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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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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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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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

类的大脑。

人脑拥有至少 1000 亿个神经元和 1015 个神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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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次的意识与行为产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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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脑联接图

谱的阻碍包括时空分辨率低、重复性差、成像

速度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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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对骆

清铭进行了专访，请他阐述自己对脑联接图谱

研究的理解。

科技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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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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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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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我萌生了研究脑联接图谱的想法。

在网络水平上开展对人类大脑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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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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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性，但实际差别依旧非常大，所以我们先针对鼠

脑将技术发展完善，计划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应

用于人脑。

科技日报记者：在鼠脑中应用的技术发展到

了什么阶段？

骆清铭：在国际上，关于脑图谱的研究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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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

首次发表，经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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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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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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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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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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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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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脑图谱与

认识脑、理解脑之间的关系？您计划如何将从小

鼠大脑中得到的成果推进到人类大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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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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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差

别。那么脑内的神经网络是不是也是如此——

小环路与大环路间天差地别？

另外，以电阻为例，电路中可能有 10欧姆的

电阻，也可能有 1000欧姆的电阻，电阻值不同让

其承担了不同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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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尚未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

可以通过研究神经元的联接图谱为理解脑提供

一些重要知识。

2020 年，蒲慕明院士带我们申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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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技术成熟后，

我们可以再尝试针对特定人脑脑区的联接图谱

进行研究。

脑联接图谱是认识脑的基础

科技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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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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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脑科学的研究国际上最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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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性成果不

多。2 年前，欧盟脑计划的负责人亨利·马克拉

姆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严格地讲，这

狂热追逐类脑智能为时尚早

前 沿

◎本报记者 毕文婷

科技日报记者：“十四五”规划把脑科学列入

了关键攻关领域，就学习与科研的关系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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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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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这些学校中有些是在

放大学校原有优势，也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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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和科研、人才培养

的规律。

在脑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方面，我们无论是规

模还是质量上都与领先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在

个别方向或某些具体的点上，我们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所以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个人很乐观，且

随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国家战略布局对

此的重视以及科学家的学术积累，我认为我国脑

科学的学科建设具备赶超条件。

科技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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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积极推动在海南建设非人灵长类繁

育基地，并得到了政府和科学家的支持。非人灵

长类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种质资源，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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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国际合作方面，海南特色也十分明

显。海南已对 59 个国家免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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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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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主体基础设施建设。

学科建设具备赶超条件

解析大脑奥秘解析大脑奥秘 这张这张““地图地图””很重要很重要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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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7 月 28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

到，该校赵纯教授带领的大气环境数值模拟实验室，利用全球变分辨率大

气模式（MPAS-Atmosphere）对华东地区梅雨降水日变化进行研究，揭示

了全球变分辨率模式加密到对流解析尺度能够显著提升对华东地区梅雨

季降水日变化的模拟能力，并阐明了梅雨季不同大气环流形势控制下的

降水日变化和机制。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大气科学领域国际知名学术期

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大气》上。

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我国长江流域经历了超级暴力梅，仅安徽省

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了 591.6 亿元。因此，更好地理解梅雨降水机制

对降水预报和灾害预警都有重要意义。降水日变化是评估数值模式中

积云和其他参数化方案的重要标准。然而，由于对流参数化方案中对

流触发的判据相对简单、对流在边界层的夹卷不受约束等问题，对流参

数化方案被广泛认为是降水模拟的重要误差来源之一。由于受到计算

资源和计算效率的限制，目前常见的对流解析尺度模拟大多为区域模

式，而区域模式需要边界条件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反映小尺度和大尺度

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中，科研人员首次使用了全球变分辨率大气模式来模拟华东地

区的梅雨降水的日变化，该模式结合了区域模式高分辨率和全球大气环

流模式不需要区域边界条件限制的优点。研究设置了一组在中国东部加

密到 4 公里的实验，和一组全球分辨率 60 公里的实验。结果表明两组实

验都可以较好地模拟出梅雨季降水量的空间分布，但是加密到 4 公里能

够更好地重现降水强度和降水频率，说明对流解析尺度的模拟对于预报

夏季间断性的强降水和洪涝有更好的指示意义。

同时，由于 2015 年的梅雨季经历了大气环流形势的转变，研究发

现，在强梅雨时期，降水日变化呈现出一个凌晨的峰值，主要由夜间

西南风急流所调控，两种分辨率对强梅雨时期降水日变化的模拟差

异较小。

高分辨率大气模拟

有助预报夏季强降水和洪涝

新华社讯 （记者朱筱 王珏玢）肌肉、神经等软组织为重建生物的演

化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信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利用显微 CT 等多种观察手段，在缅甸琥珀中

