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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脑与类脑研究】 

大脑分区不是功能关键！Science 封面 4 文连发：智慧从脑区间

连接中诞生 

是时候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大脑的运行原理了！ 

最新一期顶刊 Science，以特刊的形式连发 4 篇论文，剑指同一核心要点： 

大脑各种功能的关键，并不在于各脑区独立完成特定功能，而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

和交流。 

 



该观点基本推翻了当前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擅用左脑思考的人，数学和逻辑能力更强；而右脑发达的人，则更具创造力。 

Science 的高级编辑 Peter Stern 博士在本期的发刊词中强调了大脑连接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顺利运行的连接，大脑只不过是一堆神经元。 

还总结出一个金句：“No neuroan is an island” （没有任何一个神经元是座孤岛）。 

 

第一篇：“连接” 就是大脑的核心 

第一篇名为 The emergent properties of the connected brain，其中提出了整期特

刊的核心关键词，连接。 

 

两位来自法国波尔多的神经科学研究者认为： 

大脑的连接不仅仅是各个脑区之间的信号传递，行为与认知的出现，也源自皮层区域之



间的相互作用。 

其背后，是一套精密网络将“本地”、“远程”各个区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研究者将这种连接与协作形容为：通过将大脑众多区域以脑环路连接，创建成一整个网

络，编排出脑内的交响曲。 

以往较为主流说法中，我们假设大脑是分区块工作的，但研究者认为，这将不可能实现

多个区域共同作用，实现对复杂事物的认知，更难以产生智慧。 

在神经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某个功能的实现，来自各个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

协作。 

以聊天为例，当我们沟通交流时需要迅速理解前后文含义，同时要综合考虑对方的情感

意图，这不可能用模块化方式去解决。 

反过来看，如若大脑内相关疾病导致连接断开，将导致认知功能的瓦解。如与语言网络

的连接中断导致了语言障碍。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脑内的连接配置情况并非不可改变。 

环境与学习行为会诱导可塑性机制产生，这些变化将在数周、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内

发生。 

第二篇：“尺度”十分重要 

如果说，第一篇综述是对“大脑连接”的定调，那第二篇则进一步提出对其研究、思考

维度的探讨。 

其题目也恰好与之对应，Scale matters: The nested human connectome。 

 

该篇内容中，研究者提出一个名词 connectome，用以对神经元和大脑区域进行描述。 



谈及引入该概念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是理解大脑动力学以及相关功能产生的基础。 

作者补充道，该尺度的范围涵盖宏观到细胞乃至分子水平。在此前对功能障碍的研究中，

类似的思路已经被应用。此番，科学家参考借鉴了前人方式与思路。 

在 实 操 方 面 ， 研 究 中 还 在 综 述 中 展 示 扩 散 磁 共 振 成 像 （ dMRI) 、 纤 维 束 成 像

（tractography）等技术在大脑连接研究的应用，他们还使用了机器学习和模拟方式预测

了缺少实验数据情况的结果。 

 

△ 扩散 MRI 和纤维束成像 

第三篇：从病理学角度研究连接机制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们探讨了大脑环路功能及障碍问题，从病理与治疗层

面分享了大脑发生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他们构建了一个大脑动态模型，用来了解神经系统疾病的全脑环路机制，并以此预测治

疗干预结果。 

具体到实现上，研究者采用光遗传功能磁共振成像（ofMRI） ，并结合了计算建模。 

ofMRI 是种新技术，结合了高场磁共振成像的高空间分辨率与光遗传学刺激的高精度，

可以调查整个大脑神经回路的精确功能连接。 

 

对所得的 MRI 信号进行计算建模，可以在不同区域层面上定量描述细胞类型的特异性，

以及宏观功能在单细胞上的具体体现。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成果未来可以为治疗帕金森病，开发恢复大脑功能的系统工程方法

等铺平道路。 

第四篇：总结如何绘制连接图 

这篇综述总结了“如何给啮齿类动物大脑绘制神经连接图”，以及基于图集的数据分析

方案，并探讨了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两位作者来自挪威的顶级学府奥斯陆大学。 

他们指出，现在已有几种绘制神经连接图的技术，其中“3D 数字脑图集”对辅助科研

人员探索理解大脑的组织和功能最有效。 

 

研究者可以使用工具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登记到图集上，并运动计算机对大型数据集进行

后续的自动分析，大大加速整合工作。 

最后，引用其中一篇论文作者：拉德堡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Stephanie Forkel 的话，来

总结一下从“连接”角度认识大脑功能有何意义： 

经典观点中的模块化大脑有个明显缺陷，就是它不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而运用新的网络方式，科学家们可以针对不同个体的大脑特异性进行建模，探索不同人

脑的个性，并有助于研发出更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 

参考链接： 



[1]https://www.science.org/toc/science/current 

[2]https://www.ru.nl/en/research/research-news/new-view-on-the-brain-its-all

-in-the-connections 

[3]https://mp.weixin.qq.com/s/3rO10ilXlMsNtexiayziNw 

来源：量子位 

【仿人视听觉智能】 

一句话生成 3D 模型：AI 扩散模型的突破，让建模师慌了 

我们生活在三维的世界里，尽管目前大多数应用程序是 2D 的，但人们一直对 3D 数

字内容有很高的需求，包括游戏、娱乐、建筑和机器人模拟等应用。 

然而，创建专业的 3D 内容需要很高的艺术与审美素养和大量 3D 建模专业知识。人

工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培养这些技能。 

需求大又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有没有可能交给 AI 来做？上周五，英伟达提交

到预印版论文平台 arXiv 的论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和现在流行的 NovelAI 差不多，人们只需要输入一段文字比如「一只坐在睡莲上的蓝

色箭毒蛙」，AI 就能给你生成个纹理造型俱全的 3D 模型出来。 



 

Magic3D 还可以执行基于提示的 3D 网格编辑：给定低分辨率 3D 模型和基本提示，

可以更改文本从而修改生成的模型内容。此外，作者还展示了保持画风，以及将 2D 图像

样式应用于 3D 模型的能力。 

 

Stable Diffusion 的论文在 2022 年 8 月才首次提交，几个月就已经进化到这样的程

度，不禁让人感叹科技发展的速度。 

英伟达表示，你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稍作修改，生成的模型就可以当做游戏或 CGI 艺

术场景的素材了。 

3D 生成模型的方向并不神秘，其实在 9 月 29 日，谷歌曾经发布过一款文本到 3D 



的生成模型 DreamFusion，英伟达在 Magic3D 的研究中直接对标该方法。 

 

类似于 DreamFusion 用文本生成 2D 图像，再将其优化为体积 NeRF（神经辐射场）

数据的流程，Magic3D 使用两阶段生成法，用低分辨率生成的粗略模型再优化到更高的分

辨率。 

英伟达的方法首先使用低分辨率扩散先验获得粗糙模型，并使用稀疏 3D 哈希网格结

构进行加速。用粗略表示作为初始，再进一步优化了带纹理的 3D 网格模型，该模型具有

与高分辨率潜在扩散模型交互的高效可微分渲染器。 

Magic3D 可以在 40 分钟内创建高质量的 3D 网格模型，比 DreamFusion 快 2 

倍（后者平均需要 1.5 小时），同时还实现了更高的分辨率。统计表明相比 DreamFusion，

61.7% 的人更喜欢英伟达的新方法。 

连同图像调节生成功能，新技术为各种创意应用开辟了新途径。 

 

论文链接：https://arxiv.org/abs/2211.10440 

https://arxiv.org/abs/2211.10440


技术细节 

Magic3D 可以在较短的计算时间内根据文本 prompt 合成高度详细的 3D 模型。

Magic3D 通过改进 DreamFusion 中的几个主要设计选择来使用文本 prompt 合成高

质量的 3D 内容。 

具体来说，Magic3D 是一种从粗到精的优化方法，其中使用不同分辨率下的多个扩散

先验来优化 3D 表征，从而生成视图一致的几何形状以及高分辨率细节。Magic3D 使用

监督方法合成 8 倍高分辨率的 3D 内容，速度也比 DreamFusion 快 2 倍。 

Magic3D 的 整个 工 作 流程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在 第一 阶 段 ， 该 研 究 优化 了类 似 于 

DreamFusion 的粗略神经场表征，以实现具有基于哈希网格（hash grid）的内存和计算

的高效场景表征。 

在第二阶段该方法切换到优化网格表征。这个步骤很关键，它允许该方法在高达 512 × 

512 的分辨率下利用扩散先验。由于 3D 网格适用于快速图形渲染，可以实时渲染高分辨

率图像，因此该研究利用基于光栅化的高效微分渲染器和相机特写来恢复几何纹理中的高频

细节。 

 

基于上述两个阶段，该方法可以生成高保真的 3D 内容，并且很容易在标准图形软件

中导入和可视化。 

此外，该研究展示了用文本 prompt 对 3D 合成过程的创造性控制能力，如下图 1 所



示。 

 

为了对比实际应用效果，英伟达的研究人员把 Magic3D 和 DreamFusion 在 397 

个文本提示生成的内容上进行了比较。平均的粗略模型生成阶段花费 15 分钟，精细阶段

训练了 25 分钟，所有运行时间均在 8 块英伟达 A100 GPU 上测得。 



 

 

虽然论文和 demo 只是第一步，但英伟达已经为 Magic3D 想好了未来的应用方向：

给游戏和元宇宙世界提供制作海量 3D 模型的工具，而且让所有人都可以上手使用。 



当然，最早上线这项功能的可能会是英伟达自己的 Omniverse。 

参考内容：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2/11/nvidias-magic3d-create

s-3d-models-from-written-descriptions-thanks-to-ai/ 

来源：机器之心 

【人机博弈智能】 

用魔法打败魔法！一个叫板顶级人类棋手的围棋 AI 输给了它的

同类 

近几年，自我博弈中的强化学习已经在围棋、国际象棋等一系列游戏中取得了超人的表

现。此外，自我博弈的理想化版本还收敛于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博弈论中非常著名，该理

论是由博弈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 · 纳什提出，即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

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

任意一位参与者在其他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确定的情况下，其选择的策略是最优的，那么这个

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均衡。 

之前就有研究表明，自我博弈中看似有效的连续控制策略也可以被对抗策略利用，这表

明自我博弈可能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强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对抗策略是攻克自我博弈

的方法，还是自我博弈策略本身就能力不足？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来自 MIT、 UC 伯克利等机构的研究者进行了一番研究，他们选

择自我博弈比较擅长的领域进行，即围棋（Go）。具体而言，他们对公开可用的最强围棋 AI 

系统 KataGo 进行攻击。针对一个固定的网络（冻结 KataGo），他们训练了一个端到端的

对抗策略，仅用了训练 KataGo 时 0.3% 的计算，他们就获得了一个对抗性策略，并用该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2/11/nvidias-magic3d-creates-3d-models-from-written-descriptions-thanks-to-ai/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2/11/nvidias-magic3d-creates-3d-models-from-written-descriptions-thanks-to-ai/


策略攻击 KataGo，在没有搜索的情况下，他们的策略对 KataGo 的攻击达到了 99% 的

胜率，这与欧洲前 100 名围棋选手实力相当。而当 KataGo 使用足够的搜索接近超人的

水平时，他们的胜率达到了 50%。至关重要的是，攻击者（本文指该研究学到的策略）并

不能通过学习通用的围棋策略来取胜。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 KataGo，正如本文所说的，他们在撰写本文时，KataGo 还是

最强大的公开围棋 AI 系统。在搜索的加持下，可以说 KataGo 非常强大，战胜了本身就

是超人类的 ELF OpenGo 和 Leela Zero。现在该研究的攻击者战胜 KataGo，可以说是

非常厉害了。 

 

