

量、长时间的治疗效果，或针对早期 PD 进行相

应的研究探讨[3,16,19,21-22]。

但小分子高通量药物筛选方法的进步，疾

病模型的发展以及分析技术的改进共同推动了

新型化合物、改用药物和新技术的出现。当前

正在进行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减缓 PD 进展

的可能性，或者推迟前驱期患者发病的可能

性。一些干预措施是定制的，旨在直接针对潜

在的疾病病理学。比如，一个主要的研究小组

专门针对病理学错误折叠α-syn 进行研究，旨

在减少其产量，限制其朊病毒样扩散或促进其

清除。

其他干预措施致

力于重新调整药物用

途，力争实现“老药新

用”。如研究发现，止

咳药、氨溴索可以增

加溶酶体酸GCase酶

活性、降低α-syn 浓

度。评估氨溴索的安

全性、耐受性和药效

学的第一批研究正在

进行中。其他“老药

新用”的药物包括最

初用于治疗白血病的表2 PD潜在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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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替尼、抗糖尿病药物艾塞那肽和前列腺药物

特拉唑嗪等。其中，艾塞那肽在一项临床试验中

显示出有效的迹象，但尼罗替尼、肌苷、伊斯拉地

平和辛伐他汀的结果还不能令人信服。更值得

注意的是，抗流感药物可阻止流感病毒感染导致

α-syn聚集[3,16,19,21-22]。

经过一代又一代神经科学家的努力，PD 将

从单纯的临床诊断发展为有生物标志物支持的

诊断实体，早期诊断的新机会将出现，第一次就

诊的诊断准确率将大大提高。未来的神经科学

家可能不再将 PD 视为单一的病理实体，而是能

够自信地诊断具有不同预后和治疗反应的亚

型。虽然对于既没有症状也没有预防性治疗前

景的个体，早期确诊仍然是一个挑战，但临床开

发中用于疾病修饰的候选药物数量正在呈现前

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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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

最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中老年人群多

发，临床主要表现为隐匿性、缓慢性、进行性记忆

力下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和伴发的精神症

状。在疾病的终末期，患者失去独立自主生活能

力，最终多死于失能引起的吞咽困难、坠积性肺

炎等并发症。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显示，全

球有4600万人罹患此病，预测到2050年，患者数

将翻至 3 倍。2020 年，我国最新的数据表明，60

岁以上人群中认知障碍的患者数达到 1507 万

人，其中AD患者近1000万人[1]。目前针对AD的

治疗仅能改善症状，却无法逆转 AD病程。随着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AD发病率、患病率及死亡

率逐年增加，将给国家、社会以及家庭带来沉重

的负担。

疾病发生：多方因素导致

AD 是一个病因复杂的疾病，大量病因学研

究提示 AD 是由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唐氏综合征

患者会出现认知障碍，此类患者有 3 条 21 号染

色体，动物实验验证 21 号染色体上的 APP 基因

突变可能导致认知障碍。迄今为止，国内外学

者在早发型 AD 患者体内发现了 APP、PS1、PS2

基因多个位点的突变，国内研究报道了中国人

群家族性 AD 患者中 APP、PS1 和 PS2 基因突变

有别于西方[2-3]。

对于散发性AD（约占AD总人数的99%），遗

传因素对其发病风险的因素可达 60%～80%[4]。

载脂蛋白E（Apolipoprotein E，APOE）是当前公认

的散发性 AD风险基因，其编码蛋白参与体内脂

质的转运及代谢。此外，散发性 AD的风险基因

还 包 括 BIN1、CLU、CR1、CD33、PLD3、ABCA7、

TREM2、MS4A4A、ADAM10 等，这些突变基因主

要与 APP 代谢、Tau 代谢、胆固醇代谢、免疫应

答、胞吞、细胞骨架/轴突发育、表观遗传等功能

相关。

低教育水平是 AD 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长

期从事脑力活动者及有良好社交活动者罹患AD

的概率较低。而情绪异常（如长期处于抑郁状

态）会增加患AD的风险。不良膳食习惯、B族维

生素缺乏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代谢异常、肥

胖、缺乏体育运动及酗酒都被视为 AD的危险因

素。此外，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头颅外伤史均可

增加罹患AD的概率。

发病机制：尚无一致结论

有关 AD 的发病机制莫衷一是。AD 的核心

病理为神经元不可逆丢失。目前主流的学说包

括“β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Tau蛋白异常磷酸

化”以及新兴的“神经血管单元功能改变”与“微

生物假说”。

其中，β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是最为广泛接

受的AD发病学说,也是目前AD诊断和新药研发

的主要理论框架，该学说认为，β淀粉样蛋白

（Amyloid-β，Aβ）产生过多或清除障碍会导致

Aβ在脑内聚集，是 AD发病的早期事件，甚至是

AD 的始动因素或病因，聚集形成的 Aβ寡聚体

（最具毒性的Aβ聚集形式）进一步导致脑内Tau

蛋白异常磷酸化、激活神经炎症，最终导致神经

元变性丢失以及痴呆的发生（如图1所示）[5-6]。其

阿尔茨海默病原创成果不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 刚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王 俊 王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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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β产生过多被认为是家族性AD的主要病因，

而Aβ清除障碍是散发性AD的主要病因。

Aβ是淀粉样前体蛋白经由β-及γ-分泌

酶序列剪切产生。国内研究团队近期发现，Aβ

产生和清除不只局限于中枢，外周也存在一定的

调节功能：外周血细胞可以代谢产生 Aβ，并参

与脑内 AD 病理改变及学习记忆能力下降[7]，增

强外周系统 Aβ清除能力可促进脑内 Aβ清除，

减轻脑内 AD 病理并改善学习记忆能力[8-9]。因

此，我国学者在国际上提出了 AD发病机制和诊

治措施的AD系统观[10]。

Tau蛋白是体内含量最高的微管相关蛋白，

其可溶性极高，参与构成神经细胞骨架。Tau蛋

白功能的发挥需要进行各种翻译后修饰，氨基酸

位点的异常磷酸化可导致 Tau蛋白可溶性下降，

进而在细胞内形成配对螺旋样纤维和神经原纤

维缠结，导致其在细胞内转运异常进而加速神经

元凋亡[11]。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元细

胞内 Tau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增加。在 AD发生过

程中，Aβ的异常增加和聚集会促使神经元Tau蛋

白磷酸化水平进一步加重，引起认知功能障碍。

神经血管单元是将中枢神经系统内的胶质

细胞与血脑屏障纳为一个功能整体，强调二者间

的相互调节作用。当AD患者脑中周细胞出现明

显的退行性改变时，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使大

脑对外周的促炎因子及毒素更易感。此外，周细

胞功能异常可导致脑灌注不足，进一步加剧 AD

相关病理。有研究发现，在使用纳米制剂修复神

经血管单元结构及功能后，AD 小鼠模型的空间

记忆能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2]。

一系列研究发现，慢性感染与 AD 相关，AD

患者体内微生物感染负荷较对照者明显增多，且

感染负荷越多，血清 Aβ和炎症因子水平越高。

流行病学证据表明，中年期系统感染与认知下

降、增加的 AD 风险有关，阿司匹林等 NSAIDs抗

炎药的使用与降低 AD 风险相关。基于这些发

现，国际学者提出了微生物假说，病毒、细菌、真

菌等病原体的慢性感染可能是衰老过程中罹患

AD 的致病因素，其可能通过诱发炎症反应促进

AD的发生。

肠—脑轴是近些年研究热点，通常将肠道菌

群纳入其研究范围而形成肠道菌群—肠—脑

轴。肠—脑轴的研究核心为大脑与胃肠道之间

存在直接的双向信号传导。早在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阶段，患者

肠道菌群便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变，表现为肠道菌

群多态性下降、肠道菌群稳态失调。促炎细菌大

量增殖，分泌促炎因子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活化小

胶质细胞，诱导慢性神经炎症，进而加剧AD病理

进展。

疾病诊断：出现新型工具

过去 20年间，AD新药研发几乎均以失败告

图 1 β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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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原因是干预时机过晚。即

使是处于临床早期的MCI患者，其已处于生物学

的失代偿期，脑内已有大量Aβ沉积，加之Tau病

理、神经炎症、氧化应激等各种病理暴发，此时单

一的治疗靶点已不足以阻止或逆转病情进展。因

此，国际研究者在 AD治疗方面形成共识——早

期干预，而早期干预的前提就是早期诊断。

为此，近年来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联合阿尔

茨海默病协会及国际工作组对AD诊断标准做了

一系列修订，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

将 AD病程分为无症状的临床前期、症状前驱期

和痴呆期；二是纳入生物标志物作为诊断依据。

然而，由于条件限制，现有的基于ATN框架的AD

诊断方案还无法真正在临床普遍开展，因此，临

床上迫切需求一系列能应用于疾病早期的、易行

且可以敏感识别AD的测试手段。

目前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检测血液标志物，目前研发出超敏

ELISA 试剂盒、质谱分析、全自动化的电化学发

光免疫检测技术、单分子免疫阵列检测技术等检

测方法。目前血浆 Aβ40/42 比值、p-Tau181、

p-Tau217、NFL 等在 AD 的诊断和早期诊断中表

现出一定价值[13]，为 AD 早期诊断提供了适于人

群筛查的标志物；近期血液中脑源性外泌体的分

离和检测技术的开展也为

AD 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标

志物来源。二是电子化神

经评估及人工智能技术的

引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成套电子化神经心理

评估量表及基于机器学习

的评估模型逐渐在国内外

出现。国内相关研究团队

开发出了相应的新型诊断

工具，目前正在临床进行多

中心检测试用。如在长期

的临床实践中，认知障碍专

科医师发现 AD患者多合并

语言功能障碍，表现为言语

欠流利、找词困难等。据此，国内相关团队开发

出一款软件用于鉴别 MCI 阶段患者（如图 2 所

示），并提出言语/沉默时间比可作为诊断的潜在

标志物[14]。

药物治疗：研发从未间断

荟萃分析提示，音乐治疗、认知训练、心理治

疗、有氧运动等非药物治疗可以改善轻至中度

AD 患者的症状，认知训练改善认知水平的后遗

效应可持续几个月，可以作为药物治疗的有益补

充。近年来，40 Hz声光疗法和经颅磁刺激联合

认知训练在轻中度AD的治疗中展示出较好的效

果，为 AD 治疗带来新的希望[15-16]。值得注意的

是，国内相关团队也在探索适用于国人开展、疗

效确切的非药物治疗模式。但目前来看，非药物

治疗还仅被当作药物治疗的辅助治疗手段。

在临床药物治疗方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AD的药物包括多奈哌

齐、美金刚、利斯的明及加兰他敏。但上述药物

只能改善 AD患者的症状，无法避免或修复脑内

神经元损伤。

甘露特纳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AD 药物，目前

在国内有条件上市。甘露特纳活性成分为海洋

褐藻中提取的低分子酸性寡糖化合物，初期研究

图2 国内自主研发语音软件对AD及MCI患者鉴别的典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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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提示其作用于肠道菌群，纠正 AD 相关病理

变化，以改善认知功能[17]。该药从天然藻类中

提取活性成分，人体不良反应较小，目前正在国

际范围内进行Ⅲ期多中心临床试验，进一步验

证疗效。

近 20余年，靶向 AD病理进程的疾病修饰药

物研发从未间断，包括靶向 Aβ、Tau病变、神经

炎症、氧化应激、能量代谢等药物，但几乎所有药

物都未能通过临床试验应用于临床治疗。Aβ

作为广为认可的 AD致病物质，成为新药研发的

重要靶点，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包括抑制 Aβ产生

的BACE1抑制剂和促进Aβ清除的免疫治疗。

在这些抗体中,渤健（Biogen）公司研发的

Aducanumab已于近期获得 FDA的生物制品许可

批准，是近 20 年来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 AD 新

药。尽管目前其有效性尚存质疑，效果有待Ⅳ期

临床试验的验证，但其为 AD治疗还是带来新的

希望。此外，Donanemab单抗靶向于Aβ的清除，

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其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患者的认知行为症状[18]，目前对 AD 的治疗效果

还需要更大范围的临床试验验证。

在此之前，多个针对 Aβ的清除单抗在Ⅲ期

临床试验均宣告失败，这些结果极大程度上挑战

了经典的 Aβ致病学说，也让研究者将目光转向

以 Tau 蛋白为靶点的免疫治疗。其中，Tilavo-

nemab单抗作用于Tau蛋白，对AD的治疗效果还

在接受Ⅱ期临床试验评估[19]，有望使 AD 患者获

益。另外，AADvac1 疫苗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且安全性尚可。

AD防治：采用多模式综合管理

过去 30 年间，多个西方国家的总体痴呆发

病率和 AD 发病率均有所下降，2000—2012 年，

美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群痴呆发病率由 11.6%

降至 8.8%，其原因可能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

件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

有关。

2020 年 ，Lancet Commission 报 告 显 示 ，约

40%的AD病例可归因于AD的可调控危险因素，

包括青少年时低教育水平，中年时听力丧失、颅

脑外伤、高血压病、酗酒、肥胖，老年期吸烟、抑

郁、缺乏锻炼、社交孤立、糖尿病等。

在 AD 新药研发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对高危

人群的预防（尤其是一级预防）有望取得新的突

破。芬兰 FINGER 研究将纳入的 1260 例痴呆高

危人群进行为期 2 年的 AD 预防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发现，多模式综合干预（包括健康饮食、锻

炼、认知训练和血管危险因素的管理）可有效延

缓认知功能下降[20]。

2019 年，WHO 提出的痴呆防治指南以及由

我国学者牵头完成的AD防治指南中将健康生活

方式（体育锻炼、均衡膳食、戒烟酒、多社交）和共

病治疗（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抑

郁）作为痴呆的防治措施。AD是一种复杂疾病，

其有效防治需要走三级预防道路。采用多模式

综合管理方式，维持全身健康，将是AD防治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向。

AD发病机制复杂，致病机制涉及多个学说，

而针对各个学说制定的靶向治疗方案又多以失

败告终。另外，AD呈现慢性进展性病程，随着老

龄人口占比增多，AD 带来的疾病负担将逐年增

加，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巨大考验。因

此，AD的研究需要更多来自国家及社会的支持。

挑战亦是机遇。随着我国认知障碍领域学

科建立和完善，对 AD患者诊治会更加专业且规

范。值得欣慰的是，我国 AD领域的专家从我国

国情出发，开展各项原创性研究，填补了国内乃

至国际上的空白，研究结果也陆续获得了国际同

行的认可。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AD 的基

础研究和临床诊治将会取得一系列重要的进展

和突破，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患者及家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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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疾病负担组在2020年 10月公布的疾病