发现了 1亿年前甲虫“木乃伊化”的肌肉。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

国际动物学期刊《动物学论丛》上。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介绍，他们在对缅甸

琥珀中的原鞘亚目甲虫开展分类系统学研究时，在副齿边眼甲属一新

种中，首次发现了甲虫体内原位立体保存的肌肉。通过显微 CT 扫描，

研究人员发现，该枚薄脊副齿边眼甲标本保存有较好的内部软组织结

构，其中后胸部分的肌肉保存最为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条纹状的肌肉

组织。

据介绍，在显微 CT 下，缅甸琥珀中的昆虫标本通常表现为一个

空腔或一个同质的高吸收度实体。“这枚标本中的肌肉没有表现出明

显的皱缩，可以推测，其保存时经历了‘木乃伊化’过程。”蔡晨阳说，

琥珀泛指树脂形成的化石，琥珀昆虫则是被树脂包裹在内。通常情

况下，树脂在脱水和多聚化的过程中，会把昆虫体内的水分和软组织

吸走，促使昆虫内部软组织缢缩成团，因此昆虫肌肉保存良好的情况

比较罕见。

中科院南古所科研助理李言达说，在恐龙化石等印痕化石中，内部软

体组织极为罕见，即便偶有保存，也通常表现为被压扁的二维痕迹，立体

信息几乎完全丢失。而琥珀作为一种特异埋藏化石，具有远高于印痕化

石的保存潜力。这枚缅甸琥珀距今已经 1 亿年，此次研究进一步证明了

琥珀化石的保存潜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1亿年前甲虫肌肉

藏在缅甸琥珀中

新华社讯（记者田金文 刘洲鹏）一项基于光核桃的最新研究揭示了

青藏高原李属物种适应高海拔地区的遗传基础，为研究喜马拉雅地区植

物起源和高海拔适应性提供了新视角。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海拔 2067米

至 4498 米的喜马拉雅地区搜集了 377 份光核桃及西藏李属资源材料后，

揭示了 SINE（短分散重复序列）型转座子在促进积累适应逆境的黄酮代

谢物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多年生木本果树适应高海拔的遗传基础提供了

新认识。

记者了解到，该研究团队在喜马拉雅地区连续进行了十余年的野外

资源考察，系统收集了西藏分布的桃、梅、杏和李等李属植物。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研究员曾秀丽介绍，青藏高原蕴藏着大量特

色鲜明的种质资源，但是受限于交通条件和极端的高原环境等影响，科研

人员对大规模自然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多年生木本果树适应高海拔遗传基

础还知之甚少。

光核桃又名西藏桃，是可以在高海拔地区开花结果的经济作物之一，

寿命长达 100 至 1000 年。“研究青藏高原光核桃的基因组，可以帮助科研

人员研究西藏李属植物对喜马拉雅高原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华中农业大

学教授徐强说。

据介绍，这项研究得到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等

资金资助，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当代生物学》上。

青藏高原李属植物

适应高海拔遗传基础被揭示

个结果离认识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一个主要

原因是他没有获取真正意义上全脑尺度的神经

元，而是仅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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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海口的交通状况做了充分研究，就认为西藏乃至

全国的交通状况都是如此肯定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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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回答神经元的类型，以及构建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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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有其他的脑研究计划，

如美国科学家想通过电镜的方法去解析 1 立方

毫米的脑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类脑计算发展。

从学术上讲，我认为这值得商榷，脑内很多神

经元远超过 1 立方毫米的空间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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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布局比较全面，对基础部分给予足够重视

的 同 时 也 高 度 关 注 应 用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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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领域从过去的跟跑和部分并跑，在将来

实现领跑。

科技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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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记忆和意识等的描述。那么，在科

学领域，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已经可以

算作科学研究的制高点了吗？

骆清铭：对于类脑智能，我没有这么乐观。

如果我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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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的研究应该更注重基础，近

期更多的力量还是应该放在理解脑上，去探索大

脑运转的机理。在现阶段过于狂热地追逐类脑

智能，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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