图 1：对抗策略打败了 KataGo 受害者。 

 



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pdf/2211.00241.pdf 

研究主页： 

https://goattack.alignmentfund.org/adversarial-policy-katago?row=0#no_sear

ch-board 

有趣的是，该研究提出的对抗策略无法战胜人类玩家，即使是业余选手也能大幅胜过所

提模型。 

攻击方法 

KataGo、AlphaZero 等之前的方法通常是训练智能体自己玩游戏，游戏对手是智能体

自己。而在 MIT、UC 伯克利等机构的这项研究中，攻击者（adversary）和固定受害者

（victim）智能体之间进行博弈，利用这种方式训练攻击者。该研究希望训练攻击者利用与

受害者智能体的博弈交互，而不只是模仿博弈对手。这个过程被称为「victim-play」。 

 

在常规的自我博弈中，智能体通过从自己的策略网络中采样来建模对手的动作，这种方

法的确适用于自我博弈。但在 victim-play 中，从攻击者的策略网络中建模受害者的方法

就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研究提出了两类对抗型 MCTS（A-MCTS），包括： 

 MCTS-S：在 A-MCTS-S 中，研究者将攻击者的搜索过程设置如下：当受害者移

https://arxiv.org/pdf/2211.00241.pdf
https://goattack.alignmentfund.org/adversarial-policy-katago?row=0#no_search-board
https://goattack.alignmentfund.org/adversarial-policy-katago?row=0#no_search-board


动棋子时，从受害者策略网络中采样；当轮到攻击者移动棋子时，从攻击者策略网

络中采样。 

 MCTS-R：由于 A-MCTS-S 低估了受害者的能力，该研究又提出了 A-MCTS-R，

在 A-MCTS-R 树中的每个受害者节点上为受害者运行 MCTS。然而，这种变化

增加了攻击者训练和推理的计算复杂性。 

在训练过程中，该研究针对与 frozen KataGo 受害者的博弈来训练对抗策略。在没有

搜索的情况下，攻击者与 KataGo 受害者的博弈可以实现 >99% 的胜率，这与欧洲前 

100 名围棋选手的实力相当。此外，经过训练的攻击者在与受害者智能体博弈的 64 个回

合中实现了超过 80% 的胜率，研究者估计其实力与最优秀的人类围棋棋手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游戏表明，该研究提出的对抗策略并不是完全在做博弈，而是通过

欺骗 KataGo 在对攻击者有利的位置落子，以过早地结束游戏。事实上，尽管攻击者能够

利用与最佳人类围棋选手相当的博弈策略，但它却很容易被人类业余爱好者击败。 

为了测试攻击者与人类对弈的水平，该研究让论文一作 Tony Tong Wang 与攻击者模

型实际对弈了一番。Wang 在该研究项目之前从未学习过围棋，但他还是以巨大的优势赢

了攻击者模型。这表明该研究提出的对抗性策略虽然可以击败能战胜人类顶级玩家的 AI 模

型，但它却无法击败人类玩家。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些 AI 围棋模型是存在 bug 的。 

评估结果 

攻击受害者策略网络 

首先，研究者对自身攻击方法对 KataGo (Wu, 2019) 的表现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 

A-MCTS-S 算法针对无搜索的 Latest（KataGo 的最新网络）实现了 99% 以上的胜率。 

如下图 3 所示，研究者评估了自身对抗策略对 Initial 和 Latest 策略网络的表现。

他们发现在大部分训练过程中，自身攻击者对两个受害者均取得很高的胜率（高于 90%）。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攻击者对 Latest 过拟合，对 Initial 的胜率也下降到 20% 左右。 

研究者还评估了对 Latest 的最佳对抗策略检查点，取得了超过 99% 的胜率。并且，

如此高的胜率是在对抗策略仅训练 3.4 × 10^7 个时间步长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一数据是

受害者时间步长的 0.3%。 

 

迁移到有搜索的受害者 

研究者将对抗策略成功地迁移到了低搜索机制上，并评估了上一节训练的对抗策略对有

搜索 Latest 的能力。如下图 4a 所示，他们发现在 32 个受害者回合时，A-MCTS-S 对

受害者的胜率下降到了 80%。但这里，受害者在训练与推理时都没有搜索。 



 

此外，研究者还测试了 A-MCTS-R，并发现它的表现更好，在 32 个受害者回合时对 

Latest 取得了超过 99% 的胜率，但在 128 个回合时胜率下降到 10% 以下。 

在图 4b 中，研究者展示了当攻击者来到 4096 个回合时，A-MCTS-S 对 Latest 最

高取得了 54% 的胜率。这与 A-MCTS-R 在 200 个回合时的表现非常相似，后者取得了 

49% 的胜率。 

其他评估 

如下图 9 所示，研究者发现，尽管 Latest 是一个更强大的智能体，但针对 Latest 训

练的攻击者在对抗 Latest 时要比 Initial 表现更好。 

 

最后，研究者探讨了攻击原理，包括受害者的 value 预测和硬编码防御评估。如下图 5 



所示，所有的基线攻击都要比他们训练的对抗策略表现差得多。 

 

更多技术细节请参阅原论文。 

来源：机器之心 



DeepMind 打开 AlphaZero 黑箱，从神经网络中找到人类国际象

棋概念证据，包括获得时间和位置等 

 

国际象棋一直是 AI 的试验场。70 年前，艾伦·图灵猜想可以制造一台能够自我学习并

不断从自身经验中获得改进的下棋机器。上世纪出现的“深蓝”第一次击败人类，但它依赖

专家编码人类的国际象棋知识，而诞生于 2017 年的 AlphaZero 作为一种神经网络驱动

的强化学习机器实现了图灵的猜想。 

AlphaZero 的无需使用任何人工设计的启发式算法，也不需要观看人类下棋，而是完

全通过自我对弈进行训练。 

那么，它真的学习了人类关于国际象棋的概念吗？这是一个神经网络的可解释性问题。 

最近，AlphaZero 的作者 Demis Hassabis 与 DeepMind 的同事以及谷歌大脑的研

究员合作了一项研究，在 AlphaZero 的神经网络中找到了人类国际象棋概念的证据，展示

了网络在训练过程中获得这些概念的时间和位置，还发现了 AlphaZero 与人类不同的下棋

风格。论文近期发表于 PNAS。 



 

论文地址：https://www.pnas.org/doi/epdf/10.1073/pnas.2206625119 

1 

AlphaZero 在训练中获得人类象棋概念 

AlphaZero 的网络架构包含一个骨干网络残差网络（ResNet）和单独的 Policy Head、

Value Head，ResNet 由一系列由网络块和跳跃连接（skip connection）的层构成。 

在训练迭代方面，AlphaZero 从具有随机初始化参数的神经网络开始，反复与自身对

弈，学习对棋子位置的评估，根据在此过程中生成的数据进行多次训练。 

为了确定 AlphaZero 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表征了人类所拥有的国际象棋概念，这项研究

使用了稀疏线性探测方法，将网络在训练过程中参数的变化映射为人类可理解概念的变化。 

首先将概念定义为如图 1 中橙色所示的用户定义函数。广义线性函数 g 作为一个探

针被训练用于近似一个国际象棋概念 c。近似值 g 的质量表示层（线性）对概念进行编码

的程度。对于给定概念，对每个网络中所有层的训练过程中产生的网络序列重复该过程。 

 

https://www.pnas.org/doi/epdf/10.1073/pnas.2206625119


图 1：在 AlphaZero 网络（蓝色）中探索人类编码的国际象棋概念。 

比如，可以用一个函数来确定我方或地方是否有“主教” (♗) ： 

 

当然，还有很多比这个例子更复杂的象棋概念，比如对于棋子的机动性（mobility），

可以编写一个函数来比较我方和敌方移动棋子时的得分。 

在本实验中，概念函数是已经预先指定的，封装了国际象棋这一特定领域的知识。 

接下来是对探针进行训练。研究人员将 ChessBase 数据集中 10 的 5 次方个自然出

现的象棋位置作为训练集，从深度为 d 的网络激活训练一个稀疏回归探针 g，来预测给定

概念 c 的值。 

通过比较 AlphaZero 自学习周期中不同训练步骤的网络，以及每个网络中不同层的不

同概念探针的分数，就可以提取网络学习到某个概念的时间和位置。 

最终得到每个概念的 what-when-where 图，对“被计算的概念是什么”、“该计算在

网络的哪个位置发生”、“概念在网络训练的什么时间出现”这三个指标进行可视化。如图 2。 

 

图 2：从 A 到 B 的概念分别是“对总分的评估”、“我方被将军了吗”、“对威胁的评

估”、“我方能吃掉敌方的皇后吗”、“敌方这一步棋会将死我方吗”、“对子力分数的评估”、



“子力分数”、“我方有王城兵吗”。 

可以看到，C 图中，随着 AlphaZero 变得更强，“threats”概念的函数和 AlphaZero 

的表征（可由线性探针检测到）变得越来越不相关。 

这样的 what-when-where 图包括探测方法比较所需的两个基线，一是输入回归，在

第 0 层显示，二是来自具有随机权重的网络激活的回归，在训练步骤 0 处显示。上图的

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回归精度的变化完全由网络表征的变化来决定。 

此外，许多 what-when-where 图的结果都显示了一个相同的模式，即整个网络的回

归精度一直都很低，直到大约 32k 步时才开始随着网络深度的增加而迅速提高，随后稳定

下来并在后面的层中保持不变。所以，所有与概念相关的计算都在网络的相对早期发生，而

之后的残差块要么执行移动选择，要么计算给定概念集之外的特征。 

而且，随着训练的进行，许多人类定义的概念都可以从 AlphaZero 的表征中预测到，

且预测准确率很高。 

对于更高级的概念，研究人员发现 AlphaZero 掌握它们的位置存在差异。首先在 2k 

训练步骤时与零显著不同的概念是“material”和“ space”；更复杂的概念如“king_safety”、

“threats”、“mobility”，则是在 8k 训练步骤时显著得变为非零，且在 32k 训练步骤之

后才有实质增长。这个结果与图 2 中 what-when-where 图显示的 急剧上升的点一致。 

另外，大多数 what-when-where 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的回归精度在开始阶段增

长迅速，随后达到平稳状态或下降。这表明目前从 AlphaZero 身上所发现的概念集还只是

检测了网络的较早层，要了解后面的层，需要新的概念检测技术。 

2 

AlphaZero 的开局策略与人类不同 

在观察到 AlphaZero 学习了人类国际象棋概念后，研究人员进一步针对开局策略探讨



了 AlphaZero 对于象棋战术的理解，因为开局的选择也隐含了棋手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 

 

研究人员观察到，AlphaZero 与人类的开局策略并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

AlphaZero 缩小了选择范围，而人类则是扩大选择范围。 

如图 3A 是人类对白棋的第一步偏好的历史演变，早期阶段，流行将 e4 作为第一步

棋，后来的开局策略则变得更平衡、更灵活。 

图 3B 则是 AlphaZero 的开局策略随训练步骤的演变。可以看到，AlphaZero 的开

局总是平等地权衡所有选择，然后逐渐缩小选择范围。 



 

图 3：随着训练步骤和时间的推移，AlphaZero 和人类对第一步的偏好比较。 

这与人类知识的演变形成鲜明对比，人类知识从 e4 开始逐渐扩展，而 AlphaZero 在

训练的后期阶段明显偏向于 d4。不过，这种偏好不需要过度解释，因为自我对弈训练是基

于快速游戏，为了促进探索增加了许多随机性。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它反映了人类与人工神经网络之间的根本差异。一个