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卒中患病率、发病率逐年增

长，目前卒中的疾病负担上升至第3位，其中缺血

性卒中占 64.9%，而且绝大多数是中老年患者。

据澳大利亚学者Thanh G. Phan和Anisha Haseeb

在 2020年7月发布的全球终生卒中风险交互地图

上显示，中国成为 25 岁后终生卒中风险最高地

区，其中缺血性卒中疾病负担在全球仍旧排名第

一。卒中在中国具有发病时间早、发病和患病人

数庞大的特点，未来中国的缺血性卒中负担将越

来越大[1]。

中国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于2020年9月首次向全球公布了我国卒中流行病

学调查数据：在中国老龄化的加重环境下，疾病

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2017年，卒中成为中国全

年龄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的首位原因；

2018年，卒中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2.33%，

在全因死亡中居于第 3位，并且在城市和农村居

民中卒中死亡率都有很大增长。综上所述，中国

在卒中疾病负担的各方面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需

要卒中预防、治疗、康复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同努力。

脑内淋巴系统可视化提供脑水肿治疗

新思路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不

明确。传统观点认为，在脑卒中急性期，急性脑

水肿所致的颅内压升高及其继发引起的脑疝形

成是脑卒中急性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早期临床上

常使用糖皮质激素、高渗溶液等减轻脑水肿，以

达到降低早期死亡风险的目的，但这些方法的应

用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目前认为卒中后脑水肿包括早期的细胞毒

性水肿与晚期的血管源性水肿，其中起关键作用

的蛋白分子成为抗脑水肿的潜在治疗靶点，包括

基质金属蛋白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通道蛋

白4（Aquaporin4，AQP4）、Na+-K+-ATP泵等。

2015 年，Jonathan Kipnis 和 Antoine Louveau

等提出了脑淋巴循环系统学说。2020 年，哥本

哈根大学相关团队进一步发现，在急性缺血性

卒中模型小鼠中抑制星形胶质细胞表面 AQP4

的表达，可以减少脑脊液向卒中后增宽的血管

周围间隙内流，从而减少脑内液体潴留，减轻脑

组织肿胀。这些发现表明，脑水肿可能与脑内

淋巴循环有关，深化了对脑水肿病理生理的认

识，提示可以通过干预脑脊液向脑实质内流达

到减轻脑水肿目的，以此实现脑保护、减少脑损

伤、降低死亡风险，为卒中后脑水肿治疗提供了

新的机遇[2-4]。

在此基础上，华盛顿大学相关团队已经设计

出人工智能定量检测脑缺血后脑脊液的差值变

化，分析脑水肿程度，用以预测脑组织中线移位、

脑疝等危重情况的发生。近年来，随着神经影像

技术的发展应用，脑内淋巴循环系统越来越可视

化，相关研究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脑内淋

巴系统和脑脊液内流导致脑水肿的病理生理机

制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这为未来寻找卒中后抗

脑水肿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血管内治疗不断进步让患者获益明显

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后的血管内治疗，即闭

塞血管再通，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机械取栓

与静脉药物溶栓治疗。在2015年之前，NINDS研

究和PROACT研究在探索缺血性卒中后早期血管

卒中治疗：新技术惠顾患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王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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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阿替普酶溶栓上明显获益，之后，随着取栓器

械的不断涌现，发达国家于2015年开展的几项大

型临床研究表明，缺血性卒中患者发病后早期机

械取栓也可明显获益，但机械取栓相关研究在发

展中国家的循证医学证据几乎没有，直到2020年

的RESILIENT研究，才为发展中国家缺血性卒中

患者的取栓治疗提供了切实的循证医学证据（如

表1所示），并且该研究将发病时间窗从6小时延

长到了8小时[5]。

从 1995年 NINDS研究中的静脉溶栓治疗到

2015 年 MRCLEAN 研究的静脉溶栓桥接取栓治

疗，都能显著提高血管再通率，降低致残率、死亡

率，改善临床预后，为我们在治疗急性缺血性卒

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而最新一项中国的

DIRECT-MT研究对比了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缺

血性卒中患者直接取栓治疗与阿替普酶溶栓桥

接取栓治疗的效果，发现在临床上直接取栓治疗

组并不劣于桥接治疗组（如表 1所示），次要终点

及安全性方面两组并无差异，此研究引发国内外

广泛关注。

对于静脉溶栓药物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

TAAIS 研 究 、ATTEST 研 究 、TEMPO-1 研 究 及

NOR-TEST研究等均表明，替奈普酶（TNK）比阿

替普酶有更好的血管再通率及更好的临床预后，

并且不增加出血风险。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医

院开展的EXTEND-IATNK研究表明，桥接治疗中

TNK 优于阿替普酶的应用，直接改写了溶栓指

南，并且在 2020 年的 EXYEND-IATNK2研究中，

确定了TNK在桥接治疗应用中的最佳剂量，目前

关于 TNK的研究仍在继续，我国也将陆续启动 3

项大型研究，旨在为TNK的应用提供更多的临床

证据[6-8]。

静 脉 溶 栓 有 严 格 的 时 间 窗 限 定 ，而 在

WAKE-UP研究中提出了影像学中的组织窗代替

时间窗的概念。对于发病时间不明或者醒后卒

中的患者，2020年的 meta分析表明，应用阿替普

酶溶栓的患者整体获益大于风险，依据该研究结

论，可将卒中患者缺血再灌注治疗分为3类，不同

患者影像检查及治疗策略也不同[9]（如表2所示）。

神经保护剂研发旨在改善临床预后

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的关键在于血管再通，

然而即使通过多种手段获得血管再通，仍有相当

一部分患者神经损伤症状并无改善，甚至会恶

表 1 血管内治疗临床研究90 d临床结局

临床研究

RESILIENT研究

DIRECT-MT研究

分组

静脉溶栓（79例）

未静脉溶栓（31例）

静脉溶栓桥接取栓（76例）

直接取栓（35例）

血管内血栓切除（326例）

阿替普酶桥接血管内切除

（328例）

90 d临床结局

mRS=0~2

20%

35%

36.5%

6.8%

90 d临床结局

mRS=3~5

50%

41%

45.6%

44.2%

90 d临床结局

mRS=6

30%

24%

17.8%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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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由于卒中后神经细胞缺血缺氧、氧自由基损

伤等会导致神经细胞死亡，所以有必要在血管再

灌注的同时再给予神经保护剂，进一步改善临床

预后。卒中治疗学术工业圆桌会议（STAIR）专注

于神经保护，其相关研究提出，神经保护必须结合

再灌注治疗。

基于这一理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山麓医

学中心 Michael Hill团队进行了 ESCAPE-NA1研

究，通过使用阻碍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蛋白

与突触后致密蛋白95（PSD-95）相互作用的neri-

netide（NA-1）来抑制神经元兴奋毒性信号传递，达

到神经保护的目的，NA-1神经保护作用已在缺血—

再灌注损伤模型中得到证实。在ESCAPE-NA1的

临床研究中，虽然 NA-1 的应用在未接受静脉溶

栓治疗的患者中临床预后优于安慰剂组，但在

接受阿替普酶溶栓治疗的患者中临床结局并无

改善。

依据STAIR的神经保护剂多靶点理论，我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依达拉奉右莰醇

注射用浓溶液（先必新）临床疗效显著，是神经保

护剂有效的新证据。目前仍有新的神经保护剂研

究正在开展，旨在为神经保护剂在缺血性卒中患

者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临床证据。

新研究成果可有效降低卒中轻症复发

临床常见的轻型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因症状轻容易被忽视，但此类患者3个月内

再发卒中的风险可高达15%，甚至可造成严重的

残疾。如何能安全有效地降低复发风险？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 CHANCE 研究给出

了明确的证据[10]。

CHANCE研究是迄今全球最大的多中心、随

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研究，研究对象为发病

24 h内的轻型缺血性卒中（NIHSS≤3分）和高危

TIA（ABCD2≥4分）患者。结果显示，阿司匹林联

合氯吡格雷组卒中复发风险明显低于阿司匹林单

药组，且并未增加严重出血风险，为非致残性脑血

管事件高危患者卒中后二级预防指明了方向。

2020年，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对CHANCE研究的

结果也予以了肯定。

氯吡格雷本身并无活性，进入体内经过肝脏

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CYP）2C19 酶

的转化后，通过腺苷二磷酸（ADP）途径发挥抗血

小板聚集作用。由于58.8%中国人携带这种酶的

慢代谢基因，因此易出现氯吡格雷抵抗。心血管

方面的研究显示，携带此酶慢代谢基因的受试者

发 生 继 发 性 心 血 管 事 件 的 风 险 明 显 增 高 。

CHANCE血样亚组也进行了氯吡格雷药物基因组

学研究，结果也证实氯吡格雷抵抗患者发生心血

管死亡、再梗死或严重缺血的终点事件明显增

多。因此，深入探索CYP基因表型与氯吡格雷抗

血小板的疗效及卒中复发风险的相关性将更有利

于指导临床。

2020年，发表在《新西兰医学》杂志的 THA-

LES研究[11]，是对另一种 ADP抑制剂——替格瑞

发病时间

早时间窗（4.5 h内）

晚时间窗（4.5~24 h）

发病时间不明

（无证人的卒中、醒后卒中）

影像检查

头颅CT或头颅CTA

头灌注影像（CTP或PWI）

头MRI平扫

（DWI-FLAIR不匹配）或CTP

治疗策略

静脉溶栓为主

如果满足桥接取栓治疗标准

可选择桥接取栓

取栓或直接静脉溶栓

静脉溶栓或机械取栓

表2 卒中患者缺血再灌注治疗分类及检查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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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联合阿司匹林治疗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对

比研究，结果显示，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治疗

组在服药 30 d 内卒中复发或死亡风险明显降

低，但严重出血事件风险增加，且与用药时间无

关，两组的患者功能残疾比较没有明显差异。

替格瑞洛从心血管病领域走向卒中研究，是抗

血小板药物（作用位点如图 1 所示）应用的一大

开拓。

疫情期间卒中诊疗仍取得一定成果

暴发于 2019 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都造成

了很大的冲击，包括卒中在内的患者住院治疗机

会明显减少，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大大影响了

卒中的诊疗和研究。为了减少COVID-19疫情造

成的医院聚集及院内感染发生率，很多医疗机构

提倡远程医疗，改变了既往的面对面诊疗模式。

同时，由于疫情的排查、核酸的测定等，卒中患者

入院后的诊疗流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院内延误

时间明显延长，严重影响缺血性卒中患者超早期

的血管再通治疗。

随着对疾病的认识和研究，COVID-19 累及

神经系统的证据越来越多，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发

现，COVID-19患者卒中的患病率（1600/100 000）

高于普通人群（1100～1200/100 000）[12]。另外，目

前发现 COVID-19是全身微血管病，脑血管也易

受累[13]，导致患者病情复杂，影响患者预后。有关

COVID-19是不是卒中的病因以及其造成神经系

统损害的分子机制，将是 COVID-19后卒中研究

的热点。

虽然受疫情影响，很多临床研究受阻，但卒

中领域研究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评价新

的 血 管 再 通 技 术 —— 经 颈 动 脉 血 管 重 建 术

（TCAR）的 ROADSTER2 研究得到卒中领域权威

杂志Stroke的肯定，被称为2020年卒中领域最重

要的进展之一。该研究证实 TCAR成功率高，患

者早期预后良好，卒中复发和死亡风险较低，并

且患者进行该手术操作效果同样良好，未来可能

取代颈动脉支架置入术[14]。

另外，人工智能也让卒中治疗方式的探索持

续深入，呈现出新路径，目前已有多家软件公司

将AI技术应用于医学的探索性研究，尤其是卒中

影像判读方面应用最多。未来，AI有望成为一种

临床使用工具，帮助临床医师做出决策，使临床

诊断更科学、合理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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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人体的最高指挥官，它是如何指挥人

体维持心跳、血压等基本生理功能的，又是如何

实现情感认知和学习记忆等高级功能的，一直是

神经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已知大脑中成百亿神经元之间形成的复杂

网络是其发挥功能的结构基础，而在神经网络中

担任主要信息传递作用的是化学突触以及对应

的神经递质/调质。神经递质/调质通常从突触前

膜释放，作用于突触后膜的受体或者离子通道，

引起下游神经元兴奋性的改变，最终实现信息在

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神经递质/调质的正常释放参与了睡眠—觉

醒周期的调控、奖赏与惩罚、学习记忆等重要的

生理过程，与此对应的是，很多精神类疾病（如睡

眠障碍、抑郁症）也被证实与神经递质/调质的调

控紊乱相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虽然对神经递

质/调质特异性投射的解剖特征和功能有了一定

程度的了解，但各类神经递质/调质在生理或病理

条件下的动态变化并没有得到很好解答。想要

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利用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

性、高时空分辨率

的神经递质/调质检

测方法。

传 统 检 测

方 法 存 在 诸 多

局限

近 几 十 年 来 ，

为实现对神经递质/

调质的精确检测，

多种检测手段已经

被开发，包括生物化学、电化学、可遗传编码的荧

光探针等（如图1所示）。

传统的检测神经递质/调质的方法主要是利

用微透析的技术，将微探头植入待检测动物脑区

获得一定量的脑脊液，随后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或者气相色谱（Gas Chromatography，GC）

将不同的神经递质/调质分离出来，最后通过质谱

（Mass Spectroscopy，MS）分析脑脊液中每种神经

递质/调质的含量，实现对神经递质/调质的检

测。此种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分子特

异性，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需要将微

探头植入动物大脑，会对脑组织造成损伤；微探

头本身的直径接近 100 μm，无法实现较高的空

间分辨率；取样时间较慢，通常为10 min，无法实

现对神经递质/调质快速变化的实时检测。目前，

微透析技术主要被用于活体小鼠中检测多巴胺、

五羟色胺等神经调质在睡眠觉醒、成瘾等过程中

的释放。

此外，基于氧化还原原理的电化学检测手段

获 得 更 高 成 像 时 空 分 辨 率
——可遗传编码的神经递质/调质荧光探针评述

北京大学 李毓龙 万金霞

图 1 神经递质/调质检测手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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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步发展起来，如安培法（Amperometry）和快速

扫描循环伏安法（Fast Scan Cyclic Voltammetry，

FSCV），这两种手段已经被广泛用于检测易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的单胺类神经递质/调质。此种

检测手段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达到亚

秒级别。

但是，电化学的检测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很难检测乙酰胆碱等难以被氧化还原的神经