可能的因素，或许是关于人类象棋的历史数据更强调大师玩家的集体知识，而 AlphaZero 

的数据包括了初学者级别下棋和单一进化策略。 

那么，当 AlphaZero 的神经网络经过多次训练后，是否会出对某些开局策略显示出稳

定的偏好？ 

研究结果是，许多情况下，这种偏好在不同训练中并不稳定，AlphaZero 的开局策略

非常多样。比如在经典的 Ruy Lopez 开局（俗称“西班牙开局”）中，AlphaZero 在早期

有选择黑色的偏好，并遵循典型的下法，即 1.e4 e5，2.Nf3 Nc6，3.Bb5。 



 

图 4：Ruy Lopez 开局 

而在不同的训练中，AlphaZero 会逐渐收敛到 3.f6 和 3.a6 中的一个。此外，

AlphaZero 模型的不同版本都各自显示出对一个动作的强烈偏好，且这种偏好在训练早期

就得以建立。 

这进一步证明，国际象棋的成功下法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人与机器之间，

也存在于 AlphaZero 的不同训练迭代中。 

3 

AlphaZero 掌握知识的过程 

那么，以上关于开局策略的研究结果，与 AlphaZero 对概念的理解有什么关联呢？ 

这项研究发现，在各种概念的 what-when-where 图中有一个明显的拐点，与开局偏

好的显著变化正好相吻合，尤其是 material 和 mobility 的概念似乎与开局策略直接相关。 

material 概念主要是在训练步骤 10k 和 30k 之间学习的，piece mobility 的概念



也在同一时期逐步融入到 AlphaZero 的 value head 中。对棋子的 material 价值的基本

理解应该先于对棋子 mobility 的理解。然后 AlphaZero 将这一理论纳入到 25k 到 60k 

训练步骤之间开局偏好中。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 AlphaZero 网络关于国际象棋的知识的演变过程：首先发现棋力；

接着是短时间窗口内基础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主要是与 mobility 相关的一些概念；最后是

改进阶段，神经网络的开局策略在数十万个训练步骤中得到完善。虽然整体学习的时间很长，

但特定的基础能力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出现。 

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Vladimir Kramnik 也被请来为这一结论提供佐证，他的观察与

上述过程一致。 

最后总结一下，这项工作证明了 AlphaZero 网络所学习的棋盘表示能够重建许多人类

国际象棋概念，并详细说明了网络所学习的概念内容、在训练时间中学习概念的时间以及计

算概念的网络位置。而且，AlphaZero 的下棋风格与人类并不相同。 

既然我们以人类定义的国际象棋概念来理解神经网络，那么下一个问题将会是：神经网

络能够学习人类知识以外的东西吗？ 

来源：AI 科技评论 

【AI 基础软硬件支撑体系】 

超高效人工光电神经元成真？速度比自然神经元快 3 万倍，研究

登 Nature 子刊 

AI 系统越来越受限于为实现其功能的硬件。现在，一种新的超导光子电路问世，它可

模拟脑细胞之间的连接。这仅需消耗人类具有同类功能细胞能量的 0.3% ，而运行速度却

可提高约 30000 倍。 



在人工神经网络中，被称之为神经元的诸多组件被植入数据并协同来解决诸如人脸识别

等问题。神经网络反复调整相互间的突触——一种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确定由此产生的行

为模式是否为更佳的解决方案。但随着时间推移，神经网络最终会在计算的结果中发现最佳

的行为模式。而后它会选取这些模式作为默认值，模仿人脑的学习过程。 

尽管 AI 系统被逐步发掘更多真实世界中的应用，但鉴于用于驱动其运行的硬件局限

性，它们仍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受人脑启发的神

经形态计算机硬件。 

例如，神经形态的微芯片组件可能仅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到特定数量的输入信号时，才

可能发出尖峰信号或者生成一种输出信号。这是一种更接近模拟真实生物神经元行为方式的

策略。与典型的人工神经网络相比，这些设备仅发出极少的尖峰信号，因此所处理的数据将

会少得多，同时原则上所需功率和通信带宽会小很多。 

然而，神经形态硬件通常使用传统电子设备，这最终会限制它们可实现的复杂功能和信

号传递速度。举例来说，每个生物神经元都可以拥有数万个突触，但神经形态设备很难将它

们的人工神经元相互连接起来。对此，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多路复用，即一个信号通道

可以同时承载更多的信号。然而，随着芯片变得更大、更复杂精细，运算速度可能会迟缓。 

在近期一项新研究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者们探索使用光发

射器和接收器来连接神经元。原则上，光链路或光波导能以光速通信速率将每个神经元与数

千个其他神经元连接起来。相关论文在《自然 · 电子学》上发表。 



 

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928-022-00840-9 

研究概览 

研究者使用了能够检测单光子的超导纳米线装置，其中能检测到的这些光信号是最小的

单元，可被看作能量效率的物理极限。 

如下渲染图展示了模拟神经元突触（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的接口点）的超导电路如何被用

来创造未来的人造光电神经元。 

 

执行光子神经计算通常很棘手，因为其一般都需要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捕获光的光学

腔。在集成微芯片上创建这样的空腔并将它们与许多波导连接起来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因此，研究者开发了混合电路系统，其中每个探测器的输出信号被转换为约 2 皮秒长

的超快电脉冲。这些脉冲均由超导量子干涉仪网络或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内的单个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928-022-00840-9


磁涨落或磁通量引起。 

NIST 的研究员、通讯作者 Jeffrey Shainline 表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进行理

论研究工作，希望发掘出使技术能够实现神经形态计算的物理极限的本质原理。对这一目标

的追求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概念——将单光子能级的光通信与约瑟夫森结执行的神经网络计

算相结合。」 

 

Jeffrey Shainline 

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由一个或多个约瑟夫森结构成，是一个三明治结构，上下

均为超导材料，中间由绝缘薄膜隔开。如果通过约瑟夫森结（Josephson junction, JJ）的

电流超过某个特定的阈值，超导量子干涉仪就将开始产生磁通量。 

在感应到一个光子后，单光子探测器（single-photon detector, SPD）就会产生磁通

量子，而后这些通量子就会在 SQUID 的超导回路中作为电流被收集。这种存储的电流可



以作为一种记忆形式，记录神经元发出了多少次尖峰信号。 

下图 2 为布局和完成的电路。a 为整个突触电路的 3D 布局；b 为完成制造的显微

镜图像；c 为 SPD 布局；d 为制造中的 SPD；e 为 JJ 和分流电阻的布局；f 为制造中

的 JJ 和分流器；g 为用于 DR（dendritic receiving, 树突接收）循环的 SQUID；h 为

制造中的 DR SQUID。 

 

Shainline 感叹道，「让电路工作起来其实相当容易。在设计阶段，制造和实验花费了

相当多的时间，但实际上，在我们第一次制造出这些电路时，它们就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预示着此类系统未来的可扩展性非常好。」 

研究者将单光子探测器与约瑟夫森结集成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导突触。他们计算出突

触的峰值频率能够超过 1000 万赫兹，同时每个突触事件消耗大约 33 阿托焦耳的能量（1 

阿托焦耳等于 10^-18 焦耳）。相比之下，人类神经元的最大平均峰值速率仅约为 340 赫

兹 ，而同时每个突触事件却将消耗大约 10 飞焦耳（1 飞焦耳等于 10^-15 焦耳）。 

下图 3 展示了单个突触的特性，其时间常数为 6.25 μs，电感为 2.5 μH。测量结果

表明实际值分别为 8.06 μs 和 3.2 μH。 



 

下图 4 展示了突触传递函数可以在广泛的时间尺度范围内进行设计。 



 

此外，研究者可以实现这些电路系统设备的输出时间从数百纳秒变化到毫秒。这也意味

着这些硬件可以与一系列系统连接，实现从高速电子设备间的通信乃至人机间更悠闲的交

互。 

未来，研究者将把他们研发的新突触与片上光源相结合，创造出完全集成的超导神经元。

Shainline 对此表示，「实现完全集成的超导神经元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但若我们能够将

最后那部分也集成进去，那么非常有理由相信最终它可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强大计算平台。」 

原文链接：

https://spectrum.ieee.org/neuromorphic-computing-superconducting-synapse 

来源：机器之心 

https://spectrum.ieee.org/neuromorphic-computing-superconducting-synapse


报告 

中国信通院发布《脑机接口总体愿景与关键技术研究报告（2022

年）》（附 PDF 全文） 

脑科学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人类理解自然和理解人类自身的重要研

究方向，脑机接口是该领域的有效探索手段之一。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在科技创新不断更

迭促进下，在人民大众的期待关注下，脑机接口技术将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主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国信通院”）面向脑机接口领域，提出“脑智芯连，思行无碍”这一行业发展总

体愿景，并针对此愿景目标的实现，尝试勾画出在不远的未来，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蓝图和

愿景期望。希望产业各方能够在此愿景描绘的不同场景下开展更多研究、开发、交流与合作，

共同绘制脑机接口产业的美好未来。 

近日，中国信通院正式发布《脑机接口总体愿景与关键技术研究报告（2022 年）》，针

对脑机接口这一前沿领域，全球首次从愿景、需求、场景、技术、系统衡量指标几个维度开

展研究，对该领域的科研攻关、产品研制和政策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报告全面论述了脑机接口发展现状，提出了“脑智芯连，思行无碍”的总体愿景目标，

总结了脑机接口系统需要满足 “准确、高效、稳定、易用、安全”五大需求，给出了系统

性能和可用性两组关键评估指标，分析了采集技术、刺激技术、范式编码技术和解码算法技

术等 4 种核心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并就脑状态检测、神经调控和对外交互 3 类重要应

用场景下的脑机系统给出具体指标建议。报告最后就脑机接口未来应用和市场发展规模进行

了预测，并给出了未来发展展望。 

白皮书核心观点 

1. 报告提出一个愿景：“脑智芯连，思行无碍”。 

这是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总体愿景，“脑”寓意为大脑和思维意图，“智”寓意为人工智能

和类脑智能，“芯”寓意为以芯片和计算能力为代表的外部设备，“连”有通讯、接口、内外



连接与协同三重含义。通过“脑智芯连”的科学融合，实现“思行无碍”的目标，即期待大

脑及人类智能和外部设备相互连接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控制之间，不再有疾病和空间的阻

碍；人类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大大降低神经疾病带来的痛苦。 

 

2. 脑机接口愿景的实现前提是满足“准确、高效、稳定、易用、安全”五大需求。 

即脑机接口系统应具有准确的大脑意图解码算法；高效的信息解码效率，快速地反馈响

应和执行任务；稳定的设备性能与抗干扰能力；易用、轻便、舒适的使用体验；安全和符合

伦理要求的植入、采集和信息传送保障。是否满足五大需求的评判指标，可分为性能指标与

可用性指标两组。性能指标主要体现在响应时间、识别正确率、可输出指令数量和菲茨吞吐

量等 4 个易量化指标；可用性指标主要体现在易用性、长效性、鲁棒性、安全性和互操作

性等五个主客观结合指标。 



 

3. 脑机接口的创新发展有赖于“产学研用医政”协同创新体系的搭建。 

脑机接口的广泛应用落地需要关键技术的突破，工程技术的革新，科研工具平台的支撑，

标准体系的推动、测试验证体系的完善，科技伦理的共识，以此来不断突破发展瓶颈，迎来

更大的应用空间。因此，脑机接口产业需要建设创新协同体系，促进多学科协作、多行业协

同。 

4. 全面分析研判脑机接口的关键技术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报告针对脑机接口采集技术、刺激技术、范式编码技术和解码算法技术 4 种核心技术

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分析。 

（1）随着微纳加工技术和材料技术的不断革新进步，带动脑机侵入式技术不断革新，

植入电极朝向柔性化、小型化、高通量、多功能和集成化方向发展。非植入式技术受益于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的广泛普及，信号解析能力不断提升，抗扰降噪性能不断加强，且

凝胶等新材料的应用也使得脑信号采集设备更具舒适度；近红外等光学检测手段也为脑信号

检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2）以脑深部电极刺激为代表的神经调控刺激技术正在探索基于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监

测等手段实现闭环自适应控制，并结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手段实现动态精准刺激。植入



式视觉调控技术相关研究已经开展，正从浅层的视网膜刺激向视觉重建效果更好的脑皮层刺

激深入。 

（3）范式编码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日益重视纳入用户感受，朝向更加友好和高效的方向

发展演进，新的范式不断出现，带来更加丰富的探索实践。 

（4）解码技术依托分解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黎曼几何等方法不断提升解码精

度和解码效率，为脑机接口系统解决跨用户和跨时间的可变性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报告 pdf 全文下载地址：http://lib.ia.ac.cn/news/newsdetail/68516 

来源：中国信通院 

http://lib.ia.ac.cn/news/newsdetail/68516


趋势观察 

2022 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问题发布 

2022 年 11 月 26-28 日，主题为“开放·信任·合作”的第四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在成

都市举办。在 11 月 28 日的闭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所长

罗先刚，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主席鲍勃·克莱恩共同发布了“2022 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

问题”。  

本次发布的十个问题，主要围绕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 17 个发展目标，

内容涉及气候、城市、制造三大领域，详情如下： 

 

气候 

1. 如何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稳定地球气候？ 

2. 如何有效应对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3. 在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采取何种机制实现碳排放目标？ 

城市 

4. 如何构建绿色、高效的城市废弃资源的再利用体系？ 

5. 如何构建高速、立体、网络、智能的人类宜居城市形态？ 



6. 如何优化城市布局和功能来降低资源消耗？ 

制造 

7.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智能制造如何推进世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 

8. 如何认知光合作用、高精度绿色制造等底层的共性基本科学问题？ 

9. 如何从资源密集型、高碳制造业向去中心化、低碳制造业转型？ 

10. 如何实现后摩尔时代芯片制造中原子精度表面的加工？ 

罗先刚认为: 评选并发布十大科学问题，是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重要活动，可以有效

汇集全球智慧，引导全球科学家凝聚共识、协同攻关，深化全球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

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破解各国关心的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 

鲍勃·克莱恩谈到：IET 连续 3 年参与这项重要活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每年提名和选

择 10 个科学问题非常困难，但这样做很重要。这些重大科学问题，既是国际科技界的共同

关注，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方面。全球科学家应该共同努力，采取切

实有效的行动，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 

本次发布的十个问题，根据 Scopus 数据库、INSPEC 数据库相关科学研究热点关键词

的检索结果，由《Research》《科学通报》《Engineering》《IET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等国内外知名科技期刊的主编、编委、战略科学家反复讨论、不断凝练

提出候选问题，并通过网络在国内外开展了广泛的投票，经中国科协第十届常委会学术交流

与期刊出版专委会最终选出。参与评选的科学家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涵盖生物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

先进制造、材料与微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与信息科学、地球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领域。 



 

来源：中国科学杂志社 

2022 年度“十大基础研究关键词”在深圳发布 

近日，由“科学探索奖”获奖人提出并投票产生的 2022 年度“十大基础研究关键词”

在深圳举行的“青年科学家 50²论坛”上公布。 

“科学探索奖”是目前中国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计划之一，由杨振宁、饶

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 14 位知名科学家与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共同发起，于

2018 年设立，奖项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10 个领域，至目前，该奖项已奖励资助 200

位中国青年科学家。 

“50²”寓意着“科学探索奖”每年评选出的 50 位青年科学家，将对未来 50 年的科学

技术突破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关键词由“科学探索奖”的获奖人提名、投票并经科委会确认。

十个关键词，体现出以获奖人为代表的中国杰出青年科学家群体，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前瞻研

判，和对“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的不断探索。 



 

2022 年“十大基础研究关键词”分别是：高能宇宙线起源、室温超导、新材料创制、

新型 RNA 疗法、类脑智能和脑机接口、面向科学发现的人工智能、后摩尔时代的集成电路、

超高比能安全储能、仿生材料与器件和复杂系统与高阶网络。 

以下为十大关键词及解读： 

一、高能宇宙线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High-energy Cosmic Rays 

解读人：温良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2021 年“科学探索奖”数学物

理学领域获奖人）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带电粒子，一百多年前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赫斯在气球飞行

实验中发现。人类观测到的宇宙线的最高能量超过 30 万拍电子伏（拍=千万亿）, 是世界

上最大的人造粒子加速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能加速粒子能量的一千万倍。 

高能宇宙线起源于什么天体？它们是如何被加速到这么高能量的？这些问题是粒子天

体物理领域长期以来的重大科学问题，被称为“世纪之谜”。带电的宇宙线在传播到地球的

过程中会受到星际磁场的偏转而失去原初的方向，因此无法追溯其产生的源头，但宇宙线与

其源头附近的分子云等物质发生碰撞产生的伽马射线和中微子是中性粒子，由此延伸出了伽

马射线天文和中微子天文。 

这两个领域相当活跃，近年来在最高能量探测方面的最新进展是位于南极的中微子实验

IceCube 和中国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先后打开了高能中微子探测

窗口和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观测窗口，逐步接近破解高能宇宙线起源百年未解之谜。未来，



地面和空间的各类大科学装置将通过伽马射线、中微子、X 射线、带电粒子等多信使观测手

段来确定高能宇宙线起源天体，揭示高能宇宙线加速机制，精确测算近地宇宙线分布，实现

破解高能宇宙线起源世纪之谜的目标。 

二、室温超导 Room-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解读人：王亚愚（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2019 年“科学探索奖”数学物理学

领域获奖人） 

人类自从开始使用电力以来就一直被电阻导致的能量损耗和发热所困扰，而电阻为零的

超导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在超导体中电流可以无损耗地传输，这不仅可以极大地

减少能源的消耗，也将推进超导磁悬浮、量子计算机、大型对撞机和核聚变等前沿科技的发

展。 

自从 1911 年在零下 269°C 的极低温发现超导现象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具有更

高超导转变温度的新材料，特别是室温超导体，其发现将引起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

变化。最接近这一目标的是 1986 年发现的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然而其最高超导转变温度

依然在零下 140°C 左右。近几年，有研究组报道富氢化合物在接近地核压力的超高压下实

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然而如此高的压强使得其研究和应用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

发现常温常压下的超导体依然是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此外，高温超导的微观机理同样是一个重大科学问题。通常情况下氧化物不是好的导电

材料，例如大多数陶瓷材料是绝缘体，然而目前最好的超导体竟然是铜氧化合物。理解其中

高温超导态的成因不仅会推动基础物理学的重大突破，而且可能会为发现室温超导体提供有

价值的新思路。 

三、新材料创制 Creation of New Materials 

解读人：彭海琳（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2021 年“科学探索奖”化学新



材料领域获奖人） 

材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里程碑。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到硅时代，

新材料的创制和应用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推

动发展变革的源动力。巨磁阻材料、液晶高分子、锂离子电池材料、光纤、蓝光 LED 半导

体及电子化学品等新材料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世界。 

当前，化学和材料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将新材料创制推向了原子分子水平，在微观尺

度上设计新材料，发展新的制备技术，研究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实现新材料在原子尺度的

精准合成、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制造，开发其在能源、环境、信息和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新材料创制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新材料创制的科学内涵和研

究范式会有怎样的拓展和变化？如何理性设计和精准创制具有新颖结构与先进功能一体化

的新材料？如何建立和发展先进的合成理论、制备方法与制造技术？如何突破新材料在原子

尺度下精准合成以及大规模绿色智能制造的物理极限？ 

四、新型 RNA 疗法 RNA Therapeutics 

解读人：陈玲玲（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2020 年“科学探索

奖”生命科学领域获奖人）。 

RNA 大分子不仅是生命信息的传递者，也是各种生物分子功能的调节者。随着对 RNA

分子种类、构象与分布的认识和对其生成、加工和功能的解码，RNA 疗法作为一种新型的

疾病治疗手段正在从构想变为现实，比如在对抗各种遗传病与罕见病的过程中，RNA 干扰

技术在不改变遗传信息的前提下，高效、灵活地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可观的疗效；当新冠 RNA

病毒肆虐全球，mRNA 疫苗横空出世让人们认识到对 RNA 开展全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的重

要性；随着对 RNA 分子的持续认知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RNA 编辑也有望在相关疾病



的诊疗中崭露头角。然而，RNA 分子的柔性和不稳定性成为了桎梏 RNA 研究的难题,也为

将 RNA 技术应用于医疗提出了挑战。 

在今后，RNA 领域的研究将不仅解析其分子特性及功能发挥内在规律，也将发展面向

未来的 RNA 研究和应用新技术，为新型 RNA 疗法的全面应用提供源头创新：包括发展 RNA

研究的高精度技术揭示其参与生命活动的机制；迭代优化的 RNA 基因表达平台、适配体、

修饰 RNA 等多种应用技术；基于 RNA 折叠和结构的小分子先导药物筛选等。对 RNA 研究

的新理论新方法的突破和对 RNA 研究的新手段新技术的发展，能更好的将 RNA 诊疗应用

于临床提供助力。 

五、类脑智能和脑机接口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and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杨玉超（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教授，2019 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子领域获奖人） 

关键词解读：人脑是由千亿个神经元构成的“超级机器”，智能以何种规律在复杂性中

涌现是一个终极谜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关系到未来计算、医疗等一系列人类福祉。随着

神经科学的发展，借助类脑智能的发展与脑机接口技术的演进，人类得以窥见这一众妙之门。 

类脑智能广义上是受到大脑工作原理启发的算法、电路、芯片设计乃至计算范式，一般

包括事件驱动信号、时空复杂性信息编码和高并发存算一体架构；而脑机接口则是让大脑中

的电学信号、化学信号、光遗传学信号等与外界进行交互，并采用恰当算法对脑信号进行放

大、过滤、解码，以及施加闭环神经刺激，从而建立人脑与计算机的互联互通。类脑智能和

脑机接口信号的载体是脉冲，因此可以通过电子器件（例如忆阻器）构建类脑智能芯片，以

及直接与生物神经元连接原位处理脑信号。第一代类脑智能芯片已经在低功耗智能计算方面

体现了突出优势，辅助性脑机接口已经可以帮助人控制假肢、打字等。 

类脑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的关键在于高效类脑和脑机算法、底层神经形态器件及电



路设计、大规模高通量神经活动记录技术、脑机信号实时解码技术、高阶复杂度类脑智能系

统实现与应用技术等，二者协同有望带来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相互融合、补充的新型智能系

统。 

六、面向科学发现的人工智能 AI for Science 

解读人：山世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19 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

子领域获奖人） 

科学发现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来源，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被认为正在成为当今科学发

现的新范式。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工智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深度模型的大容量和高

度非线性拟合能力，使 AI 在很多专项任务上超越了人类的分析能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复杂科学问题构建在海量、高维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即使领域最资深的科学家也已

经难以把握所有数据中的全局规律。 

AlphaFold2 在 2021 年横空出世，点燃 AI for Science 热潮。它集成了源于自然语言

理解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成功 AI 技术，一举将蛋白质 3D 结构预测的精度从 60%提升到

了 90%以上，入选《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21 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然而，在通