递质/调质；由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结构比较

类似且氧化还原电位也类似，此方法难以实现对

二者的区分。另外，由于碳纤电极的直径通常为

5～25 μm，导致了电化学检测手段的空间分辨

率有限，且难以同时对多个脑区神经递质/调质的

动态变化进行长时程检测。

近年来，基于单光子和多光子激发的荧光显

微镜得到了快速发展和优化，可以用来实现高时

空分辨率、深部组织的成像。在神经递质/调质

检测方面，光学成像方法因其高灵敏度、实时观

测等特点得到了极快发展。一系列利用光学成

像方法实现对神经递质/调质检测的探针也应运

而生。

比如 Barnea等基于两种融合蛋白（如 G蛋白

偶联受体和β-arrestin 蛋白）相互作用启动下游

报告基因表达的策略开发了一种可以检测神经

递质/调质释放的方法——Tango Assay。这种检

测方法一方面因为利用了内源受体，因此具有较

高的分子特异性；另一方面利用转录因子启动下

游报告基因的表达，对信号具有放大作用，因此

灵敏度较高。但是下游报告基因的表达需要一

定时间，导致其时间分辨率较低，在瞬息万变

的神经网络里很难检测到神经递质/调质的动态

变化。

Kleinfeld实验室基于细胞系构建开发了一种

可以检测神经递质/调质释放的系统，简称 CNi-

FERs。该方法与Tango Assay具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二者都利用了神经递质/调质的内源受体G蛋

白偶联受体（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GPCR）

作为神经递质/调质的结合蛋白，实现了高度的分

子特异性；同时CNiFERs通过利用Gq蛋白介导的

下游信号通路实现了对信号的放大作用，使得该

系统也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且信号通路的传导过

程较快，相比于 Tango Assay 具有更高时间分辨

率，可以用于快速检测神经递质/调质在微环路中

的动态变化。但是，在使用CNiFERs系统时需要

将构建好的细胞系移植到大脑的特定区域，这种

移植可能会对大脑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且外源

细胞进入大脑可能产生免疫排斥反应。此外，细

胞系的移植过程对操作具有较高的要求，难以被

广泛应用。

新型荧光探针提高成像时空分辨率

为进一步提高成像的时空分辨率，一系列可

遗传编码的神经递质/调质荧光探针被开发出来，

并实现了活体中的长时程成像。这类神经递质/

调质荧光探针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感受

域，与神经递质/调质结合；另一部分是报告域，通

常是一个或者两个荧光蛋白。

基于两种荧光蛋白构建探针时，通常需要利

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ET）原理，要求两种荧光蛋白

的激发和发射光谱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并且感

受域的构象变化能够将两种荧光蛋白之间的距

离和角度调整到合适范围。

目前已有的基于FRET原理开发的神经递质/

调质探针的信噪比较低，很难应用在活体中。基

于单个荧光蛋白构建的荧光探针发展则更为成

熟，感受域的构象变化会引起荧光蛋白发色团周

围环境的改变，从而改变荧光强度。基于单个荧

光蛋白构建的神经递质/调质荧光探针通常分为

两类，一类的感受域是细菌的周质结合蛋白

（Periplasmic Binding Protein，PBP），另一类的感

受域是GPCR（如图2所示）。

基于 PBP 构建探针的代表当属 Looger 实验

室，他们利用绿色荧光蛋白构建了可以检测兴奋

性神经递质谷氨酸的探针（iGluSnFR）。iGluSnFR

已经被用在活体线虫、小鼠大脑皮层检测内源谷

氨酸的动态变化。利用类似的原理，可以检测抑

制性神经递质GABA的 iGABASnFR、检测AT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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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PSnFR以及检测五羟色胺的 iSeroSnFR相继被

开发出来。

这类探针具有众多优势，如使用可以与神经

递质/调质结合的内源蛋白实现对神经递质/调质

检测的特异性；可以直接反映神经递质/调质的结

合而不依赖于下游信号的读出，提高了时间分辨

率；可遗传编码的特性，使其可以利用病毒注射或

者遗传学手段将探针表达在特定脑区的特定细胞

类群，实现了空间特异性；在原核生物细菌中实行

高通量的筛选，通过对探针自身的优化可以提高

其信噪比，相较于此前各种神经递质/调质的检测

方法都有了较大突破。但并非所有的神经递质/

调质都可以在细菌中找到能够与之结合的蛋白，

因此该方法的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此外，在细

菌里找到的蛋白在真核细胞表达容易出现膜定位

的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体逐步发展了利

用神经递质/调质来实现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

机制，而神经递质/调质主要通过与其自身特异性

受体的结合实现信息传递等重要功能。已知大部

分神经递质/调质的内源受体是 GPCR，因此选择

GPCR作为探针的结合域具有众多优势。它保留

了二者之间高度的选择性、亲和力和动力学特征；

因其本身存在于真核细胞，不存在蛋白表达及包

装运输方面的问题；它可遗传编码，能够实现在特

定细胞的表达。通过对比已经解析出来激活状态

和非激活状态GPCR的晶体

结构，可以发现 GPCR 被激

活后结构上的变化主要发生

在第五和第六个跨膜区的向

外伸展，而且这种构象的改

变在 GPCR 中是普遍存在

的。因此，基于 GPCR 激活

原理的探针开发策略更易于

推广。

通过将神经递质/调质

与内源受体结合时产生的构

象变化与光学信号偶联，可

以实现对神经递质动态变化

的实时检测，利用GPCR的激活原理，我们课题组

成功开发了一系列神经递质/调质荧光探针，并将

其 命 名 为 GRAB 探 针（GPCR Activation-Based

Sensors）。GRAB探针包括可以检测乙酰胆碱的

GRABACh、多巴胺GRABDA、去甲肾上腺素GRABNE、

腺苷 GRABAdo、五羟色胺 GRAB5-HT、大麻素 GRA-

BeCB、三磷酸腺苷 GRABATP等荧光探针。Lin Tian

课题组也利用类似的原理，开发了多巴胺探针

dLight，去甲肾上腺素探针nLight和五羟色胺探针

PsychLight。

这一系列神经递质/调质荧光探针已经成功

在活体动物中实现对神经递质/调质的长时程检

测，也实现了同时对动物大脑几个脑区中特定细

胞群体的实时检测，比如使用五羟色胺的探针在

不同脑区研究五羟色胺在睡眠觉醒过程中的动态

变化，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在不同脑区参与睡

眠觉醒的调控作用。

探针还具有较好的时间分辨率，能够帮助我

们研究行为发生过程中神经递质/调质的动态变

化，如在小鼠交配的不同阶段实时检测多巴胺的

动态变化。神经递质/调质探针与大视场显微镜

连用，可以实现对小鼠整个大脑皮层的神经递质/

调质的检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神经递质/调

质在特定行为中特定皮层区域的释放。

另外，神经递质/调质探针可以用于靶向GP-

CR受体药物的筛选，相比于放射性同位素标记以

图2 基于PBP和GPCR构建神经递质/调质探针原理图

（图片来源于《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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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游信号报告基因表达药物筛选系统，探针具

有不需要清洗配体、检测快速、不需要加入底物

等优点。此外，继续拓展神经递质/调质探针的光

谱，借助多色成像的手段，可以实现对多种神经

递质/调质、钙离子等的同时检测。

新技术应用还需深入考虑

基于 GPCR 激活原理构建的神经递质/调质

探针虽然具有众多优势，但是在具体应用的时候

也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GPCR作为一种重要的内源信号分子，

参与介导了一系列的下游信号通路，因此，需要

考虑基于GPCR开发的神经递质/调质探针，是否

会参与下游信号通路的介导并影响细胞正常的

生理功能。根据目前已有的数据，大部分神经递

质/调质探针基本不与下游信号通路偶联或者偶

联能力远低于野生型的内源受体，但即便如此，

也应充分考虑探针的表达量，一旦表达量过高，

探针或许会影响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

其次，基于 GPCR构建的探针与对应神经递

质/调质的亲和力通常与内源受体类似，因此探针

与神经递质/调质的结合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内源

受体竞争，这是所有包含待检测物结合域的探针

都存在的问题，包括被广泛应用的钙探针。这种

情况下，在保证可以检测到神经递质/调质信号的

前提下，一方面可以通过控制探针的表达量，另

一方面可以选择低亲和力版本的探针，降低其对

内源受体的竞争。

再次，基于 GPCR 构建的探针通常具有受

体 亚 型 的 药 理 学 特 异 性 。 举 例 来 说 ，基 于

DRD2 构建的多巴胺探针只能够被 DRD2 的阻

断剂阻断多巴胺引起的信号，而不能被 DRD1

的阻断剂阻断。这就使得基于 DRD2 构建的多

巴胺探针不能用来研究靶向 DRD2 受体药物对

内源多巴胺动态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不过，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基于 DRD1 开发

的探针进行检测。

最后，基于GPCR开发的神经递质/调质探针

通常表达在细胞膜上，很难用于检测细胞内神经

递质/调质的动态变化，如GRAB5-HT只能用于检测

胞外五羟色胺的信号，这时就可以选择使用基于

PBP构建的 iSeroSnFR来实现对胞内五羟色胺动

态变化的检测。

（注：本文引用图片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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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们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功能性神经精神疾病的临

床治疗日益受到重视。功能性神经精神疾病是

指与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相关的疾病，包括帕金

森病和肌张力障碍等运动障碍、抑郁症和强迫

症等精神障碍、癫痫、慢性疼痛等，这些疾病往

往没有明确的致病灶，而只表现为功能异常，传

统上主要依赖药物治疗。神经调控技术的出

现，通过微创植入或无创的电、磁刺激改变神经

系统活性，进而治疗疾病，极大丰富了临床疗

法，推动了医工融合的学科发展。

不一样的“电子药物”

植入式神经调控技术的临床应用始于 20世

纪 60 年代，1965 年，加拿大神经生理学家 Mel-

zack和英国生理学家 Wall 提出了著名的疼痛闸

门控制理论；1967 年，美国医生 Shealy 完成了首

例脊髓电刺激手术，此后各种植入式神经调控

技术逐步发展起来。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主要

有四大类：一是脊髓刺激（Spinal Cord Stimula-

tion，SCS），已批准治疗疼痛；二是脑深部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如图 1 所示），通

常也称为脑起搏器，已批准治疗帕金森病、特发

性震颤、肌张力障碍、强迫症和癫痫；三是迷走

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已批

准治疗癫痫和抑郁症；四是骶神经刺激（Sacral

Neuromodulation，SNM），已批准治疗膀胱过度活

动症、尿潴留和大便失禁。

对某种疾病实施神经调控治疗技术，其基

础是对神经环路的深入认识，首先筛选出靶点，

然后给予特定的电刺激，如对于帕金森病，通常

是对大脑深部的丘脑底核进行 130～185 Hz 的

电刺激，再个性化调整频率、幅度、脉宽等刺激

参数。2013年，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把神经调

控看成“电子药物”，即通过电刺激影响或修饰

机体功能的医学方法。

人们生病时用药，通常是化学药、中药、生

物药，需要根据疾病治疗情况调整药物处方。

电子药物的刺激频率可以看做药物种类，刺激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有了“电子药物”
清华大学 郝红伟 李路明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霍小林

图 1 植入式神经调控示意图（以脑深部刺激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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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幅度和脉宽的组合）就是药物剂量，处方

调整称为程控，即通过无线通信调整刺激幅度、

脉宽、频率等参数，这是二者的相通之处。区别

在于治疗方法不同，原来是口服或者注射等，而

电子药物需要一个微创手术。

植入式神经刺激器迎来快速发展

植入式神经调控技术用于临床所使用的医

疗器械是植入式神经刺激器。2009 年 11 月 26

日，我国完成了首例国产神经刺激器的植入手

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后国产的脑深部刺激

器、迷走神经刺激器、骶神经刺激器陆续获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国产脊髓刺激器预计 2021 年获

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神经刺激器国产化极大促

进了神经调控疗法的临床应用，在无线充电和

远程程控两项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后，更是迎来

快速发展。

无线充电技术解决能源问题。神经刺激器

由内置电池供电，每隔几年因电池耗尽需要手

术更换，患者既要承受手术痛苦，又有沉重经济

负担，能源问题成为制约疗法普及的关键因

素。我国团队攻克了电磁场耦合、涡流发热控

制、体内外线圈精准对中、自动发射功率调节、

充电安全保护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发出可无

线充电的神经刺激器，并于 2012 年开展了首例

临床试验手术，2014年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这

是我国第一种可无线充电的植入式医疗器械。

无线充电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一次手术、终生使

用，从根本上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远程程控技术解决异地随诊问题。患者在

植入神经刺激器后，随着疾病进程、身体状态等

变化，每年需要多次返回手术医院随诊，调整刺

激参数，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但由于患者长

途奔波行动不便、需要家属陪同等，导致了人力

时间和经济费用的负担都比较重。为此，在医

生和患者音视频通讯的基础上，我国团队研究

将神经刺激器接入互联网的方法，发明了患者

端硬件保护与网络身份识别、数据加密和失效

安全防护等软件保护相结合的远程程控技术，

建设了国际首个基于云平台的异地远程程控体

系，使患者在家里即可连线医生进行随诊程控，

解决了后顾之忧。

技术创新让研究大脑有了新窗口

传统的神经刺激器是按照医生程控设定的

参数，单向地对靶点神经进行电刺激。如果能

够在刺激调控大脑的同时，获取全面的电生理、

功能影像等信息，就可以建立双向感知与调控

的人脑研究平台。

精准调控技术创新。我国团队首次提出了

变频、多频、扫频的电刺激疗法，突破了国际上

普遍采用的单一频率刺激的治疗模式，研发了

全球首个变频神经刺激器。以帕金森病为例，

变频刺激方法不仅改善了患者的肢体症状，获

得更好的运动评分，而且还改善了原有刺激模

式无法解决的起步困难等中线症状，起步时间

更 短 ；还 研 发 出 了 方 向 性 电 极 ，将 原 来 一 个

360°环形刺激的电极触点，细分为 120°指向

性刺激的 3个部分，实现了更精准的刺激调控。

刺激同步记录技术创新。我国团队解决了

颅内电脉冲刺激环境下微弱脑电信号获取的难

题，成功研制刺激同步记录、蓝牙实时传输的新

型脑起搏器，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实时获

得长程脑深部电信号；发现了刺激与局部场电

位之间的节律相关性，通过分析信号特征实现

患者睡眠状态、运动状态的检测。在不影响电

刺激治疗的同时，长期监测深脑局部场电位变

化，“刺激+记录”相结合模式将为脑疾病机制和

脑科学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也为研究闭环刺激

提供技术基础。

磁共振兼容技术创新。患者植入脑起搏器

后，可能因疾病诊疗或临床研究需要进行磁共

振扫描，而大脑内电极由于综合性能的要求，在

磁场中会受力和发热，尤其电极刺激触点的热

量集中可能对大脑造成不可接受的灼伤。我国

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在电极上增加一种特

殊的编织网，通过数字人体和磁场耦合的建模

计算、人体模型测试以及动物试验，证实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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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 和 3 T 磁共振扫描时，电极温升不超过