用 AI 尚未问世的今天，基于 AI 进行科学发现并不是应用现成 AI 技术那么简单，一方面需

要针对具体科学问题探索和设计专门的 AI 算法，另一方面复杂科学问题的 AI 求解容易面临

所需智能问题定义不清、求解存在不确定性、存储和算力耗费巨大等挑战。 

但在解决搜索空间巨量、观测数据量巨大、涉及变量超多且错综关联、噪声严重遮掩规

律或事实等科学问题方面，AI 超越人类脑力的优势依然备受期待，特别是在微观尺度的物

理学、宏观尺度的宇宙科学、变量复杂关联的生命科学等领域。 

七、后摩尔时代的集成电路 The Integrated Circuits in the Post-Moore Era 

解读人：吴华强（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教授，2019 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



子领域获奖人） 

在过去 50 多年里，每 18~24 个月芯片里晶体管数量提升一倍的“摩尔定律”始终奏

效，成为推动集成电路发展的原动力，芯片集成密度不断提高、在性能提升的同时不断降低

成本。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发展，晶体管的尺寸微缩

逐渐逼近其物理极限，传统硅基集成电路面临着“存储墙”、“功耗墙”、“面积墙”、“成本墙”

等瓶颈问题。 

后摩尔时代的集成电路发展需要多层次协同创新突破：在材料方面，碳纳米管、二维材

料、氧化物半导体等新材料的引入，为极小尺寸下晶体管性能的提升带来希望；在器件方面，

环栅晶体管（GAA）、垂直互补场效应晶体管（CFET）、叉片晶体管（Forksheet FET）等

新器件结构的研发，为下一代晶体管的探索指引方向；在集成方面，晶圆级集成、芯粒技术

（chiplet）、单片三维集成（M3D）等新集成方式，为延续摩尔定律、提升芯片集成度和

功能多样性提供全新路径；同时，在架构方面，类脑计算、存算一体、光计算、量子计算等

新计算范式不断涌现，为突破传统芯片算力与能效瓶颈开辟新的赛道。 

八、超高比能安全储能 High-Specific Energy and Safe Energy Storage 

解读人：郭少军（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19 年“科学探索奖”前沿交

叉领域获奖人） 

全球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枯竭是人类社会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构建清洁低碳、

高效、安全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要途径。未

来的电化学储能器件应具备高比能量、宽温域、长寿命、高安全和低成本等特征。但目前以

高比能锂离子电池（例如三元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器件仍面临安全隐患问题，

难以满足电动汽车和电网储能领域的高安全性需求；在关键电极材料、电池电芯部件等多个

环节仍存在可靠性和耐久性不足等技术瓶颈，亟需科学和技术层面的创新与突破。 



研发具有高比能量和高安全性的三元锂离子电池、富锂锰基锂离子电池、钠（钾）离子

电池等新体系电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准）固态电池和氢燃料电池具有高比能量和高安

全性特征，是保障国家未来能源安全亟需突破的电池技术，其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

来自于高校、研究所与企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合作将是实现未来高比能、

高安全电池体系的最优创新模式。 

九、仿生材料与器件 Nature-Inspired Materials and Devices 

解读人：王钻开（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机械工程学系教授，2020 年“科学探索

奖”先进制造领域获奖人） 

通过模仿生物的特性而开发的仿生材料和器件，是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重大方向之一。

最近也取得了多层次的重大突破。如仿牙釉质结构材料拥有比拟本体的机械性能，仿固氮酶

功能材料实现大气中对氮气的还原反应。通过材料集成，也推动仿生器件在能源、生物医学、

航天以及机器人领域的跳跃式发展。仿生枪虾行为实现了核聚变，仿生手臂可实现跟大脑信

息交流，仿虾尾结构的航天服解决了太空行走的难题，仿生沫蝉的跳跃机器人突破了跳跃极

限。 

不过，目前仿生材料与器件的发展，仍然受限于制造、结构和功能单一等瓶颈问题。如

何把仿生学跟生物、物理、化学、材料和工程等多学科相糅合，构建由微观到宏观的跨尺度

制造、多元结构设计、多功能集成的全链式仿生策略，是未来有待探索以及有望突破的方向。 

十、复杂系统与高阶网络 Complex Systems and Higher-Order Networks 

解读人：吕琳媛（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教授，2021 年“科学探索奖”前沿

交叉领域获奖人） 

史蒂芬·霍金曾说过，“21 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20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复

杂系统研究，掀起了复杂科学研究的新浪潮。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复杂科学关注由大量



主体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例如人脑、生态、社会和经济等系统。 

探索各类复杂系统背后所蕴含的普适、简单的规律正是复杂科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将

复杂系统抽象成网络进行研究，即将复杂系统的组成元素以节点表示，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节点之间的连边表示，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网络科学。随着探索的不

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真实系统中，不仅存在着单个节点与单个节点之间的二元相互作用，也

存在着大量的由多个节点构成的高阶相互作用。传统的复杂网络理论和方法，难以有效描述

和研究这类具有高阶相互作用的系统及其动力学过程。 

因此，亟需发展研究高阶网络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高阶视角对复杂系统进行建模，研

究高阶网络的结构和动力学等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开启复杂系统研究的新前沿。 

来源：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2022 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态势分析  

 

1、国家战略风向 

1.1 全球主要国家密集发布政策举措，争夺人工智能领域优势 



2022 年全球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仍然激烈。据英国牛津洞察智库 2022 年

1 月发布的《政府 AI 就绪指数报告》称，全球已有约 40%的国家发布或将要发布国家人工

智能战略[1]。各国均试图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率先布局谋划，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 

其中，美国继续维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从安全、技术创新、本土发展、国际

合作等方面展开战略部署，同时强调“AI+国防”，美国国防部于 2 月发布的备忘录中就明

确将 AI 列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领域[2]。在组织机构方面，美国于 2022

年 5 月的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组建人工智能领导力、支持美国劳动力等

五个工作组，共同为美国 AI 领域发展提供决策建议[3]。 

欧洲方面，英国将“Al+国防”作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

国防部在 2022 年 6 月发布《国防人工智能战略》[4]中提出将通过科学和技术获取国防战

略优势，7 月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宣布成立人工智能研究国防中心[5]，专注于与实现人工

智能能力发展相关的基础问题，成果将惠及英国国防及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法国政府正在计

划出台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6]，预计在未来 5 年内投入 22 亿欧元用于加快人工智能

发展，旨在加快法国人工智能应用并提升竞争力。 

亚洲方面，多国正加大力度资助人工智能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022 年 3 月，韩国表示

计划未来三年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超过 20 万亿韩元，并提供研发支持和税收激励，以推

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7]。2022 年 3 月，日本表示将制定与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相关的国

家战略，从根本上强化研发投资[8]。 

1.2 美国强化 AI 产业的多边合作，巩固以美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供应链优势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未来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美两国已显著占据全球人工

智能主要领域主导地位。为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保证本国 AI 供应链安全可控，美国加

强与盟友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巩固以美为中心的 AI 供应链优势。 



2022 年 6 月，美国启动了前沿基金（AFF），专门投资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重点领域，

通过开发先进技术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9]。美欧合作方面，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联合制定评估可信赖人工智能及风险管理的路线

图，并继续采取增加关键领域供应链弹性和安全性的新举措[10]。美韩、美日合作方面，2022

年 5 月，美韩、美日分别举行首脑会谈，表示将通过建立部长级产业对话、加强与关键技

术有关的外国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方式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11]。 

1.3 美欧主导人工智能监管，强调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自学习及适应能力，传统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其

发展需求。尤其在智能产品应用后果和风险预判、问题责任归属、潜在安全风险管控等方面

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数据也已经成为国家、企业与个人的重要资产。如何合理对人工

智能进行监管，以确保安全和隐私，成为社会各界和各国政策的关注热点。为此，各国制定

发布了一系列标准指南强调保护隐私负责任，旨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应用场景、加速产业落

地。 

美国与欧盟在 AI 监管领域走在全球前列。 

美国强调监管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已于 2020 年发布《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指南》，为

AI 发展应用采取监管措施提供指导，强调监管的前提是鼓励 AI 的创新和发展；目前正在各

行业积极探索实践，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向公众征集有关使用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技术的反馈

和意见[12]。 

欧盟趋向于强硬的监管风格，既强调发展，又要加强管理，2022 年 2 月发布《数据法

案》草案，对人工智能领域数据共享、数据传输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具体规定[13]。 

其他国家也加快制定 AI 监管的顶层指南，如巴西众议院通过“制定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的法案，制定公共政策指南以及私营部门组织在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时应遵循的原则



[14]。加拿大政府公布了《2022 年数字宪章实施法案》，该宪章中的《人工智能与数据法案》

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创建了新规则[15]。 

2、产业态势研判 

2.1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高位增长，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据 IDC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在 2022-2026 年预计实现 18.6%的年复合增

长率，2023 年将突破 5000 亿美元，到 2026 年达到 9000 亿美元。该预计还称，包括软

件、硬件和服务在内的人工智能市场全球营收额预计在 2022 年同比增长 19.6%，达到 4328

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软件占据 88%的市场份额，软件主导地位持续巩固。随着人工智能

应用拓展和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硬件和服务市场增长速度加快，人工智能服务预计在未来五

年内实现最快的增长，年复合增长率可达到 22%[16]。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也大大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深入应用，对大数据

分析和智能决策需求的增长、云服务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推动 AI 以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

加精准地优化各行业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其中传媒、医疗、金融、零售等领域已经拥有较

为成熟的 AI 解决方案，正在向更加成熟更加全面蜕变。伴随着自动驾驶及智慧制造的快速

发展，AI 在汽车及工业制造领域的应用也不断加深。同时硬件与服务的提升极大加快了如

元宇宙、虚拟人、机器人等全新应用场景的落地和发展。 

2.2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不断扩大，跨国跨行业合作持续深化 

历经多年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在基础研究、生产制造、应用服务等多个领域已经出现了

一批主要中心与重要节点，并呈现出多中心发展百花齐放、多节点联合优势互补的趋势。 

2022 年，来自全球的各龙头企业通过成立联盟、战略合作等方式高度互联、深度协作，

充分发挥各自在 AI 领域的比较优势，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其中“超级 AI 联盟”备受业界瞩目，该联盟于 2022 年 2 月成立，成员包括 LG 人工智能



研究院、谷歌等 13 家公司，涵盖了 IT、金融、教育、医疗、制造和电信等多个领域。该联

盟正在以 LG 的超级 AI 系统 EXAONE 为基础，合作开发多场景服务，旨在打造全球大型

AI 产业生态圈[17]。 

此外，俄罗斯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MTS 与韩国 KT 公司也于 2022 年 2 月签署协议，将

KT 的 GiGa Genie 语音识别服务与 MTS AI 的视频分析解决方案相结合，开发利用 AI 技术

的联合解决方案[18]。此外，微软和 Meta 也于 2022 年 5 月宣布将其 AI 合作伙伴关系进

一步扩展，表示将合作扩大 PyTorch 在 Azure 上的应用，同时 Meta 将 Azure 作为“战略

云提供商”以加快其自身的人工智能研发，并使用 Azure 中最新的虚拟机系列用于一些大

规模的人工智能研究工作[19]。 

2.3 人工智能行业总体保持较高融资热度，交通和医疗领域最受关注 

从投融资数量及金额来看，2022 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融资数量为 1579 笔，同比下

降 30%，融资总金额达 27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20]。在全球经济连受冲击不确定性加

剧的大背景下，全球融资环境收紧，人工智能行业投融资事件数量比去年略有下降，但整体

保持相对较高的融资热度。 

其中，医疗和交通仍是最受关注的垂直领域，医疗领域的药物研发、辅助诊疗、健康管

理和基因技术是主要的资本投入方向，交通领域的无人驾驶热度不减，多家企业近期获得数

亿美元投资，领域内典型融资案例如下： 



 

3、企业重大动向 

3.1 人工智能企业陆续上市，科技市场低迷环境下面临市值回落问题 

由于人工智能行业具有技术快速演变、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特点，使得人工智能企业在

前期基础研究与后期商业化落地期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 AI 企业陆续加快

上市，上市目的不外乎以下三方面：一是增强现金流；二是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升

级；三是支持继续商业化的探索及落地。 

然而在内外部挑战下 AI 上市企业面临市值回落问题，2022 年前三季度全球科技股整

体表现低迷，在人工智能领域，截止 2022 年 7 月底，C3.ai 公司较市值最高点下跌九成，

Uipath 下跌八成，寒武纪、商汤科技均跌超七成，今年上市的云从科技、格灵深瞳也下跌

30%左右。 

2022 年部分 AI 上市公司如下表[27]： 



 

3.2 头部企业加快投资收购步伐，加速智能化转型 

2022 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的主要收购案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跨国收购案主要

集中在如美欧、美日等“盟友国家”之间，在各国对 AI 领域收购投资的监管审查越来越严

格大背景下，这种跨国盟友合作趋势愈发凸显。二是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发力并购且投资于

AI 行业软件领域的佼佼者，一方面扩充其数据和软件服务能力，为其自身业务的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提供支撑，同时布局 AI 领域新业务，扩大其业务版图及在 AI 市场的影响力。截止

目前的主要收购案如下表： 



 

3.3 企业依托人机交互技术基础，加速助推元宇宙落地发展 

2022 年，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挖掘以 AR、VR、MR 等为代表的人机交互技术的应用潜

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加速元宇宙概念与自身业务结合，提供个性化、商业化元宇宙服

务。 

美国微软公司积极布局在工业领域元宇宙的落地与拓展。2022 年 5 月与川崎重工展开

合作，通过 AR 创建可复刻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工作空间，车间工人通过佩戴 HoloLens 头显

设备来辅助完成生产、维修和供应链管理等工作[37]，2022 年 10 月，微软新成立工业元

宇宙核心新团队，旨在帮助客户创建身临其境的软件界面以操控工业控制系统[38]。 

美国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解锁元宇宙许多进展的关键是 AI 技术”，目

前 Meta 公司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一个名为 Builder Bot 的通用语音翻译器系统，

旨在提供所有语言的即时语音翻译，利用语音命令就可以生成或将内容导入虚拟世界，以建

立将接替移动互联网的元宇宙[39]。 



【参考文献】略 

来源：学术 plus 

脑机接口领域的研发态势分析 

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BCI）是指在没有外周神经系统和肌肉组织参

与的条件下，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采集转化大脑活动信号为输出控制信号，进而在人或动

物与外界设备之间创建的直接连接，目的是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脑机接口是脑科学和

类脑智能研究的重要内容，受到各国政府、企业的高度重视。2021 年 9 月，中国科学技术

部发布《科技部关于发布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2021 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指出新型无创/微创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柔性脑机接口技术等是重要研究方向。随

着神经科学、生物兼容材料、传感器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进步，脑机接口技术取得了很多突破

性进展。2021 年 4 月，马斯克的 Neuralink 公司通过植入脑机接口技术，让一只猴子可以

仅依靠大脑意念控制就能玩游戏。结合人工智能、神经生物学以及外部技术的快速发展，脑

机接口更将取得长足进步。本文基于论文和专利分析，对脑机接口领域的发展态势进行了阐

释。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科睿唯安公司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数据库对脑机接口领域的论文进行检索和分析。该数据源目前收录自然科学领域 8200 余种

全球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数据最早可以回溯到 1900 年，内容涵盖计算机科学、物理学、

材料科学等 150 多个学科。本研究以该库论文数据为基础，分析脑机接口领域的基础研究

情况。同时，本文采用科睿唯安公司德温特创新平台（Derwent Innovation，DI）对脑机

接口领域的专利进行检索和分析。该数据源收录全球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专利信息，包括



6000 多万个专利和近 3000 万个同族专利等，可以帮助了解世界最前沿的技术态势和最具

竞争力的对手，预测诸多商业发展态势等。本研究以该库专利数据为基础，分析脑机接口领

域的技术研发情况。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2 日，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 日。 

二、研究结果 

2.1 脑机接口研究的发展趋势 

2.1.1 脑机接口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 

学术论文是重要的科技情报源，期刊文献记载的一般都是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

SCIE 收录的期刊中共发表脑机接口相关论文 8444 篇。如图 1 所示，2010—2021 年，全

球脑机接口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最初发表的 272 篇直至 2020 年首

次超过 1000 篇。而论文数量的年增长率，则出现起伏波动趋势。2011 年的年增长率达到

最高值 38%，这可能与之前的基数较低有关；2013 和 2015 年均达到 20%的高增长率，

这可能与脑机接口研究及其成果在当年的快速增长有关。而且，全球首个专门的学术期刊《脑

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s）在 2013 年创刊；2015 年，国际脑机接口协会

成立，旨在促进研发使人们能够通过大脑信号与世界交互的技术。 

 



2.1.2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的申请情况 

专利是技术研发的成果和载体，能够体现技术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在脑机接口领域，全

球所有类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共检索到脑机接口相关专利 7452 件。由

图 2 可见，从 2014 年开始，专利数量增加速度加快，而在 2017 年之后增加速度更加迅猛。

由于各国/地区的知识产权监管部门通常在收到专利申请的 18 个月后才将相关信息公开，

故 2020 年的部分专利申请尚未统计入内，导致可检索到的专利申请数量较上一年稍有下

降。 

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专利中，发明专利最具有创新价值

和技术含量。脑机接口领域的发明专利占到所有专利的 89.16%，表明该领域的专利成果整

体上创造性、新颖性较高。而一个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率可以表征该领域专利技术创新的质

量高低，脑机接口领域发明专利的平均授权率为 45.53%，略高于中国国内所有技术类别的

授权率（41.61%）。从图 2 中可见，自 2016 年开始，专利授权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的差距

加大，且逐年明显，这应该与专利平均 2~5 年的授权周期有关，而与专利质量无关。 

 

2.2 脑机接口研发实力分布 

2.2.1 脑机接口相关论文的国家分布情况 

从图 3 可见，美国发表的脑机接口相关论文数量居全球首位，十余年间共发表 2077 篇



相关论文；中国居于其后。美国和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差距，表明这两

个国家在脑机接口领域的理论研究居世界前列。除中国以外，其他 9 个国家，包括亚洲的

日本和韩国，均为发达国家。 

同时，美国在较大的论文发表数量基础上，还保持着较高的篇均被引次数，表明美国在

脑机接口领域不仅学术产出较多，而且学术影响力较大。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虽然仅次于美

国，但其篇均被引用次数为前 10 位国家中最低，表明中国目前在脑机接口领域的基础研究

中，论文产出数量已不应是关注的重点，提升论文的质量和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将成为下一阶

段的主要任务。德国在脑机接口领域既有较多的论文发表，其篇均被引用次数也居全球首位，

表明德国的脑机接口研究有着较大优势。 

 

2.2.2 脑机接口相关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论文数量占全球论文总量的比例，与其高被引论文数量占全球高

被引论文总量的比例应该是基本持平的。从表 1 可见，美国发表的脑机接口相关论文数量

在全球占比为 28.09%，但其高被引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达到 42.97%，两者相差 14.88%，

美国发表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可见一斑。德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两者差值达到 13.78%。而中

国与此正好相反，以全球占比 19.43%的论文发表数量，仅占到全球高被引论文的 13.24%。



西班牙和加拿大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以上国家两比例的差值均呈现负值，表明该三个国家所

发表的学术成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平均学术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为甚。 

 

2.2.3 脑机接口相关论文的机构发表情况 

如图 4 所示，中国仅有 2 所机构进入全球脑机接口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前 15 位机构，

中国科学院排在第 1 位；美国有 4 所机构排名前 15 位，英国有 3 所，德国有 2 所，而奥地

利、法国、韩国和加拿大各有 1 所机构入围。以上机构均为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的脑机

接口论文总量虽然居全球第 2 位，但仅有 2 所机构突出，比较而言，英国和德国的顶尖机

构优势更为明显。不过，日本的论文总量居全球第 5 位，却没有一个机构入围，表明日本

在脑机接口领域的研究更为分散。从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来看，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发表数量虽

然居全球第 1 位，但其篇均被引用次数居前 15 位机构中最低，仅 16 次/篇。清华大学虽然

论文发表数量仅居全球第 15 位，但其篇均被引次数居全球第 3 位。篇均被引次数最高的为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达到 60 次/篇，其次为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这表明中国机构在加强产

出脑机接口领域研究成果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及其学术影响力。 

2.2.4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的技术来源地情况 

根据专利技术的来源地可以获得该技术研发创新的优势国家/地区。从图 5 可见，中国



申请人申请了全球最多数量的脑机接口相关专利，达到 3444 件，其中发明专利 3051 件，

发明专利率为 88.59%，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9.16%）。而美国共申请了 1299 件专利，

发明专利率为 91.30%。从专利技术来源地看，亚洲地区在脑机接口领域的研发实力较强，

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 5 个国家/地区所申请的专利数量进入了全球前 10 位。

其余的 5 个国家均为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以色列、加拿大、德国、荷兰。 

 



 

2.2.5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的国际专利申请情况 

一个国家的申请人在本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申请的国际专利，一般来说，是具有较高技

术含量和较广阔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而且，由于申请国际专利的费用较高，加上翻译等工

作流程比较耗时，故国际专利的质量相对较高，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专利比例成为专利质量

的指标之一。从图 6 可见，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虽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中国的国际专

利比例仅为 3.83%，远低于以色列的 100%，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 12.07%。

另外，韩国的国际专利比例也不高。 

 

2.2.6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的机构申请情况 



从表 2 可见，脑机接口专利的前 20 位申请机构中，美国占到 11 个，而且第 1 和第 2

位全是美国的企业，美国共有 7 家企业进入全球机构 20 强。中国有 5 个机构进入，分别为

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全部为大学。

此外，荷兰、日本、以色列、加拿大各有 1 家机构的脑机接口专利申请数量进入全球前 20

位，除日本外，其他 3 个国家的机构均为企业。企业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直接执行

者，技术研发应以企业为主体。中国的脑机接口研发占优势的机构全为大学，表明离技术的

实际开发应用还有一定距离。 

 

2.3 脑机接口研究热点演变 

为了了解脑机接口领域在最近十余年间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情况，将 2010—2021 年

按每 2 年一段划分为 6 个时间段，分别选取该时间段内的高被引论文进行引文耦合分析得



到主题类似的聚簇，再对聚簇主题进行解读，获得每个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见图 7）。脑机

接口领域的研究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明显的变化。诱发脑电在 2010 年左右的研究热点

以 P300 为主；在 2012 年左右以稳态视觉诱发电位（SSVEP）为主；其后还有运动相关皮

层电位（MRCP）相关研究；近两年以颜色、触觉刺激作用研究为热点。植入式脑机接口一

直是脑机接口领域的热点，从 2014 年开始碳纤维电极获得较多关注；石墨烯纤维电极自

2018 年开始成为热点内容；生物相容性的柔性有机材料是目前的研发热点。信号获取方面，

脑电图（EEG）和近红外光谱（NIRS）开始被分别研究，之后两者被结合使用；越来越多

的可穿戴脑机接口被关注。信号处理提取分类的模式和算法占研究热点的比重越来越高，在

2010 年仅少量的公共空间模式（CSP）和卷积神经网络（CNN）研究是热点，但近两年，

更多种类的算法（如深度学习网络和黎曼几何分类器）被关注，而且很多研究将多种算法结

合使用以提高分类准确度。最后，在应用方面，脑机接口对运动障碍（如中风、帕金森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意识障碍等疾病）的诊断治疗，轮椅/假肢/机器人等的控制一直是研究