2 ℃，在此基础上新型的脑起搏器用于临床，满

足了患者诊疗和科研人员脑研究的需求。

国际首创的可充电、精准调控、刺激同步记

录、磁共振兼容的脑起搏器，能够提供功能影像

学和电生理学数据，为脑疾病和脑科学研究打

开了新的窗口。我国团队通过国际合作，首次

发现了响应丘脑底核电刺激的两条包含小脑的

神经通路（如图 2 所示），并阐明了它们各自在

频率敏感性与可塑性方面的特点，以及与帕金

森病不同症状的关系，从而深入揭示了丘脑底

核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脑功能机制，对开发

新疗法、进一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已用于临床治疗

无创神经调控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英国学者 Merton 等将大约 2000 V 的电压通过

头皮电极施加于被试者运动区，并在前臂肌肉

上记录到了运动诱发电位，为无创神经调控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 此 后 出 现 了 经 颅 电 刺 激

（Transcranial Electric Stimulation，TES）和经颅磁

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两

种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广泛应用于抑郁症、帕金

森病、阿尔兹海默病、癫痫、脑卒中等神经精神

疾病的临床治疗。

经颅电刺激。通过电极向头皮注入1～2 mA

的弱电流，TES可以使神经产生响应，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TES方法是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

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和经颅交流

电刺激（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

tion，tACS）。

近年来，美国学者 Grossman 等提出了时间

相干电刺激方法，通过放置在大脑外部的两对

电极分别产生两个无法激活神经元的高频电

流，高频电流在大脑深部位置相互叠加，产生可

以激活神经元的低频电流，这种方法为无创电

刺激提供了新的方向。

图2 丘脑底核电刺激的两条神经通路

A图表明苍白球通路对刺激频率有高度的选择性；B图表明主运动皮层通路在术后 12月才会有明

显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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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磁刺激。 1985 年，英国学者 Barker 等

用平面线圈刺激健康受试者的大脑运动区，观

察到了受试者的手肌抽动，用表面电极记录到

了小指外展肌处的运动诱发电位。日本学者

Ueno等在平面圆形线圈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

聚焦性更好的“8”字形线圈，可以激活特定脑

区，目前“8”字形线圈是临床上最优的选择。

在使用 TMS 技术时，确定刺激靶点后如何

定位刺激线圈（选择刺激线圈的位置和方向）使

刺激靶点被激活且激活的脑区尽量小是亟须解

决的研究难点。目前，TMS 系统均配有光学导

航系统，将事先采集好的患者磁共振图像输入

系统进行三维头模型重建，导航系统的光学摄

像头即可捕捉刺激线圈的实时位置并投影至头

模型所在的三维空间，通过移动线圈将其定位

于距离刺激靶点最近的头皮处，实现可视化精

准定位。刺激靶点由医生通过标准人脑解剖图

谱进行标定，但是不同个体脑区解剖位置差异

会引起较大误差，最优线圈位置和方向的确定

还未能解决。

磁共振成像技术和 TMS 感应电场计算（如

图 3 所示）的不断发展给更精准的线圈定位提

供了保证，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整套优化 TMS

感应电场的方案，通过建立患者的 TMS 感应电

场计算模型，获得不同线圈位置和角度时的皮

层感应电场分布，以感应电场最大时的线圈位

置为最优位置。

近 40 年来，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已经成为不

可或缺的临床治疗工具和脑功能研究工具。该

领域的研究正朝着图像融合、精准治疗的方向

不断发展，颅内感应电场计算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随着图像融合、精准的无创神经调控

技术的推广，更多的患者将从中受益。

未来神经调控技术大有可为

无论植入式还是无创的神经调控，相比神

经外科手术而言，都是无毁损、安全、可逆、可调

节的技术，在开展临床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而实现刺激同步记录、功能磁共振兼

容后，更是形成了双向脑机接口技术平台，既可

以向外感知、获取分析信息而加深对疾病的认

识，又可以解码后向内刺激、调控神经环路而改

善人体功能。

因此，神经调控作为核心技术，是认识脑、

调控脑、保护脑的关键环节，对于开展神经疾病

机制、神经环路与调控靶点等科学研究，以及阿

尔茨海默病、抑郁症、脑卒中康复等新适应证治

疗，均具有重大意义。

图3 无创神经调控皮层感应电场仿真计算

（a）tDCS皮层电场分布；（b）前额叶背外侧TMS皮层感应电场分布；（c）线圈旋转90°后前额叶背

外侧TMS皮层感应电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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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造物，居住于

此的神经细胞，数量如漫天的繁星，约有 1000亿

个。不同于其他组织器官，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根

据形态、功能或者特定的生物标志物，分类不计

其数。这些种类繁多的神经元又连接成神经环

路去执行某个明确的生理功能，众多神经环路交

互联系就形成了浩瀚如宇宙般的神经网络。

神经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大脑中的神

经细胞是怎样处理信息、调节认知和驱动行为

的？回答它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在某一时刻只控

制某一类神经元的活动”。传统的神经干预方法

如药物或电刺激，要么作用时间太慢，要么作用

范围太广，直到光遗传技术（Optogenetics）的出现

才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光遗传技术整合了光学、基因工程学、病毒

学等多种学科，通过病毒载体将光敏感基因整合

至特定类型细胞，再通过光来激活这些基因的表

达产物——光敏感蛋白。后者被设计为兴奋和

抑制两类，这样人们就能够快速精准地双向调控

某一类细胞的活性。

核心部件得到进一步开发

2005 年，斯坦福大学的 Karl Deisseroth 团队

首次将兴奋性光敏感蛋白ChR2基因整合到培养

的大鼠海马神经元中并表达，蓝光刺激成功诱导

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1]。这项研究被公认为是现

代光遗传技术的奠基之作，代表光遗传技术作为

一项关键技术正式登上了神经科学的大舞台。

两年后，他们又成功将抑制性光敏感蛋白

NpHR也表达在神经元上，黄光激活NpHR可以抑

制蓝光刺激 ChR2时细胞产生的动作电位，实现

了对神经元的抑制[2]。简单来说，如图 1所示，在

光刺激下，兴奋性的光敏感蛋白如 ChR2通过将

阳离子导入细胞内，使细胞产生去极化而被兴

奋；而抑制性的光敏感蛋白如NpHR或Arch等通

过将阴离子导入细胞或者将正电荷的 H+排出细

胞，使神经元产生超极化而被抑制。

光遗传技术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技术，随着

人们对该技术的使用更加深入和精细化，组成该

技术的核心部件如光敏感蛋白、病毒载体、光刺

激方法等都得到进一步开发。

光遗传技术必须通过表达在细胞膜上的光

敏感蛋白来调控细胞的活性，因此光敏感蛋白的

设计是核心要素。如图2所示，在膜片钳实验中，

用一束足够时间长的蓝光刺激表达ChR2的神经

元，可以观察到去极化的内向电流。光刺激首先

使大量ChR2通道打开，阳离子瞬间流入，在数毫

秒内，达到的最大电流值被称为峰电流，接着由

于部分通道关闭，同一时间只有一定数量的ChR2

打开，此时电流倾于稳定称为稳态电流，从峰电

流到稳态电流开始的时间差称为τin，接着光刺激

光遗传技术双向精准调控神经元活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刘 楠 王立平

图 1 光遗传技术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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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ChR2通道陆续关闭，细胞回到静息态，从稳

态电流结束恢复到基线的时间称为τoff
[3]。其中，

峰电流越大越容易促使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τ

值越小，通道的动力学速度越快。早期的野生型

ChR2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光遗传技术的编码精确性。特别是高频率的

光刺激条件下，神经元无法产生一对一的响应。

鉴于以上原因，人们持续不断地对 ChR2 进

行突变，力求增加其峰电流，而降低τ值。研究人

员已经陆续研发出多种 ChR2变体，它们具有不

同的光电流值和动力学速度，同时其最佳激活波

长也发生了蓝移或红移[4]。

对于抑制性的光敏感蛋白，早期的光驱动氯

离子泵NpHR和质子泵Arch，每吸收1个光子，才

向细胞内泵入1个Cl-或向细胞外泵出1个H+，效

率相当低。人们试图找到一种类似于ChR2，但是

向胞内导入阴离子的通道蛋白（Anion Channel

Rhodopsin，ACR）的方法来提高抑制效率。

2015年，从蓝隐藻（Guillardia theta）上发现了

天然的ACR，由此命名为GtACR。光刺激诱发的

电流强度是普通ChR2的 8倍，而只需要不到千分

之一的光强度就可以达到Arch的抑制效率[5]。此

外，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所 Yizhar团队也开发

了新的抑制性光敏感蛋白 eOPN3，能够通

过Gi/o信号通路来减少突触前末端神经递

质的释放，进而有效抑制突触传递[6]。

如图3所示，一个完整的质粒设计图，

对非专业的使用人员来说，只需留意两个

重要元件：第一个是启动子，它会识别特定

类型的神经元，如图 3 中标记兴奋性神经元的

CaMKⅡαChR2启动子，从而使得第二个元件目

的基因如ChR2在该细胞上表达为功能蛋白。当

然，随着人们关注的细胞种类增加，还将开发出其

他的启动子。

然而，由于病毒载体容量的限制，大片段启动子

只能通过转基因动物模型来标记对应类型的神经

元，缺陷是光敏感蛋白会在全脑范围内对应的神经

元上表达，没有脑区特异性，意味着光刺激也许会激

活靶点以外的脑组织或者该处的神经投射，造成假

阳性。这时候我们会用到Cre-loxp系统，通过基因

工程技术制作细胞特异性的Cre动物，如TH-Cre小

鼠，就是在TH阳性的神经元上表达Cre重组酶，它可

以识别病毒所带序列中的loxp位点，通过剪除或者

颠倒的方式，使光感基因得以正常表达，而其他非

TH阳性神经元，即使被病毒感染，因为没有Cre酶的

存在，ChR2基因也不会表达成功能蛋白。

除了细胞特异性，利用即刻早期基因fos作为启

动子来驱动光敏感蛋白表达在某个生理行为中活跃

的神经元，如口渴神经元[7]，从而实现了功能特异性。

设计好的质粒通常需要包装到某种病毒载体

中，通过病毒转染的方式将光敏感基因整合到宿

主细胞。最安全常用的病毒载体为腺相关病毒

（Adeno-Associated Virus，AAV），常规下 AAV 病

毒通过胞体进入细胞，病毒携带的光敏感基因沿

着胞体向树突和轴突顺向表达。研究人员可以光

刺激神经元的胞体或者更精确地刺激它在下游脑

区的投射来观察对动物行为的影响。为了更精细

环路研究的需要，人们又开发出可以从轴突末梢

逆行回胞体[8]，或者从胞体跨过一个突触在下游

脑区神经元表达的 AAV病毒变体[9]，从而实现了

细胞特异性的神经环路研究。

光敏感蛋白在神经元上表达以后，下一步需

图2 ChR2的电生理特性

图3 光感基因病毒载体质粒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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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激发光导入大脑来激活它们。一般是通过一

根直径数百微米的光纤植入脑区上方，动物需要

一直佩戴着一根一米左右的玻璃光纤进行实验。

为了提高植入光纤对大脑组织的生物相容性，我

们实验室近期开发了基于水凝胶的柔性光纤，同

时由于其柔软性，也更利于外周组织的光刺激[10]。

为了摆脱某些实验场景下光纤对动物运动的

限制，Neurolux公司研发了直接使用微型LED作为

光源埋置到脑区再进行无线光刺激的最新装置。

也有科研人员利用上转换发光材料的特性——长

波长的激发光产生短波长的发射光，使用组织穿

透能力更强的近红外光直达小鼠大脑深部，激活

这些材料产生绿光或者蓝光，再转而激活与之偶

联的光敏感蛋白[11]。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冯国平教授团队

基于ChR2变体SSFO设计了视蛋白SOUL，极大地

提高了光敏性，即使微弱的光也能激发，同时兼具

SSFO蛋白的特性，光刺激能直接穿透颅骨直到小

鼠最深部脑区，诱发下丘脑神经元长达半小时的

持续激活[12]。这些“无线”技术将很大程度上推动

光遗传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

三大特性彰显应用前景

与传统的物理、药理和电磁刺激等神经调控

技术相比，光遗传调控具有高时空分辨率、更小的

侵入性、更好的兼容性三大优势，使得光遗传技术

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同时在

临床上也具备很大的应用前景。

光遗传技术出现以前，研究神经回路的经典方

法是通过电极对某一靶点进行电刺激，同时记录电

生理信号。虽然这种方法具有高时间分辨率，但空

间分辨率和细胞特异性差，不能选择性地对某一类

型的细胞进行研究，在电流扩布范围内的神经元都

将受到影响。光遗传技术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将光

敏感蛋白表达在单一来源的特定细胞群，因此不表

达光敏感蛋白的细胞对光刺激没有反应。

此外，通过不同病毒载体，光敏感蛋白可以表

达在一条复杂神经通路的各个节点脑区，因此应

用光遗传技术进行的神经调控又具有空间投射的

特异性。这对于神经环路中各脑区特定细胞群的

调控具有无与伦比的精准性，这是目前其他任何

方法都无法实现的。同时，由于光敏感蛋白对光

刺激的响应是毫秒级的，所以光遗传技术具有时

间和空间的双重高分辨率。

临床上使用的深部脑区刺激电极直径通常

超过 1 mm，而光刺激常用的石英光纤一般在

100～300 μm，一些微型 LED 光源直径甚至仅

10 μm左右。利用前述的转换材料或者最新的

SOUL蛋白，甚至不需要植入光纤就能无创地对

神经元进行调控，这对临床应用都是更有利的。

由于光遗传技术的刺激源是光，不需要金属作

为传导介质，因此也不会产生电磁干扰，可以很容易

兼容其他监测系统，如兼容电生理记录开发出光电

极阵列，兼容核磁共振成像的ofMRI技术等。当然

它与光学成像方法更加匹配，我们可以一边用光来

调控神经元，一边通过荧光成像来观察这些细胞或

者其他效应细胞的活性变化。斯坦福大学的Mark

Schnitzer在2011年发明了微型化荧光显微镜，可以

佩戴在自由活动的小动物头上，监测大脑深部细胞

水平分辨率的神经元活性变化[13]。随后他们创立了

Inscopix公司，将光遗传技术整合入其中，形成的新

产品nVoke可以在光刺激的同时对细胞进行成像。

临床应用取得长足进步

光遗传技术从 2005年诞生开始就被应用到

视网膜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上来。十几年来，在小

鼠和猴子模型上应用光遗传技术治疗视网膜相关

疾病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人们找到了进一步改善

治疗这些疾病的临床试验方法。光遗传技术不仅

弥补了疾病中视网膜感光细胞的功能缺失，而且

能在生理情况下重新构建视觉系统和大脑之间的

连接和信息编码传递渠道。

基于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灵长类上的研究基

础，近来已有包括华人科学家潘卓华在内的多位

科学家和相关公司将光遗传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

视网膜疾病。如 GenSight Biologics 公司提出了

GS030疗法，2020年 4月，该公司宣布在GS030疗

法PIONEER临床试验Ⅰ期和Ⅱ期进展中，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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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现任何疗法相关的安全方面问题。截至

目前，GS030已经治疗了6名患者。

目前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光遗传技术都

会是神经科学领域一项必不可少的主流技术，对

其不断的优化改良及对相关技术的拓展延伸，一

方面可以使研究人员更加得心应手地处理基础

科研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该技术尽快应用到人

类疾病的治疗中。

●参考文献

[1] BOYDEN E S，ZHANG F，BAMBERG E，et al.