的热点；近年，学习机理、情绪识别、脑功能研究如大脑重构等也受到高度关注。具体情况

见表 3 所示。 

 



 



三、结论 

脑机接口相关论文和专利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着明显的变化，植入式脑机接口热点多为新型生物柔性电极材料；可穿戴脑机接口系统越

来越成为关注热点；脑电图、近红外光谱、眼电图等大脑活动信号趋于结合采集使用；多种

算法特别是深度学习方法不断提出，而且也趋于结合使用以提高识别准确性。美国、中国和

德国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较多。其中德国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较高，高被引论文占比超过

10%；美国的高被引论文比例比预期值高出较多；中国论文发表数量虽然仅次于美国，但

其篇均被引用次数为前 10 位国家中的最低。全球脑机接口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为

中国科学院，但其篇均被引用次数居全球前 15 位机构中最低；清华大学的学术影响力较之

而言表现更好。中国和美国申请的脑机接口相关专利较多，但中国的国际专利比例过低，且

企业参与技术研发程度不够充分。这表明中国目前在脑机接口领域，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

术研发方面，论文和专利等成果的产出数量已经不应该再成为关注的重点，而应注重提升学

术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质量，针对脑机接口目前在实际应用中的瓶颈（如有效信号的获取和分

类准确性的提高等问题）开展创新性高质量研发。 

来源：科情智库 

2023 年物联网领域四大趋势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互联网不同，物联网主要的应用对象是一

些物理设备，如车辆、家电、建筑物等。在这些物理设备中嵌入电子软件、传感器以及一些

网络连接设备等，就可以实现设备之间数据的交换，从而建立起一套互联的网络。 

2023 年预计全球将有超过 430 亿台设备连接到物联网上，它们将生成、共享、收集并

帮助人们以各种方式利用数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列出了 2023



年物联网领域的四大趋势。 

数字孪生与元宇宙融合 

2023 年，数字孪生和元宇宙这两大非常重要的技术将融合在一起，以更好地促进行业

的发展。 

对于商业企业而言，元宇宙最有价值的应用之一是弥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差

距。通过使用物联网传感器提供的数据，人们有可能为诸多不同系统构建越来越逼真的数字

孪生体，从制造设施到购物中心，应有尽有。随后商业用户能够通过体验式元宇宙技术（如

虚拟现实耳机），“走进”这些数字孪生体，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工作方式。 

这种技术融合已应用于零售业，商店规划师可实时监控人流，并对商品的陈列情况和促

销形式进行调整，以监控这些措施对客户行为以及商店营收情况的影响。在工业环境中，这

两种技术的融合使工厂设计师可对不同的机械配置进行试验，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预测何

处可能会出现故障。 

网络安全引更多关注 

物联网也可能使人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因为环境中连接的设备越多，对

攻击者开放的“门窗”就越多。2023 年以后物联网设备的数量将呈爆发式增长，企业、设

备制造商和安全专家应加大力度，应对“恶意攻击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窃取宝贵数据

的机会。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将于 2023 年为消费级物联网设备启动“网络安全标签”

计划，帮助物联网设备买家了解他们将特定设备引入家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届时消费者可通

过智能手机扫码了解详情，包括软件更新策略、数据加密和漏洞修复等。 

英国也将推出自己的产品安全和电信基础设施法案，以保护物联网设备。英国主管数字

化事务的官员表示：“法案将为从手机、恒温器到洗碗机、婴儿监视器和门铃等日常技术设



置防火墙，并对违反新安全标准的组织处以巨额罚款。” 

英国一家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 2023 年，物联网安全支出将达 60 亿美元。 

医疗保健物联网方兴未艾 

2023 年物联网健康设备的市场价值将达到 2670 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

者”是可穿戴设备和家庭传感器，它们使医疗人员能在医院之外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从而

实现全天候护理，也为需要立即和直接护理的患者腾出宝贵的医疗资源。 

2023 年，“虚拟医院病房”将被更多人所熟知，医生和护士将通过传感器和远程医疗

监测患者的情况并开展治疗。 

配备心电图和血氧饱和度传感器的智能手表现在很常见，未来一年更多产品将接踵而

至，如可穿戴皮肤贴片等。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神经连接”设备也有可能面世，

该公司正在制造能够读取神经信号的植入物，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控制身体。 

治理和监管更受重视 

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 

2023 年，欧盟预计将出台立法，要求智能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遵守更严格的规则，包

括如何收集数据、在哪里存储数据，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违规行为等，而这只是在

世界各地实施的一系列新立法中的一部分。 

伴随着与人工智能、5G 技术更紧密的结合及产业政策的持续支持，物联网正向着更广

阔的应用场景迅速扩展。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全球物联网进入规模化和产业化快速成长期。 

来源：科技日报 



观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下一代人工智能 

11 月 18 日，第五届世界声博会暨 2022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在合肥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发表了《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主题演讲，分享对未来的思

考与展望。 

 

▲ 2022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 

鄂维南院士表示，关于下一代人工智能可能是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

题。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这一代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因此，发展下一代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许多人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巨大成功背后  这一代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 

从图像识别、AlphaGo 下围棋，到蛋白质结构解析，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这一代“人

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发展“下一代”方法呢？鄂维南院士用一

个简单且深刻的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出发。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包括社会逻

辑、科学逻辑和商业逻辑。 

在社会层面，我们要努力确保新的技术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在科学层面，人工智能在

工程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在科学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尤其是深度学习，像是一堆黑

魔术。人工智能不应该仅仅是一些技术的组成，而是一个系统的 Science，就像物理化学这

类传统学科一样。 

商业逻辑方面有三个关键问题——能不能用，是不是可靠，以及成本如何。对于能不

能用，还存在许多挑战。以皮肤状况鉴别诊断为例，虽然深度学习提供了高诊断精度，但不

具备可解释性，这严重制约了实际应用。对于可靠性问题，鄂维南院士举猴子照片的例子说

到，虽然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准确识别猴子，但是如果猴子前面存在遮挡，深度学习算法有可

能将其识别为人类。在成本维度，深度学习有效但并不高效，需要大量训练数据、人力成本

和算力消耗。 

 

▲ 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发表演讲 

数据、算法、系统……，下一代 AI 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当谈及下一代人工智能时，“数据、算法、平台、模型、系统以及应用”是重要的六大

维度。在大会现场，鄂维南院士着重分享了对“数据、算法和系统”三个方向的思考。 

首先，谈到系统层面，如果平台上有几百个，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模型，就需要一个

模型管理系统。这里涉及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包括社会学，以及社会制度的问题。对于数

据，可以说， 目前深度学习模型都是建立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现在人工智能这么高的门

槛，很重要原因就是需要处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视频、文本等。这些的处理成本比

较高。对此，鄂维南院士分享了邰骋、汤林鹏等开发的 AI 数据库的想法，即在原始数据湖

或数据系统，加一层 AI 数据库，其效果就像把非结构化数据库结构化一样，可以用通常搜

索语言实现搜索， 并且实现了高精度、高效率地实现精确或近似查询。这为模型开发提供

了新的、更加高效的模式。 

关于算法，鄂维南院士则分享到，目前人工智能算法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学习

（数据、经验）的算法，例如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也就是这一代人工智能。另一类就是

基于规则的算法，比如逻辑方法、符号方法、专家系统，即上一代人工智能。其中，专家系

统的可解释性相对好，但是对复杂系统的准确度不够。与此同时，深度或强化深度学习则对

复杂系统的准确率比较高，但可解释性比较差。 



 

▲ 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发表演讲 

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解释性强，并且对复杂系统准确率高的新方法？鄂维南院士分享了自

己的建议——墨奇算法。墨奇算法有四个关键点：首先是非结构化数据的多尺度表示；其

次是知识驱动的自监督学习；再者是基于算法的规则提取；最后是迭代改进。同时，以指纹

识别为例，分享了墨奇算法如何发挥作用，并建立起第一个十亿级指纹识别系统。这样的系

统仅仅依靠深度学习是做不到的。 

“深度学习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鄂维南院士最后分享道，在 2012 年，写深

度学习的程序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基本上本科生都能很容易做到。巨大转变的背后是一个

非常完善的生态，包括算法、算力、好的数据集、以及模型训练平台等。因此，下一代人工

智能不是个单纯的算法，而是要建立起来一个良好的生态。 

面向未来，鄂维南院士也在大会现场呼吁，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携手，建立这样的良

好生态，共同实现下一代人工智能。 

来源：科大讯飞 



其他 

国立科研机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人才的聚集地，在培养使用

战略人才方面肩负重任。提出了国立科研机构战略人才具有层次性、集中性、差异性、组织

性的特征，分析了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产业和市场发展需求三大类

国立科研机构在战略人才培养使用方面的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国立科研机构培养使用战略

人才现状，提出了中国应发挥国立科研机构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的主力军作用，探索建

立与使命定位相适应的战略人才分类培养使用模式，建立更加开放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机制

等建议。 

战略人才是支撑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国立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人才的聚集地，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肩负重任。本文聚焦

于国立科研机构，总结国际主要国立科研机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的经验和做法，以期为中国

发挥国立科研机构优势、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提供有益借鉴，助力中国新时期人才强国战略目

标的实现。 

国立科研机构战略人才的内涵和特征 

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建立并资助的，体现国家意志，有组织、规模化地开展科研活动的

各类科研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活动的干预，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在核技术、空间技术、能源科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建立了一大批国立科研机

构。当前，国立科研机构已成为各国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是体现国家战略、代

表国家水平、服务国家目标的战略科技力量。 



战略人才一般是指具有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在国家战略科技

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才。国立科研机构汇聚了大批战略人才，是国家培养使用战略人才

的重要基地。一方面，国立科研机构是服务国家目标、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主力军，为战略

人才提供了历练本领、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平台；另一方面，战略人才是国立科研机构的中流

砥柱，为国立科研机构履行其使命定位提供了坚实保障。因此，国立科研机构的发展与国家

培养使用战略人才休戚相关。相比于其他机构，国立科研机构的战略人才既符合战略人才的

共性特征，也具有一些个性特点。 

1）层次性。国立科研机构中的战略人才主要包括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重大任

务的核心骨干。其中，战略科学家是国立科研机构的“统帅”和“军师”，在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担纲领衔；科技领军人才是“顶梁柱”，一般为国立科研机构主攻方向上的首席科学家

或学科带头人；重大任务的核心骨干是国立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是承担重大科技任务

的主力军，主要包括中青年科研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等，是最具创新潜力和开拓能力的群体。 

2）集中性。国立科研机构发挥着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建设重大创

新平台等重要功能，是战略人才和资金、平台高度集中的创新高地。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

室是美国国立科研机构的典型代表。截至 2020 年，美国能源部 17 个国家实验室共有 118

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建设运行一大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科学基础设施，2019 财

年共吸引全球约 2.5 万名科学家使用这些设施从事研究工作。 

3）差异性。根据国立科研机构使命定位的不同，战略人才专攻的战略领域和组织形态

各有特色，主要可分为 3 类：一是主要从事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战略人才，这类人才一般任

职于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以战略性基础研究为主的国立科研机构，如德国马普学会；二是以

承担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重大任务为主的战略人才，这类人才一般任职于以国家需求为牵引

的国立科研机构，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三是主要开展行业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的



战略人才，这类人才一般任职于面向产业和市场需求的国立科研机构，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

会。 

4）组织性。与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中的战略人才有所不同的是，国立科研机构中的战

略人才一般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目标，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联合攻关，具有