Millisecond-timescale， genetically targeted optical con-

trol of neural activity［J］.Nature neuroscience，2005，8（9）：

1263-1268.

[2] ZHANG F，WANG L P，BRAUNER M，et al.Mul-

timodal fast optical interrogation of neural circuitry［J］.

Nature，2007，446（7136）：633-639.

[3] GUNAYDIN L A，YIZHAR O，BERNDT A，et al.

Ultrafast optogenetic control［J］.Nature neuroscience，2010，

13（3）：387-392.

[4] MATTIS J，TYE K M，FERENCZI E A，et al.

Principles for applying optogenetic tools derived from di-

rec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crobial opsins［J］.Nature

methods，2011，9（2）：159-172.

[5] GOVORUNOVA E G，SINESHCHEKOV O A，

JANZ R，et al.Natural light-gated anion channels：a fami-

ly of microbial rhodopsins for advanced optogenetics［J］.

Science，2015，349：647-650.

[6] MAHN M，SARAF-SINIK I，PATIL P，et al.Effi-

cient optogenetic silencing of neurotransmitter release

with a mosquito rhodopsin ［J］.Neuron， 2021， 109：

1621-1635.

[7] ALLEN W E，DENARDO L A，CHEN M Z，et

al.Thirst-associated preoptic neurons encode an aversive

motivational drive ［J］.Science， 2017， 357 （6356） ：

1149-1155.

[8] TERVO D G，HWANG B Y，VISWANATHAN S，

et al.A designer AAV variant permits efficient retrograde

access to projection neurons［J］.Neuron，2016，92（2）：

372-382.

[9] ZINGG B，CHOU X L，ZHANG Z G，et al.

AAV-mediated anterograde transsynaptic tagging：map-

ping corticocollicular input-defined neural pathways for

defense behaviors［J］.Neuron，2017，93（1）：33-47.

[10] WANG L L，ZHONG C，KE D N，et al.Ul-

trasoft and highly stretchable hydrogel optical fibers for

in vivo optogenetic modulations［J］.Advanced optical ma-

terial，2018，6（16）：1-6.

[11] CHEN S，WEITEMIEREN A Z，ZENG X，et al.

Near-infrare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via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mediated optogenetics［J］.Science，2018，359

（6376）：679-684.

[12] GONG X，MENDOZA H D，TING J T，et al.An

ultra-sensitive step-function opsin for minimally invasive

optogenetic stimulation in mice and macaques［J］.Neuron，

2020，107（1）：197.

[13] GHOSH K K，BURNS L D，COCKER E D，et

al.Miniaturized integration of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J］.Nature methods，2011，8（10）：871-878.

王立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致力于精神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

着重于本能恐惧情绪神经环路生理机制的跨物种解析，以及精神

疾病发生的神经环路病理机制和干预策略。已在 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等期刊发表SCI论文83篇。

前沿探索

84



脑科学之所以被视为人类理解自然界和人

类本身的“终极疆域”，是因为人类大脑被誉为宇

宙内最复杂的结构。过去的神经科学研究集中

在分子、基因和细胞等微观水平，或基于磁共振

成像的结构—功能网络和行为层次等宏观水平

（如图 1a所示）。但大脑复杂的本质是其包含约

千亿个神经元，通过约千万亿的突触连接，形成

数目近乎无穷的、介观水平的神经环路（如图 1b

所示），作为协调和执行各种脑基本和高级功能

的结构基础。

所以，阐明神经环路的结构、功能及其之间

的关系，是理解大脑正常工作原理和疾病发生发

展机制的必由之路，为此，科学家开发了神经环

路示踪技术。

神经连接具有环路特性

我们都知道，决定一个细胞特性的是它所表

达的基因及其水平，但突触连接在另一个维度定

义了细胞类型，即两个表达基因及其水平完全相

同的神经元，因连接不同（归属不同环路和网络）

而具有不同功能和特征，即脑中千亿的神经元没

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

在神经系统中，神经元整合由突触后结构

（树突棘）接收上游神经元突触前结构（如曲张

体）释放的信息后，发送到与之直接或间接的下

游神经元，不同神经元的直接上下游连接“伴侣”

数以万计。神经活动又可以通过单突触、二突

触、三突触或更多突触连接形成反馈回路，其连

病 毒 改 造 标 记 大 脑 神 经 环 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徐富强

图 1 神经系统和汉语的微观—介观—宏观示意

（a）神经系统的微观—介观—宏观层次: 从分子—通路—亚细胞（突触）—细胞到环路到脑网络和行为跨越9个数量

级的不同尺度；（b）介观层次的神经环路：通过上游输入神经元的突触前结构与下游神经元的突触后结构形成神经元间

的突触连接，将来自上游的信息传递到下游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大约与其他万级的神经元相连，极具方向性和发散性；

（c）汉语中的层次：从笔画到汉字—词语—语句到段落—节—章到书卷；（d）汉字之间的连接基于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等

方面的规则：每个汉字可与许多汉字形成不同长度的连接，表达不同的意思，同样具方向性（外圈汉字是“心”或“手”字的

下游，中圈是其上游，而内圈与它们互为上下游）和发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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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极具方向性和级联发散性。

为理解上述环路特性，我们以汉语为例。从

大到小，书卷含有章、节、段落、句子、词语、汉字、

笔画（如图1c所示）。能与“心”或“手”字形成上

下游的汉字可以是双向的（内圈），如心虚/虚

心、心地/地心。相同的汉字可作为“心”或“手”

字的下游，但词意迥异，如心术/手术、心机/手机

（如图 1d 所示）；与“心”字相连的字再连接可表

达更多意义，如心想事成、满心欢喜；同理，与

“心”和“手”字相连的汉字可以组合成更多表达

不同意义的词，如心狠手辣、心灵手巧等。通过

这种与神经元形成环路类似的汉字间不同长度

连接的组合，3500个常见汉字即可覆盖 99.5%的

现代文本。

可以看出，认识汉字只是学习汉语的开始，

但不懂汉字连接的规律（语法、语义、语音和语

用），认识所有汉字也难以明白汉语。对于神经

科学，如果不知神经元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环路

结构与特征，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脑的工作原理和

脑疾病的机理。

不同于神经系统的是，汉语基本是3500字的

各种组合，但一个神经元是从近千亿“字库”中挑

选数万个连接“伙伴”，其复杂程度远不是汉语所

能比拟。所以，脑科学面临的最基本任务包括揭

示不同神经元的精细形态、它们的直接输出和输

入网络、更长程的间接输出输入网络、特定连接

的功能和特征等。

嗜神经病毒工具研发近况

如何描绘神经环路的精细结构并认知其功

能，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找到可以特异性标记细

胞种类、传导方向可控、可视化的示踪工具，以期

实现对神经环路网络的精确认识和研究。

传统的神经环路示踪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大量沉积、间接信号传递、不确定传播方向

以及严重的突触后信号衰减。而嗜神经病毒作

为病毒载体，可以充当外源基因表达的辅助病

毒，还可以感染神经元并沿着神经连接传播，在

研究神经环路的结构和功能中具有独特的优

势。目前，常用来改造的嗜神经病毒毒株包括重

组腺相关病毒（rAAV）、伪狂犬病毒（PRV）、狂犬

病毒（RV）、单纯疱疹病毒（HSV）等[1-2]。

rAAV 的改造、制备和应用。腺相关病毒

（AAV）是生物医学最常用的工具病毒，其改造与

制备受到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改造方面，主要是优化AAV载体衣壳蛋白

的定向进化改造。传统的方法主要有基于 DNA

改组、肽展示及随机点突变等，目前主要是在蛋

白定向进化中引入机器学习策略，提高蛋白工程

改造方案的质量和多样性[3]，相较于随机突变文

库，降低文库的冗余度后，新型文库中无效突变

的比例会显著降低[4]。

在文库筛选方面，主要是建立新的策略，提高

筛选通量，缩短筛选周期，改善筛选效率。实验室

主要采用基于NGS平台的筛选方法，最近的发展

是基于M-CREATE筛选系统和测序，通过多轮正

向和负向的筛选，高通量地获取了特定靶向性的

AAV突变体[5]；通过在文库核心元件中引入细胞类

型特异性启动子实现了RNA水平的细胞类型特异

性的TRACER筛选[6]；确定了提高衣壳—基因组在

文库包装时保真性的实验条件等[7]。

在制备方面，简单、快速、灵活的三质粒转染

HEK293细胞系统是实验室最常用的制备方法，

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还是需要辅助病毒感染细

胞的 rAAV 制备系统。随着昆虫杆状病毒（Bac）

感染 Sf9昆虫细胞的制备体系不断发展，从早期

的多杆状病毒系统发展到了一杆状病毒系统，目

前可实现灵活、方便、高效、大规模地制备各种血

清型 rAAV，且 5 L悬浮培养的 Sf9细胞能够获得

1015 VG的 rAAV（如表 1所示），满足了灵长类研

究和临床需求[8]。

在神经科学的应用方面，目前AAV搭载光遗

传探针、药理遗传探针、钙离子探针、神经递质探

针、基因编辑系统和作为辅助病毒与可跨突触传

播的嗜神经病毒联合，广泛用于不同连接范围神

经环路的结构和功能可视化、操控和监测。

PRV改造。PRV 属于疱疹病毒亚科的成员

之一，直径 200～250 nm，基因组和结构较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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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有制备AAV的昆虫杆状病毒系统的工艺特点

杂，约150 kb，是有囊膜的球形双链DNA病毒，通

过分子改造后可以插入较大的外源基因。早期

报道的PRV主要感染猪和啮齿类动物等，而不感

染灵长类动物，但近几年也发现了一些自然产生

的 PRV变异株可感染人中枢神经系统并引起脑

炎的案例。因此，在后续的改造和使用中要做好

相关防护。

PRV包括 Becker和 Bartha株，前者由于毒性

大且传播方向不特异而较少用于神经环路的研

究，后者则具有较小的细胞毒性且只能逆向跨多

突触传播，特别是可从外周快速逆行跨突触到中

枢，被广泛应用于中枢及其与外周系统联系的研

究。但PRV表达荧光蛋白效率低，常需要通过免

疫组化放大信号。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建立了

亮度显著增加的表达绿色和红色

荧 光 蛋 白 的 PRV531 和 PRV724

（如图2所示），有助于神经环路的

逆向跨多突触示踪[9]。

RV改造。RV 是有囊膜的单

股负链 RNA病毒，直径约 75 nm，

长约180 nm，呈子弹状，基因组约

12 kb。 其 复 制 由 自 身 编 码 的

RNA 聚合酶复合体完成，具有高

度嗜神经性。基于 SAD-B19 株

RV改造的逆行跨单突触系统可标

记特异类型神经元的输入网络，已

被广泛用于神经环路研究。但这

套系统跨突触效率不高，仅标记百

分之几的输入网络，且毒性较大，近年改造的整

体效果不彰。

基于 CVS-N2c株狂犬病毒改造的逆行跨单

突触系统，逆行跨突触能力明显增强且对神经元

的毒性进一步减小，可表达钙离子探针和光遗传

探针等功能元件，用于功能环路的解析[10]，但制备

非常困难而未被应用。

密码子优化的嵌合型糖蛋白可大幅度提高

SAD-B19-ΔG跨突触示踪效率，并得到了一定应

用。另期望甚高的、在SAD-B19-ΔG基础上改造

的可自失活体系（SiR），种种原因也未能应用。

G和 L基因双缺失的、无毒的 RVΔGL，其表

达能力极弱；由于L基因较大，需要采用合适的辅

助病毒载体或制作表达L蛋白的转基因动物来实

图 2 增亮版 PRV531和 PRV724标记无需免疫组化放大信

号，省时、省事、简单、经济。 （图片改自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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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

三杆状病毒

（ThreeBac）系统

两杆状病毒

（TwoBac）系统

一杆状病毒

（OneBac）系统

BEV种类和名称

BEV/Rep、BEV/Cap、

BEV/（ITR-GOI）

BEV/（Rep-Cap）、

BEV/（ITR-GOI）

BEV/（ITR-GOI）

BEV/Cap-（ITR-GOI）

BEV/Cap-

（ITR-GOI）-Rep

细胞系名称

Sf9

Sf9

Sf9/Rep-Cap

Sf9-GFP/Rep

Sf9

BEV感染

利用效率

～6%

～27%

100%

100%

100%

rAAV产率

（VG/cell）

1×104～5×104

3×104～9×104

1×105～5×105

0.8×105～2×105

1×105～5×105

通用性

灵活性

高

高

低

中

高

大规模

生产

不适合

较适合

适合

适合

适合

系统稳

定性

低

中

较高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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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跨单突触，但目前还未被实现。基于辅助病毒

质粒预混合包装的策略倒是明显地提高了RV跨

突触效果，但机制尚不清楚[11]。所以开发低毒、高

效逆向跨单突触示踪的系统仍任重道远。

此外，PRV、RV-B2C、AAV2-Retro、RV-N2c、

HSV、RV-CVS等都具有神经末梢感染能力，均可

用于示踪特定脑区的输入网络。通过比较发现，

它们具有不同的逆标效率和脑区选择性[10,12]，其中

AAV2-Retro主要靶向皮层区域，而 RV的靶向具

有广谱性，且 N2cG-RV 比 B19G-RV 逆标效率提

高一个数量级以上，为工具病毒的选择和使用提

供了重要方向。

HSV改造。HSV1 的 H129 毒株因具有顺向

跨 突 触 传 播 特 性 而 被 广 泛 用 于 输 出 环 路 标

记。但由于 H129 具有感染神经末梢的天然属

性，在神经环路标记的结果中会存在若干问

题，包括示踪亮度低、非特异性感染（即神经末

梢吸收）等。通过类似特洛伊木马的策略，即

大病毒 HSV 带小病毒 AAV 的复制系统，让免疫

原性低和表达能力强的 AAV 放大外源基因表

达水平，能够明显地提高荧光标记亮度[13]（如图

3a、图 3b 所示）。

结合溶瘤病毒重靶向的策略，开发了一套消

除病毒末梢吸收且具有高特异性的H129顺行示

踪系统[14]（如图 3c所示）。通过对H129感染细胞

必需的膜蛋白gD进行分子生物学改造，将其识别

受体的结构域替换为靶向特异性受体 Her2的单

链抗体，使重组H129具有新的感染嗜性；用AAV

作为辅助病毒，在特定脑区的特定类型神经元预

先表达Her2受体及 gD蛋白，后注射的新型H129

便可感染相应神经元胞体，最后通过包装为gD基

因缺失的 H129 来实现严格的顺行跨单突触示

踪。这样将神经元不表达的 Her2受体作为识别

靶点就避免了神经末梢感染，以此达到标记的特

异性（如图3c～图3g所示）。

新工具研发一直在路上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体现。

目前的神经环路示踪工具给我们揭示环路结

构、阐明环路功能和机理提供了一定的手段，但

神经环路的复杂性对研究技术和工具也提出了

巨大挑战。

对于以嗜神经病毒工具为代表的神经环路示

踪技术，在载体的毒性、安全性、标记特异性和灵

敏度等方面，尤其是结构和功能研究兼备且与其

他方法兼容的体系等还亟待建立与改进，神经科

学对新工具的无尽需求也将持续推动该领域的快

速发展。

（注：本文改编图片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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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有多少种神经细胞？神经信息从哪

儿来又要到哪儿去？为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我们

首先要“看到”它们，此时，科学家们就会利用一

种特殊的技术——脑成像。

大脑作为哺乳动物体内最复杂的器官，是感

觉、运动、情感、学习与记忆等神经功能的中枢，

阐明脑的工作原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一。利用全脑成像技术，可以在全脑范围内对单

细胞结构和功能进行准确呈现和解析，能够帮助

我们理解大脑的工作机理，对于脑发育的认知、

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重大科学意义，还将为类

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关键生物

学基础。

脑成像技术探究大脑最小功能单位

脑的组成高度复杂，细胞类型和数目众多，

在小鼠脑中就有约7000万神经元和3000万胶质

细胞，而人脑中的神经细胞更是高达 860亿个神

经元和 1000 亿个胶质

细胞[1]。不同类型的神

经细胞形态和功能迥

异，若要明确神经环路

的真实形态或信息传递

通路，需要探究神经系

统的最小功能单位——

神经元。

根据形态学特征，

可将神经元分为锥体细

胞、篮状细胞、星状细

胞、吊灯细胞和浦肯野

细胞等，神经胶质细胞

可分为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

胞等。这些细胞相互连接形成的环路，即神经环

路，往往涉及皮层至脊髓的多个功能区域，甚至

覆盖全脑范围，是脑内不同类型神经元及功能区

域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构基础。而脑的高级功能

就是在这些脑区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因此神经

环路的异常会引发分子、细胞甚至全脑等多层次

的病理变化，导致行为和功能障碍。要研究神经

环路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就需要在全脑范围内进

行脑成像[2]。

脑内组织结构的尺度差别较大（如图 1 所

示）。哺乳动物全脑的尺寸多为厘米尺度，如小

鼠脑头尾侧长度约为 1 cm，猕猴脑在 8 cm 左

右，成年人脑长达 16 cm。脑内的基本功能单元

则多在微米尺度，小细胞和毛细血管的直径约

为 2～5 μm；典型神经元胞体的直径约为 10～

30 μm；起信息传递作用的轴突的直径仅有

0.2～1 μm，但其纤维延伸投射常跨越多个脑

实现全脑神经元可视化的利器
——光学成像和大数据处理技术述评

华中科技大学 杨孝全 龚 辉

图 1 神经科学研究的不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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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甚至几乎全脑。由此可见，只有具有全脑范

围内以亚微米分辨水平解析单细胞形态的成像

技术，才能获得完整的神经环路信息[3]。

高分辨全脑成像技术迅速发展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

纪 70 年代 X 射线层析成像（CT）、磁共振成像

（MRI）与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PET）的出现，哺乳

动物的全脑成像早已成为现实。表1展现了不同

全脑成像方法的性能差异。

在现行的全脑成像方法中，CT和核素成像在

临床诊断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MRI凭借着

相对较高的三维时空分辨能力和对神经纤维束

的成像能力，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已成为全脑影像

的重要研究工具[4]。然而，现有的 MRI技术在三

维空间内仅有数十微米的分辨率[5]，还不能实现

全脑范围内单细胞水平的观测。

与MRI相比，光学成像方法具有亚微米水平

的分辨能力，能实现单神经元的精细成像，且结

合了多种分子特异性标记方法，能够高特异性地

对脑内多种神经元相关分子进行高灵敏度的共

定位成像。但是由于生物组织的高散射特性，使

得高分辨光学成像被限制在 1 mm 的深度范围

内[6]。为了在单细胞水平认识大脑，传统的组织

学切片成像技术通过将大脑逐层切片、染色标记

和成像的方式，以解决显微光学成像在深度方向

的局限性。但这种手工操作的方法不仅效率低，

处理时还容易造成切片褶皱和缺损，染色成像的

不均匀也使得后续数据处理异常困难；此外，切

片厚度（轴向分辨率）多为数十微米，难以对神经

纤维和微血管网络等实现三维全脑单细胞水平

精细结构的观测[7]。

近 20年来，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突破了生物组

织散射特性对高分辨光学成像的限制，使得全脑

光学成像达到了三维单细胞分辨的水平[3]。代表

性的技术路线主要有两种：一是组织光透明和光

片照明成像技术结合的策略，二是光学层析成像

结合机械薄切片的策略。

光透明技术通过化学试剂的渗透实现全脑

光学折射率的均一化，从而使整个脑变得透明。

结合光片照明成像方法，该技术路线实现了对小

型哺乳动物的全脑成像[8]。然而组织光透明的效

果与样本体积成反比，目前虽然能够对小鼠脑体

积大小的样本进行较好的光透明，但是对于人脑

等体积远大于小鼠的样本来说，即使经过数月处

理，透明效果仍然极为有限[9]。另外，使用光片照

明成像时，目前高质量的成像结果仍局限于脑表

层附近。原因在于，即使是小鼠这样的样本，其

注：横向/轴向分辨率对于CT、MRI等传统医学影像技术分别代表其重建二维图像的分辨率和多层重建图像之间的层

间距。成像一致性指在对三维空间内的全脑进行成像时，在全脑不同空间位置的空间分辨率、探测灵敏度是否保持一致。

表 1 不同全脑成像方法的性能比较

成像方法

成像对象

横向分辨率

轴向分辨率

时间分辨能力

成像信号来源

成像一致性

成像速度

数据处理难度

数据量

传统医学

影像技术

鼠、灵长类脑

数十微米

数十微米

高

水、血红蛋白

高

高

低

小

传统组织学

切片成像

鼠、灵长类脑

亚微米

数十微米

低

分子特异性标记

低

低

高

中

光透明结合

光片照明成像

鼠脑

亚微米

微米

低

分子特异性标记

低

中

中

中

光学层析结合机械

薄切片成像

鼠、灵长类脑

亚微米

亚微米

低

分子特异性标记

高

中

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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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距表面的距离也还有几毫米，限制了所

能使用物镜的数值孔径。而组织透明的不彻底

又会导致光学相差随着传播距离累积，从而导致

样本中心位置的分辨能力远低于表层位置。因

此，光透明结合光片照明成像技术主要用于胞体

和粗纤维水平快速观察全脑。

光学层析成像结合机械薄切片的策略，突破

了组织散射对大体积样本高分辨光学成像的限

制。利用光学层析成像对样本表层进行成像，并

结合机械薄切片将已成像的表层组织移除，运用

物理方法进行循环往复。基于这一原理，华中科

技大学骆清铭教授率领团队发明了显微光学切片

断层成像（MOST）技术，结合了反射式切片成像和

精密组织切削，突破了全脑成像深度（轴向）分辨

率的瓶颈，首次实现小鼠全脑三维单细胞分辨的

成像[10]。由于 MOST技术能稳定地以轴向 1 μm

厚度连续薄片成像，在全脑范围内都能获得均一

的单细胞分辨水平图像。

为实现对全脑信息的准确测量，该团队进一

步研发了荧光MOST（fMOST）成像技术[11]，建立了

实时在线染色并获得细胞构筑和神经环路精细

形态的方法（dfMOST），可在细胞水平获得每个神

经元的解剖位置信息（如图2所示）[12]。

与 fMOST 技术类似的序列双光子成像技术

（STP）也实现了对全脑范围荧光标记信息的单细胞

分辨成像[13]，然而序列双光

子技术采用了点扫描成像

方式，为快速获取全脑信息

牺牲了探测灵敏度，缺乏对

微弱的神经纤维及突起的

检测能力。骆清铭团队最

新 发 明 了 高 清 荧 光

（HD-fMOST）技术[14]，通过

线照明调制显微成像技术

将成像清晰度提升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极大地提高

了全脑光学成像的数据质

量。MOST系列和STP技术

通过精密运动平台实现三

维空间的扩展，技术方案具有通用性，能用于更大体

积的猴脑，甚至人脑。

海量研究数据呼唤大数据技术革新

高分辨、大体积的全脑成像必然带来海量的研

究数据。从数据量上看，传统医学影像技术扫描一

个人脑的数据量通常在GB量级，光片照明成像系

统采集小鼠全脑成像数据可以达到 TB 量级，而

MOST系列技术获取的亚微米分辨小鼠全脑数据集

更是达到了10 TB量级；由于猴脑容量是小鼠的

100倍以上，单套猴脑数据集甚至将达到PB量级。

因此，传统医学影像中采用的数据存取、处理技术

已经难以线性地延展到大规模全脑数据集中[15]。

近 10年来，MOST等高分辨全脑三维成像技

术快速发展，小型哺乳类动物模型单细胞水平的

全脑数据量急剧增长。为了突破全脑海量三维图

像大数据的存储、计算和可视化瓶颈，发展出了一

系列基于多层结构（Hierarchical）的数据格式[16]，实

现了PB级全脑数据的高效存取与处理。单细胞

分辨水平的数据集对数据处理的准确性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为了自动化地从非结构的海量图像数

据中提取结构化的神经元形态信息，发展了自动

化图像识别算法[17]，能够在全脑范围内自动追踪和

重建神经元的三维结构。为了达到不同样本数据

在三维空间中的准确定位，建立起三维数字化的

图2 紫色的冠状面和水平面图像展示了细胞构筑可提供脑内解剖

位置信息，重建了一根神经元纤维（绿色）在小鼠脑中的投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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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立体定位图谱[18]，发展了可将个体数据映射到立

体定位图谱的图像配准技术[19]，实现单细胞分辨水

平的全脑三维配准。

全脑成像的未来

在全脑成像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已经

能够在1周内获得单细胞分辨水平的小鼠全脑数

据集。但由于灵长类动物脑的体积要远大于小

鼠，现有全脑光学成像技术对猕猴全脑的数据获

取时间需要数月之久。而人类大脑的体积更是猕

猴脑的20倍左右，据此推算，以单神经元水平进行

人类全脑成像，所需时间将以年计。因此，亟待发

展突破现有光学显微成像通量和高亮度特异性荧

光标记的新技术，实现合理时间范围内对灵长类

和人脑单神经元分辨水平数据的获取。

针对海量的全脑数据集，目前只是初步建立

一系列的存取、处理与分析的方法，还有众多的

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如需要发展更加智能化的

大数据处理技术，彻底解决目前大量依赖人工处

理数据导致的耗时、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范式仍然是从具体

需求出发，利用比过去更丰富的数据去回答科学

问题，这意味着每个研究项目都将独立面对大数

据处理的困境，也易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因

此，在突破了高质量、标准化、结构化数据获取的

瓶颈之后，构建符合可发现（Findable）、可访问

（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可重用

（Reusable）原则的开放大数据平台[20]，实现数据驱

动型的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致谢：本工作得到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项目

（批准号 818279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批准号 61890950）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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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是极其复杂的系统，由种类繁多

的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血管网络组成。神经元

通过丰富的树突、轴突网络将不同的脑区联接

在一起，时空跨度十几个数量级[1]。探究神经

信息从哪里来、到哪里发挥作用，需要在全脑

范围解析不同区域间的联系，涉及从脑区到突

触的多个尺度，好比在森林中探寻树木之间、

树叶之间交流的奥秘。

绘制脑联接图谱，在全脑尺度上解析结构

和功能联接是揭示脑工作原理的关键，也是全

面理解脑认知功能机制的必由之路。目前，神

经科学研究已在不同层面开展了从观察“森

林”到看见“树木甚至树叶”的系列探索。

脑联接图谱绘制快速发展

绘制脑的联接图谱不仅仅是用组织学或

组织化学的技术方法分析脑区间的结构联接，

或基于功能分子成像探究特定脑区在整体行

为和高级功能中的贡献，还要利用这些数据解

析神经系统的组织架构模式，理解脑的工作原

理，进而开发脑、保护脑。

从文艺复兴时期比利时解剖学家 Andreas

Vesalius发表的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到 20

世纪初德国神经学家Korbinian Brodmann等将人

类大脑皮层划分为不同区域，再到依据组织学等

数据绘制不同物种脑图谱，人们对大脑的结构和

功能分区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2]。

近 20 年来，神经示踪、成像新技术的涌现，

快速推进了人们对脑组织结构和功能的理解，

从宏观、介观到微观展开研究，包括了在脑区

层次研究功能区域的联接规律、在细胞层次分

析不同类型神经元的联接特性以及在亚细胞

分辨层次分析突触和功能分子信息。脑联接

图谱的绘制也从结构到功能、从宏观到微观、

从传统纸版图谱到电子数据库[3]，进入全面快

速发展阶段。

宏观联接图谱：只见“森林”