典型的建制化、组织化特点。如德国马普学会的战略人才主要承担战略性、前沿性的基础研

究工作，一般需要长期系统积累，以做出国际前沿的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工作为目标。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类机构的战略人才培养和使用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国立科研机构，以占据世界科学前沿、引领科学发展方向为目标，

一般以开展前沿问题驱动的战略性基础研究为主。这类机构作为战略性基础研究的高地，高

度重视吸引和聚集相关领域全球顶尖的战略人才。 

1）在全球范围内以高标准、严要求遴选世界顶尖的战略人才，打造国际化的研究高地。

这类国立科研机构放眼全球遴选人才，并注重与高水平机构的联合合作。以德国马普学会为

例，该学会主要开展大学难以承担的高水平基础研究。马普学会最核心的战略人才是研究所

所长，他们皆是特定学科领域的带头人，由马普学会采取全球公开招聘的方式，重点考察应

聘者是否具有国际领先的研究水平，应聘者提出的研究计划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等。目

前，马普学会共有 86 个研究所，约 300 名研究所所长（每个研究所有 3~4 名）。这些所长

都是学科方向的领头人，也是相关领域国际大奖的重要角逐者。 

2）为战略人才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和技术支撑，创造安心致研的氛围。战略性基础研

究具有周期长、难度高、不确定性大、短期难以取得明显突破等特点，需要长期稳定的研究

环境。因此，这类国立科研机构通过优越的科研资源和条件保障战略人才开展系统性、持续

性、长期性研究。例如，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为马普学会提供稳定的机构拨款，并保

持每年 3%的增长率。2019 年机构拨款占马普学会预算总量的 74.68%。德国马普学会在正



式聘任研究所的所长时，就基本确定未来 5 年的经费总量，确保每位所长进入研究所后能

获得稳定的、可自由支配的研究经费。 

3）赋予战略人才决策权和自主权，充分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攀登世界

科学前沿为目标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要充分发挥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其创新潜力，这就需要去除行政化、官僚化管理对科研工作的

干扰，赋予战略人才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 

德国马普学会自其前身威廉皇家学会时期起就一直遵循“哈纳客原则”，即“让最优秀

的人来领导研究所”，因而赋予下属研究所的所长独立自主地负责其研究所研究计划、自主

分配研究所预算和调配人员等方面的权力。同时，这些所长一般都是马普学会的最高决策机

构——全体会员大会的会员，部分所长经全体会员大会选举后进入马普学会的核心决策机

构——评议会，有权参与马普学会重大事项的决策。 

4）建立以科学质量为核心的人才考核评估制度，确保研究水平持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国立科研机构，尤其注重结合基础研究周期长、原创性强等特征，建立

具有较长评估周期、重点考察科研质量和发展状态的战略人才考核评价制度，激励战略人才

始终代表国家站在相关领域的最前沿。 

例如，德国马普学会研究所所长入职时首先要带领研究所进行为期 5 年的试运行，在

试运行结束后接受评估委员会的评议，重点评估研究设想的可行性和领导才能。此后，所长

及研究所每 2 年接受一次马普学会组织的研究所评估，每 5 年接受一次马普学会组织的领

域评估。马普研究所的青年战略人才，不需要接受正式的年度评价，主要是在申请筹建新的

研究小组、申请研究课题或者申请成为新的学科带头人时，接受研究所组织的严格的同行评

议。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类机构的战略人才培养和使用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的国立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通常集中在战略高技

术、社会公益研究和国家安全领域，以有组织、建制化的科研形态为主，一般重视发挥其组

织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围绕国家目标，整合内外部各类战略人才，完成国家重大任务。 

1）建立灵活的人才聘用制度，利用好内部和外部的人才资源。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

国家战略，这类国立科研机构需要建立以国家战略任务为牵引的人才聚集机制，尤其是重视

建立与大学、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互聘渠道。例如，美国能源部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

由加州大学和其他 3 个非营利机构共同组成的阿拉莫斯国家安全有限公司运营和管理。该

实验室的雇员分为 3 类：一是公司直接聘用的合同雇员，人数约为 12500 人；二是通过外

部的人才公司来聘用和管理的合同雇员，人数约为 3300 人；三是能源部的联邦雇员，约

120 名，主要负责购置实验室设备、监督经费的使用以及实验室的安全保密工作。 

2）形成有组织、建制化的科研方式，实现战略人才向国家战略任务聚集。开展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的重大任务攻关，往往需要通过顶层规划和资源统筹，使这类国立科研机构发挥

网络核心的作用，以国家重大任务为牵引聚集各类战略人才，发挥不同领域不同背景战略人

才的合力。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近 20 年来通过建立矩阵式的科研组织重塑了战略人才队伍。该机构

过去是按照学科划分承担科研任务的科研单元。2003 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该机构组

织实施国家研究旗舰项目，这些旗舰项目都是大规模、长期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计划，目的

是使该机构的研究活动与国家目标一致，解决澳大利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为此，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调整了科研组织方式，通过旗舰项目将分散在不同学科研究单元的人员凝

聚起来，共同组成任务研究组来完成各个旗舰项目。 

3）建立灵活的薪酬和聘用制度，激发战略人才的创新活力。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往往任

务艰巨，要求科研人员长期、持续攻关。受公务员制度的影响，国立科研机构在薪酬和聘用



制度方面缺少灵活性。面对激励的人才竞争，这类机构积极探索突破传统上类似于公务员的

薪酬体系，采取更加灵活的薪酬和聘用制度，以事业吸引人、高薪留住人。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总体上以联邦雇员为主，采用联邦雇员的薪酬制度。为了更好地激

励战略人才，该机构在联邦雇员薪酬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了若干辅助性的薪酬体系，如针对少

数非常杰出的、在生物医学或者相关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的 SBRS 系统，最高级别可

达到部长的工资水平；针对优秀科研、技术和临床专家的“Title 42 薪酬模型”；针对仅为

军队提供服务的各领域的医疗专家薪酬的 CC 系统等。 

4）建立国家重大需求导向的人才考核评价制度，确保机构战略目标的实现。面向国家

战略需求的国立科研机构，对战略人才的评价主要围绕机构的战略目标展开，重点评价战略

人才在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实际贡献，通过评价起到激励战略人才更好地瞄准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作用。 

以美国能源部费米实验室为例，一般在每年 7 月份，由直接主管和科研人员讨论并制

定下一年度的绩效计划，主要是确定绩效目标和能力目标。其中，绩效目标依据部门总体绩

效目标、职责要求、预期产出、历史绩效等因素，设立关键绩效要素和绩效测量标准。绩效

评估通常在下一年度的 7 月上旬进行，主要基于中期监控情况和科研人员提供的年终绩效

报告，对科研人员一年来完成绩效计划情况进行评价，以判断该人员在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面向产业和市场发展需求类机构的战略人才培养和使用 

面向产业和市场发展需求的国立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通常集中在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

术研究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这类机构是连接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桥梁，在战略人才培养

使用方面也要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兼容包并，发挥好平台作用。 

1）畅通学术界和产业界双向开放的人才通道，形成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面向产业和



市场需求的国立科研机构，既要了解产业和市场的技术需求，又要把握前沿性理论和技术方

向。因此，这类机构的战略人才往往需要在学术界和产业界自由流动，开放的人才市场不可

或缺。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通常设立在有着相同研究领域的州立大学附近，与大学、产

业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人才市场。一般而言，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的所长由协会与州立大

学共同提名，且所长将同时获得州立大学的教授职位。目前，该协会中青年科研人员一般为

合同制，占比达到 60%左右。这些人员在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积累了经验后，往往转往

企业工作。同时，一些企业中的科研人员如果希望从事技术的前瞻性研究，也会选择从企业

流入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 

2）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模式，使战略人才兼具前沿研究能力和服务市场

能力。作为连接科研和产业的桥梁，这类机构一般由政府提供基本运行费，由市场提供竞争

性的科研经费，引导战略人才实现前沿技术研究和服务市场之间的平衡。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为了实现前沿研究和市场服务之间的平衡，提出了“科研活动

覆盖从基础研究和实现产品的全过程（full research）”的理念，即便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

研人员，也要瞄准市场和产业需求。2020 财年该机构总收入约 1100 亿日元，其中约 2/3

的经费来自于日本政府提供的补助金拨款（约 620 亿日元）和设备维修拨款（约 130 亿日

元），约 1/3 的经费来自企业或政府的合同科研经费、合作研究经费、技术咨询和知识产权

转让收益等。 

3）强化成果转化和技术孵化等机制，为战略人才提供服务市场的平台。服务产业发展

需求，需要建立高效的成果转化和技术孵化机制。这类机构通过建立特殊的岗位和机制，为

畅通科研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为战略人才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

撑。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近年来设立了科研与创新推进办公室，专门负责对接市场需求

和该机构的研究成果，聘有 65 位创新协调员（innovation coordinator），负责分领域深

入地了解前沿研究动态，预测其对产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协调该机构内部不同类型的研

究单元，制定该机构推进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路线图。截至 2021 年 7 月，该机构和企业共建

了 17 个合作研究实验室，在大学校园设立了 9 个开放实验室。 

4）面向产业需求开展人才评价，提升机构及其战略人才在产业的影响力。这类机构的

人员评价既重视前沿性研究成果，更重视服务市场和企业的能力，一般利用同行专家和用户

专家共同参与，关注承担企业科研项目和用户满意度情况。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通过对各类战略人员的评估，促成该机构各研究领域路线图

（roadmap）的实施，保障该机构能够引领产业发展。一般而言，该机构每年根据研究路

线图制定各研究单元的年度绩效计划，年底对照该计划来评估研究单元负责人和各科研人员

的绩效完成情况。评估专家一般由机构内部的管理专家以及外部的学界同行和企业用户共同

组成。对于研究单元负责人的评估，内部专家主要评价其研究单元内的管理情况，外部专家

主要评价研究路线图的推进情况，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一般科研人员则主要由研究单元

负责人来评估，重点考察本年度完成的与研究路线图相关的科研成果以及产业合作成效。 

对中国国立科研机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的启示 

各国国立科研机构都把培养使用战略人才作为重中之重，结合自身使命定位和科研活动

特点，探索了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一是实施有针对性、差别化的管理

制度；二是注重开放精准识才引才；三是注重利用资源和平台优势用才育才；四是注重创造

良好环境激励人才。 

中国国立科研机构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也积极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国立科研机构尚未建立对战略人才的分类管理机制；其二，



部分国立科研机构对战略人才激励不足；其三，国立科研机构普遍没有建立战略人才的常规

性流动机制；其四，国立科研机构的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中国国立科研机构应借鉴国际经

验、立足自身使命，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探索出一条具有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特色的战略人

才培养使用道路。 

1）发挥国立科研机构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是国

立科研机构的使命和职责所在，同时其也具有独特优势，如任务优势、平台优势、综合优势。 

2）探索建立与使命定位相适应的战略人才分类培养使用模式。对于从事战略性基础研

究的人才，应加强稳定支持、赋予其更大的科研自主权，以科研质量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标

准；对于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应强化目标牵引、任务驱动，将机构目标转化为个

人发展目标，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贡献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标准；对于从事共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研发的人才，应强化需求导向，加强与产业界的联合合作，提升服务市场的能力，以

成果的前沿性和产业化情况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标准。 

3）建立更加开放的战略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对内开放方面，国立科研机构内部要探索

更加灵活开放的用人和薪酬制度，探索建立矩阵式的科研组织方式，通过重大任务牵引，开

展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合研究，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对外开放方面，国立科研机构要加强与

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连接与合作，通过发起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扩大科研基础设

施开放共享等方式，汇聚全球优势创新资源。 

来源：科技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