基于组织学染色和临床数据等，研究者依

据细胞形状、分布密度、神经纤维和血管的走

向与分布等特征绘制了不同物种的脑结构图

谱，如 Korbinian Brodmann 等构建的大脑皮层分

区、模式动物脑图谱等。由于影像技术和功能

分子探测技术的发展，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

的分区变得更加细化。利用这些宏观脑图谱

的空间坐标，可将个体解剖学和脑功能等不同

来源信息进行整合，使得神经手术操作、药物

递送、刺激靶点选择等方案立体化。

核 磁 共 振 成 像（MRI）、X 射 线 层 析 成 像

（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现代影像

学技术的发展为脑图谱绘制、功能研究、临床

诊断及治疗提供了有力工具，还可结合生理

学、解剖学数据，实现图谱的数字化，用于分析

具有个体差异性的脑联接信息。其中，MRI 技

术依据组织内水分子中氢核在外加磁场下产

生核磁共振的原理，检测水分子的分布，间接

地反映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蒋田仔团队基于磁共振成像获

取了白质纤维联接信息，绘制了人脑亚区间多

模态联接图谱，据此将人脑划分为 246 个有客

既要见“树叶”也要见“森林”
—— 脑 联 接 图 谱 综 述

华中科技大学 李向宁

海南大学 骆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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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边界定位的脑区，比 Korbinian Brodmann 图谱

精细 4～5 倍[4]。

基于多种成像技术相结合的多模态成像

技术可实现优势互补，如 PET 和 MRI 技术结

合，可整合 PET 提供的生理代谢、分子信息和

MRI提供的解剖形态及功能信息。这些成像技

术可实现对全脑或脑区水平的检测，观察“森

林”的整体或局部区域的宏观特性。

然而，宏观联接图谱的绘制技术时空分辨

率较低，也存在依赖间接信号、结果受模型影

响大等问题，尚不能分析特定神经环路结构和

功能，尤其不足以解析单神经元水平的环路，

即只看到“森林”而不见“树叶”。

微观联接图谱：只见“树叶”

微观联接图谱是从突触、功能分子的层次

解析神经环路传递信息的结构基础和功能机

制。突触作为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联接枢

纽，其形态和分布图谱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研究者利用电镜成像，获取了海鞘幼虫[5]、斑马

鱼等的突触联接信息，研究了左右脑对称特

性，发现即使海鞘的神经元数量极少，其构成

的联接网络也非常复杂。

而哺乳类动物具备更复杂的突触联接网

络，研究者发展了特异标记策略，实现在环路

和多脑区分析突触联接强度及其在特定功能

中的变化。2020 年，英国爱丁堡大学 Seth G.

N. Grant 团队分析了小鼠脑突触组的年龄依赖

性改变与认知能力的关系[6]。这些研究将特定

脑区内兴奋性突触的变化与脑联接模式、功能

直接关联分析，也提示了对突触的研究需要在

全脑或神经环路的水平进行综合分析。

近年来，研究者开发了可遗传编码的神经

递质或调质分子探针、钙离子探针以及一系列

的在体成像技术，实现了高时空分辨率的在体

功能分子检测。北京大学李毓龙课题组自主

研发了乙酰胆碱、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腺苷

等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质的高效荧光探针[7]，已

广泛应用于神经环路功能及相关信号分子释

放机制等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神经递质的在体

定量分析。

突触和功能分子的结构和分布具有显著

的脑区核团差异性，对其组织模式进行分析需

要在全脑范围综合考量环路联接。近期，谷歌

公司与哈佛大学 Lichtman 实验室报道了利用扫

描电镜获取的人类脑组织小样本渲染图（H01数

据集），包括 5 万个细胞、1.3 亿个突触的三维结

构信息，是目前“最详细的人类大脑地图”[8]。但

该数据集仅来自 1 mm3 的人脑组织，而相对于

约 1600 cm3 的人脑而言，只是观察了森林中一

棵树的树叶而已。

由于现有微观联接图谱绘制技术的限制，

比如利用电子显微镜获取纳米分辨率的数据

对样本要求高且成像速度慢，还存在成像伪

影、切片缺失、组织形变等带来的技术挑战，限

制了其在脑区甚至全脑中的应用，即只能看见

“树木”甚至“树叶”，而不见“森林”。

介观联接图谱：整合微观与宏观数据的

桥梁

介观图谱处于“宏观图谱”和“微观图谱”

之间（如图 1 所示），是在单细胞分辨率上获取

大脑各个区域内神经元组成以及脑区核团间、

神经元间的联接信息等，解析神经环路由什么

类型神经元组成、神经信息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绘制介观层次的联接图谱对于理解神经

疾病的机制和研发药物至关重要，例如在帕金

森疾病的药物或刺激治疗中，不会对细胞病变

的局部部位进行干预，而是对运动神经系统内

相互作用的环路靶点进行治疗。

随着生物标记和成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

实现了在不同物种内对跨脑区甚至全脑范围

内神经元个体或群体特征的分析，包括蠕虫、

线虫、斑马鱼、果蝇、小鼠等。1986 年，南非生

物学家 Brenner 等建立了蠕虫的神经联接图谱，

阐释了蠕虫的行为和神经系统的关系，开启了

无脊椎动物的脑联接组研究[9]。这些研究是利

用组织学标记、染色、切片和光学显微镜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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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成像，手动选择感兴趣区域进行二维分析，

人力、时间成本高，且无法做到全脑内三维连

续分析。

近年来，神经示踪和全脑成像技术发展迅

速，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对三维大体积组织以单

神经元分辨率绘制介观联接图谱。如利用神

经纤维束的全脑分布信息解析皮层长程投射

规律[10]，利用 MAPseq 技术分析视觉皮层神经元

投射模式[11]，以及通过重建神经元形态分析神

经长程联接的组织模式等。

研究者既要解析一群神经元的纤维束分

布，也要分析单个神经元的轴突从何处发出、

有哪些分支、分别传递到了何处，这就需要对

单根轴突进行连续示踪分析，并准确定位其分

支和投射脑区。我们团队研发的系列显微光

学断层成像技术（MOST），能够对小鼠全脑范

围进行轴突的连续追踪重建[12-13]。 2018 年，我

们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

课题组合作，利用该技术，通过分析神经元轴

突分支投射模式，揭示了新的基底前脑胆碱能

神经元空间组织规律[14]。2020 年，美国 BICCN

项目通过 fMOST 获取的高分辨率数据，重建了

纹状体等脑区的 1708 个神经元，解析了长程轴

突投射的组织规律[15]。

这些对神经元完整形态的研究，不仅能分

析了纤维束的投射范围，还可以在全脑范围内

同时定位轴突分支和共投射靶区，对于理解神

经信息如何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介观层次，结合顺行或逆行标记

技术还可同时揭示神经纤维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 ，反 映 上 下 游 联 接 结 构 [16]。 2020 年 ，美 国

BICCN 项 目 结 合 神 经 元 顺 行 或 逆 行 示 踪 、

BARseq 和 fMOST 等技术，系统地绘制了小鼠的

初级运动皮质上肢区的输入输出环路以及单

个神经元的形态[17]。我们团队联用 fMOST 和病

毒示踪技术，实现了对前额叶皮层[18]、前肢运动

皮层等多个脑区不同类型神经元的输入环路

解析，并分析了上游神经元的完整形态。

这些数据覆盖了全脑的三维连续结构，不

仅促进了对特定脑区上游环路联接规律的理

解，也为证实神经调控环路中的共输入、共输

出的层级结构提供了直接解剖学证据。

“树叶”与“森林”：仍需深入探索

虽然，在微观层次实现了对突触和功能分

子的标记和解析，在介观层次实现了对特定类

型神经元上下游环路解析，在宏观层次实现了

脑区和全脑功能及结构的解析，但目前涵盖基

因、环路、行为等不同层次的脑联接数据主要

来自线虫、果蝇、啮齿类等模式动物，如何将不

同技术、不同特征的数据进行整合，实现从“树

叶”“树木”到“森林”的全局精细解析仍需深入

探索[2]。

同时，要在非人灵长类和人脑中获取单细胞

分辨水平的联接信息，急需解决特异性标记技术

和成像通量的技术难题。另外，当前研究还面临

图 1 介观联接图谱：宏观—微观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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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处理的挑战，H01 数据集来自 1 mm3 组

织，仅为人脑的百万分之一，但其数据量已是

1.4 PB，将类似策略应用于鼠脑、猴脑、人脑，存

储和计算必将面临巨大挑战。

在介观层次绘制脑联接图谱，将是整合微

观、宏观数据的桥梁。通过发展特异示踪技术

实现对灵长类等物种多层次特征分子的特异

标记，开发高通量成像策略实现对大体积样本

的高分辨率数据连续获取，建立介观层次的研

究框架，整合多模态数据，实现基因组、蛋白

组、联接组等信息的融合，有望从分子、突触、

细胞、脑区到全脑进行系统解析，实现既见“森

林”又见“树叶”的目标。

综上，脑联接图谱的绘制可用于解析神经组

织的空间结构特性、指导制定手术方案和手术导

航，对于理解行为和意识等高级功能的原理具有

重要意义。介观层次绘制的脑联接图谱可作为归

纳、总结、提炼相关知识的基础架构，将微观、宏观

等多种多样的神经科学和临床数据进行整合，实

现数据共享、可视化、分析和挖掘，从而最大程度

地提高人类对神经系统机理的理解。

致谢：本工作得到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 项 目（批 准 号 81827901）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61890950）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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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人工智能更智能，就要让其更接近“人

的智慧”。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拥有接近

人的感知、理解、思维、学习和推理能力，才能胜

任不同场景下的各种任务。

最高智能源于大脑决策过程

人类是自然界中拥有最高智能的物种，我们

的一举一动都源于自身的决策，而每一次决策都

需要在神经系统中进行大量且复杂的信息传播

与处理。决策产生的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环境

感知、学习及知识迁移。

环境感知是人类了解自身内外变化、及时做

出判断的重要手段，如感知自身速度、方向等运

动信息，视觉、听觉、触觉等外部环境刺激，以及

各关节的位置与力量等自身行为。学习及知识

迁移使得人类对新环境进行有效认知，而知识迁

移更是让人类具有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

力，进而加快人类环境适应速度，提升复杂环境

的适应能力。

因此，要提升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就必

然要对人脑决策过程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就要进

一步理解人脑在神经系统微观层面与整体运转

宏观层面的工作机制，进而将工作机制“复制”到

机器人的“大脑”中。可以说，构建神经元微观机

制与人脑宏观功能的联系，对人工智能核心算法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感知来自情景认知能力

人类和高级哺乳动物在动态复杂环境中具

有卓越认知和行为能力，其重要前提是其拥有强

大的对环境的情景认知能力。当前研究表明，人

类大脑能够认知环境信息的时空序列，并通过感

知的输入来回忆所经历过事件的时间顺序和空

间位置移动。科学家将大脑对外部事件在时空

维度上的主观认识称为情景认知，这是一种叙述

式的经验记忆，能将经历中特定的时间、地点、事

物和知识等因素联系起来。最近的神经生物学

研究以及医学实践表明，海马体（Hippocampus）是

与情景认知记忆时空映射相关的核心区域,它位

于左右脑半球的皮质下方，因外形与海马相似而

得名，是大脑记忆的重要部分[1]。

大脑通过海马体及其附属结构组成的情景

认知系统，在空间和时间内进行信息学习探索，

形成“情景认知地图”，并用它来推导和记忆。

这种内部地图使得生物可以通过大脑模拟推

演，以思考出各种情景预测。情景认知地图的

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机器人在执行现实的任务中

找到路线和方法，还能对生命奥秘本身进行科

学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首次发现了关于大

脑“认知地图”微观层面神经基础的线索。英国

伦敦大学的约翰·欧基夫（John O'Keefe）[2]在大鼠

的海马体解剖学实验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神经

元，当大鼠在环境中的特定位置时，该神经元会

兴奋，产生放电活动，且不同的该类神经元还会

在大鼠处于不同的特定位置时兴奋，这种神经元

被称为“位置细胞”。也就是说，在大鼠神经系统

中存在与物理世界空间位置一一对应的神经放

电表达。在这之后的数十年中，科学家陆续在其

他动物（包括人类）的大脑内也发现了位置细胞，

并相继发现了其他与空间认知相关的神经细胞

种类，包括头朝向细胞、网格细胞、边界细胞等，

它们共同参与了空间信息的认知和表达。

动物会根据自身任务计划来使用认知地图，

比如当大鼠走到一个经历过的迷宫岔路口时，特

定的位置细胞便会活跃起来，帮助它们做出判

以神经元网络研究启迪人工智能“智慧”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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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人类也有类似的现象，科学家让志愿者处在

虚拟环境中进行空间环境想象，利用核磁共振设

备对志愿者大脑系统扫描成像。其研究结果表

明，大脑在做空间路线规划时，海马体内的神经

细胞便会活跃起来，参与空间思考和规划。研究

还发现，人类在睡眠时神经细胞也会活跃起来，

会对过去的经历“回放”、整理和模拟未来可能进

入的空间。有了这种空间模拟能力，使我们在决

定做出某种行为之前可以进行模拟推演，这是智

能水平的重要体现。

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认知维度是密切相关的，

负责空间认知的海马体及附属结构，也会追踪时

间线索的经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霍华德·艾肯

鲍姆（Howard Eichenbaum）最近的研究表明，海马

结构的神经细胞编码了事件经历的时间[3]。当任

务的发生时间长短不一时，与时间相关的神经元

的放电时长会对应变化。科学家认为在海马体

的情景记忆功能中，对空间和时间的编码是同步

进行的。

研究表明，大脑中海马体会汇聚来自内嗅皮

层的空间信息和来自其他脑区的感知信息，如视

觉、听觉、触觉等神经信号，最终在海马体CA1区

形成综合的情景认知记忆。随着近期一些海马

体认知的基础机制被陆续揭晓，部分人工智能研

究人员开始把目光转向仿生智能领域，由此产生

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海马体 AI。该研究旨

在通过构建海马体中与认知

相关神经细胞模型并组成整

体的情景认知系统，模拟海

马体对环境信息的神经表

达、神经计算过程，实现类似

人和高级哺乳动物的学习、

认知、记忆、预测、推演等高

级智能。最近哈尔滨工业大

学机器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通过模仿海马结构中的头朝

向细胞、网格细胞、位置细胞

等空间认知细胞的放电特

性，构建了一套仿生空间认

知模型，实现了移动机器人对空间运动信息的整

合。通过神经元突触的自适应学习模型，模仿海

马体对空间信息、视觉信息的融合和认知学习过

程，构建了一套海马体 AI情景认知模型，用于复

杂环境下移动机器人自主导航和作业，算法模型

如图1所示。

学习及知识迁移依赖神经网络自身生长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了解到神经微观结

构功能直接影响神经信息的产生与扩散，该信息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连接扩散到整个神经系统，从

而形成有效的感知等。

对于从事神经电生理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来

说，他们利用动物模型探索神经网络，而对于人

工智能、类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来说，更关注的则是自生长神经网络，这是目前

能够实现机器人快速学习与知识迁移的有效方

法之一。

随着神经生物学和仿生机理研究的不断

深入，人们开始尝试通过分析生物神经网络自

身生长发育形成神经网络的机理（如图 2 所

示），来建立与机器人任务相关的神经网络方

法（如图 3 所示）。

大量学者研究发现，自生长神经网络可以让独

立的神经元像生物神经网一样，在接收外部刺激的

情况下实现自组织、自生长和自学习。Matsuoka等

图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海马体AI算法模型

（a）空间认知模型；（b）情景认知模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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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神经元的相互抑制产生稳定震荡的数学模

型，使自生长神经网络在工程领域中得到了应用，

形成了自生长神经网络模型，使互连的神经元通过

内部互相抑制产生稳定的周期性震荡，利用互抑神

经元结构的拮抗特点分别控制仿生机构的屈和伸

并学习如何行走。Kimura等[4]在实现动态稳定行走

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生物神经系统模型，初步实现

了四足机器人学习在非平坦路面上稳定行走。进

一步，科学家们结合传感信息、仿真实验数据等优

化了算法，让双足、四足机器人具有了更好的学习

能力，已经实现了从局部目标网络获得控制信号，

并用它来控制四足机器人虚拟样机，实现特定步态

的学习行走。

对多个神经元相互作用下的神经网络进行研

究，主要是基于单个神经元生长并简化其生长行

为，进而研究大量神经元在生长时生成的神经网

络形态。如 R.A.Koene等[5]研制的神经网络生长

仿真软件 NETMORPH，就是将神经元轴突的伸

长、分叉和转向等过程简化为随机运动来模拟轴

突生长和突触连接的形态，但缺点是生长速度缓

慢且生成的网络缺乏实际生物神经网络功能。

在自生长网络的基础上，根据机器人的相机

类型、分辨率、数据精度等传感器特性，利用深度

神经网络前端通用框架，将传感器信息转化为深

层次特征，根据机器人的运动方式、关节或自由度

数量的不同，设计不同自生长神经网络后端专用

结构，使得网络的输出结果能够直接作用于机器

人各执行机构，实现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进而探

究机器人任务的数学意义，以数学公式的形式对

任务目标进行量化，根据路径规划任务目标的不

◀图 2 不同生长强度 s下

的神经突触生长仿真图

▼图 3 双足机器人多层

CPG神经网络运动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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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别设计自生长神经网络评价函数，用以指导

机器人自主学习。

在机器人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训练自生长

神经网络，数据集输入部分为机器人的图像数

据，数据集标注部分为机器人控制指令，通过评

价函数计算误差，利用误差反向传播方法训练自

生长神经网络。将机器人动作用具体的状态特

征表示，采用强化学习的方法，基于预期回报来

评价各动作的价值函数，再通过初始策略将当前

状态映射为相应的动作，根据环境对机器人动作

做出反应，并得到下一个观察。通过不断循环以

上过程，最终可以得到实现目标的路径。利用排

列组合方法将神经网络后端融合，研究任务之间

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关联，分别求解每一种组合

的神经网络偏差值。

利用层次分析法，我们可以将神经网络偏差

值分解成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

系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

成一个多层分析结构模型，转换为任务相似性特

征。再基于图优化方法，起始点代表从零学习的

一个任务，终点代表要进行迁移的目标任务，通

过搜索子图每一条边，求出任务相似性特征的最

优解。最后，通过探究自生长神经网络的连接机

理，将最优解代表的自生长神经网络进行连接，

利用已有的数据集训练拼接完成的神经网络，实

现知识的迁移。

●参考文献

[1] 马修·舍费尔，达妮埃拉·席勒，刘炳煜（翻译），等.

大脑的精密地图［J］.环球科学，2020（5）：22-27.

[2] O'KEEFE J.Place units in the hippocampus of

the freely moving rat［J］.Experimental neurology，1976，51

（1）：78-109.

[3] GAUTHIER B，PRABHU P，KOTEGAR K A，et

al.Hippocampal contribution to ordinal psychological time

in the human brain［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20，32（11）：1-15.

[4] KIMURA H，FUKUOKA Y，COHEN A H.Adap-

tive dynamic walking of a quadruped robot on natural

ground based on biological concept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2007，26（5）：475-490.

[5] KOENE R A，TIJMS B，VAN HEES P，et al.

NETMORPH：a framework for the stochastic generation

of large scale neuronal networks with realistic neuron

morphologies［J］.Neuroinformatics，2009，7：195-210.

作者简介

前沿探索

103



脑机接口技术是指在大脑或者脑类器官与

人工电子设备之间建立起不依赖于常规大脑信

息传递通道的通讯与控制技术[1]。完整的脑机接

口系统包括神经信号采集与处理、神经信号编解

码控制设备和信息反馈等（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脑机接口通过信号采集设备从

生物大脑内采集原始脑电信号，经过放大、滤

波、数模转换等步骤转换为可被计算机识别的

数字信号，进一步对该数字信号进行特征信号

提取以及模式识别，可转化为控制外部设备的

具体指令，最后外部控制的结果通过电生理刺

激反馈至大脑神经系统，实现闭环调控。现实

中具备以上部分功能的技术与设备也通常被泛

称为脑机接口。

技术研发取得显著进展

按照技术难度，可以将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

分为3个层面，即状态识别与监测、信息交流与控

制、功能康复与增强（如图2所示），经历了从低到

高、从单向输出到形成闭环回路、从商业产品到

前沿探索等阶段。

状态识别与监测。得益于可穿戴电子设备

的快速发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正初步进入娱

乐、教育等领域。在娱乐方面，脑机接口使玩家

无需传统的操控设备，而直接通过思维来控制游

戏角色，结合虚拟现实技术从而获得更加沉浸式

的游戏体验。在教育领域，利用可穿戴脑电检测

设备对学生的专注程度进行实时评测，帮助教师

实 现“ 人 机 物 ”三 元 融 合
——谈脑机接口中的人脑优势发挥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陶 虎 孙鎏炀

图 1 脑机接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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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教学效果的实时反馈。此外，这项技术还可

为驾驶员、飞行员等特殊岗位作业人员提供疲劳

度、注意力的监测，避免恶性事故发生。

信息交流与控制。随着大脑电极、神经编解

码、计算机、机械控制等多个领域的快速发展，脑

机接口使得人们能够利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从而帮助高位截瘫、渐冻人等患者恢复部分独立

生活和交流能力，回归社会[2]。

目前，利用脑机接口重建运动能力已有较多

成功案例。2005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首次批准 Cyberkinetics 公司对 9位病人进

行第一期运动皮层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高位截

瘫患者Matt Nagle成为了第一位利用侵入式脑机

接口来控制机械臂的病人，利用植入运动皮层的

电极完成了机械臂控制、移动电脑光标等任务。

2020年，浙江大学相关团队完成了中国首例侵入

式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研究，一位72岁的高位截瘫

老人通过侵入式脑机接口控制机械臂，实现了抓

取和喂食的动作。20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团

队利用侵入式脑机接口让受试瘫痪患者将脑中

想象的“笔迹”转为屏幕文本，输入速度高达每分

钟90个字符，准确率超过99%[3]。

此外，脑机接口在语言能力的重构和解码方

面也取得重要进展。2019年，来自加州大学旧金

山分校的 Edward Chang团队利用半侵入式脑机

接口，读取病人语音处理相关脑区的皮层脑电

图，并进一步利用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将其编译合

成为人耳可辨识的数字语音[4]。

功能康复与增强。除从大脑向计算机的单

向输出外，脑机接口还可以向大脑输入丰富的信

息反馈，帮助人们强化原有机能，包括增强感知、

操控和认知能力，在医疗和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2016年，瘫痪男子 Nathan Copeland利用“意

念”控制的机械手臂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握

手，与此前介绍的单向机械控制不同的是，该瘫

痪病人能够通过机械手臂上的传感装置获得真

实触感。

类似的，通过连接人工传感设备与大脑感觉

皮层、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等，可以拓展生物体

的感知能力，包括对红外光线、超声波等信号的

接收。目前，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在此领

域开展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

除了肢体和感觉的增强，脑机接口还有望增

强大脑本身信息处理能力。2009年，美国南加州

大学的Theodore Berger小组[5]研制出能够模拟海

马体功能的神经芯片。该神经芯片被植入大鼠

脑内，成为第一种高级脑功能假体。

2021年 4月，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发布最新进展。一只名为 Pager的 9岁猕猴在脑

内植入了无线脑机接口设备。经过训练后，它可

以通过“意念”直接精确控制光标在屏幕上的移

动。该展示成果在信号采集、数据处理和系统集

成等3个方面均代表着当前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

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

首先，在信号采集端Neuralink率先采用了目

图2 脑机接口的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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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为先进的柔性电极系统[6]。相较于传统刚性

电极（例如犹他电极阵列），柔性电极对大脑损伤

小、不易诱发疤痕组织，能够显著提高电极有效检

测寿命。尽管目前柔性电极系统通道数（约1000

通道）暂时落后于最先进的刚性电极（约 5000通

道）[7]，但因前者具有优异的生物亲和度和使用寿

命，其代表着侵入式脑机接口的重要发展方向。

其次，该成果在数据处理、传输和编解码方面

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一方面，Neuralink通过自

研芯片实现片上脑信号预处理，极大地压缩了数

据体积，为千通道无线传输提供了可能，远领先于

目前主流的32通道无线脑机接口带宽[8]。另一方

面，Neuralink 结合高效的动作行为解码算法，实

现了低延迟的外部控制和反馈。

最后，这款千通道无线脑机接口系统被紧

凑地集成在一个小型器件之中，尺寸和重量仅

在厘米和克量级，并且可以被安全置于体内。

高通量、小型化、便携化将是脑机接口今后的发

展趋势。

实际应用存在三对矛盾

虽然脑机接口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应用，

但距离大规模临床和消费级推广仍有较远差距。

这其中的挑战可以归类为三对主要矛盾：安全性

和功能性之间的矛盾、大脑复杂性和脑机接口有

限性之间的矛盾、颠覆性技术革新和传统伦理法

律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最低限度损伤大脑和最大限度利用大

脑之间达到平衡？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两

条路线均存在各自的技术短板。相比于非侵入

式，植入式脑机接口在神经信号质量和神经调控

精度等关键性能上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植入

手术对大脑的创伤、植入器件长期在体的安全性

等仍是当前的研究瓶颈。

如何利用有限的脑机接口带宽快速准确地解

码大脑的复杂意图？人类大脑由大约 1000亿个

神经细胞组成，并且它们彼此相连，形成一个具有

100万亿个连接通道的神经网络。然而，一方面，

人们尚未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神经细胞功能和机制

有完整的理解；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目前仅能

同时采集和处理千量级的神经元信号，极大制约

了对大脑信息的正确识别。目前主要通过将大脑

信号简化至低维度的简单命令以提高解码准确

度，而要真实还原大脑复杂意图仍面临着艰巨的

挑战。

如何在脑机接口的应用过程中不触及传统伦

理和法律的底线？人与客观世界之间，脑机接口

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中介，存在着被他人入侵甚至

接管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脑机接口的使用必须

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通过临床伦理审查，保护脑

机接口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和隐私安全；另一方面，

随着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融合，对于未来可能

存在的“人工增强人类”需要重新探索，定义人的

自由意识和责任归属，并在逐步普及脑机接口的

过程中保障社会公平公正。

“人机物”三元融合待多面突破

相对于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赋予机器以人工智

慧，脑机接口则是要赋予人类大脑以人工躯体。相

比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人最强的是大脑，肌体反而较

弱。脑机接口的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挥人脑的优势，

绕过人体自身器官，直接建立大脑与外界装备的高

效互动，实现“人机物”三元融合万物智能互联。

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需要不断攻克脑机接

口软硬件各个层面的难点问题。在未来 3～5年

的时间内，脑机接口领域预计将在 4个重点方向

取得突破。

开发更安全的侵入式电极系统。针对大脑的

脆弱性，不仅要研发出生物亲和度更高的柔性电

极材料，而且要提出更安全可靠的手术方案，从而

系统性地降低侵入式脑机接口的风险系数。

提高神经编解码效率。针对大脑的复杂性，

首先要努力实现跨脑区、高通道的信号采集；其次

要加强对大脑神经网络的基础研究，健全对大脑

工作机制的认识理解；最后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准确、高效、实时的大脑信息识别。尤其对于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研究如何从有限的脑电

信号中准确提取大脑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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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闭环调控。目前绝大多数脑机接口仅能

实现从“脑”到“机”的单向信息通信。为了更好地

脑机融合，需要在上述安全和高效的基础上，加强

从“机”到“脑”的技术研究，实现能够实时反馈的

闭环脑机接口。

提高脑机接口集成度。目前脑机接口硬件设

备十分臃肿庞大，其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和市场的

过程中，需要努力实现信号采集微型化、信号传输

无线化、信号处理便携化。

良性发展仍需多方支持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交叉融合（如

图3所示）的主战场之一。美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

早，其军方、高校及商业巨头均积极布局，成果不断

涌现，并已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当前，我国脑机

接口领域缺乏原创性核心技术，跟踪居多、布局分

散、缺乏系统性，尤其是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关键硬

件和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从2018年起，美国对

脑机接口技术实行出口管制，对我国神经科学研

究、神经疾病患者治疗等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学科合作、产业

化整合的支持下，我国在脑机接口领域还是保

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极有望在短期内实现“直

线超车”。

首先，脑科学已经被提高至国家战略高度。

脑机接口作为底层核心技术，涉及脑认知、脑疾

病、脑智发育、类脑智能等全部关键内容，是发展

脑科学的重要基石。因此，需要加大对脑机接口

的科研投入和政策支持，将其作为重点培育方向。

其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脑机接口包括软硬

多个组件，涉及微电子、材料学、神经科学、机器

人、临床医学等多个学科，产学研医交叉融合。因

此，需加强跨专业、跨院所、跨地区的多领域合作，

探索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将我国学科建

设齐全的特点转化为系统优势，还能避免重复性

建设，优化资源配置。

最后，脑机接口的长期良性发展离不开产业

链的支持。在符合伦理规范、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引导资本进入到与脑机接口相关的健康医疗市

场，鼓励科技企业参与到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中

来，并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

前沿科技成果商业化落地，带动社会经济建设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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