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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念指挥台灯、 无人机甚
至小白鼠运动， 不用目测就能判
断一个人注意力是否集中， 瘫痪
病人动动脑子就能依靠机器重新
站立……这些似乎只有在科幻电
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 如今部分
已经成为现实。

在美国， 马斯克创立脑机交
互公司； 扎克伯格成立项目组研
发意念高速打字； 几天前， 来自
不同国家的科学家， 在美国神经
科学学会上展示利用大脑植入设
备调控情绪异常的初步人体试验
结果。

除了这些国际科研探索， 在
中国， 去年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
在天宫二号上开展了由意念控制
的航天实验； １１月９日， 科大讯
飞对外发布了意念控制家居的成
果……

“意念控制” 是科学还是超
能力？ 其科学依据是什么？ 在脑
机交互的终极， 人类大脑会被机
器控制吗？ 意念的信息破解， 是
否会导致一部分人控制他人大脑
的风险？

脑机交互的基本原理是
对脑电波展开分析

早在２０１４年巴西世界杯， 一
个身穿 “机械骨骼战甲” 的瘫痪
少年就通过意念控制开出第一

球。 到如今， 意念控制物体或实
验动物的技术已越来越成熟。

“意念控制” 是如何实现的？
这项技术的名称叫 “脑机交互”。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主任王守岩教授说， “脑”
指 生 命 体 的 脑 或 神 经 系 统 ，
“机” 指信息处理或计算的设备，
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安有电路的机
械手臂、 汽车模型、 无人机， 也
可以是插入电极的小白鼠、 植入
起搏器的人。 脑机交互将人脑与
外界设备相连， 最终帮助人与自
身和周围环境互动。

“人类大脑是带电的 。 我们
看见阳光 、 听见鸟鸣 、 闻到花
香， 这些感觉要让大脑感受到，
必须先转变成电信号， 然后电信
号沿着长长的神经纤维一路传到
大脑， 大脑再产生脑电波指示，
给出动作指令。” 王守岩说。

脑机交互的基本原理就是对
脑电波展开分析。 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
究所所长王立平介绍， 其具体步
骤是： 第一， 通过开颅手术将电
极植入颅骨内， 或者在脑袋上带
上头环采集脑电波。 第二， 将脑
电波的复杂波形转换成数据， 再
降噪、 解析。 第三， 将解析好的
信息编码 ， 发出动作指令 。 第
四， 将外界感知的信息通过刺激
装置反馈给大脑。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脑科学研
究院院长、 美国医学生物工程院
院士尧德中等专家介绍， 脑机交
互的第一步是脑电波采集； 第二
步脑电解读是目前国内外企业和
研究院所技术竞争的关键； 第三
步信息编码是脑机交互的重点，
也是科学研究前沿； 第四步将结
果反馈为大脑能读懂的信号， 则
还在探索阶段。

科幻照进现实的脑机应
用： 医疗、 教育、 交通

目前， 脑机交互技术已应用
于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

———医疗 。 在上海华山医
院， 当帕金森病患者对药物产生
耐药性时， 医生会建议采用基于
脑机交互技术的特殊治疗。 即开
颅插入电极， 电极发出电脉冲，
可调节或修正特定脑区异常神经
活动 ， 缓解病人震颤 、 行动迟
缓、 平衡力差等症状。

王守岩说， 目前这项技术对
帕金森病的治疗效果比较明显，
而对于老年痴呆、 抑郁症、 自闭
症等其他脑疾病的临床改善， 效
果还不理想。

脑机交互技术还可用于辅助
治疗渐冻症、 瘫痪等肢体无法活
动的患者。 今年， “一念即达 ”
智能轮椅亮相腾讯创新大赛， 智

能轮椅的研发者之一、 天津工业
大学学生马帅介绍 ， 大脑功 能
正 常 的 残 疾 人 和 行 动 不 便 的
老年人只需坐在轮椅上， 就可以
根据脑电和眼电信号改变轮椅方
向和速度。

———教育。 获得国际消费电
子展最佳人气产品奖的ＢｒａｉｎＣｏ
公司开发了一款脑机交互头环。
学生在课堂上带上头环， 老师就
可实时监控学生注意力情况。

“相比其它脑活动， 注意力
是否集中的脑电特征比较明显，
通过脑电监测可以掌握。”公司创
始人韩壁丞介绍，目前北京、武汉
等地部分学校已试用这一产品。

———交通。 在刚刚结束的深
圳高交会上， 上海帝仪科技有限
公司展示了一款供列车司机佩戴
的特制安全帽， 内置生物电极和
信号处理模块， 可实时采集、 处
理司机脑电信号。

该公司负责人孙虎说， 通过
对司机脑电信号进行监测 、 分
析， 可第一时间识别并预警司机
疲劳状态和健康状况， 确保行驶
安全。 该产品已应用于上海铁路
局下属合肥等机务段的高铁司机
值乘保障。

人类大脑会被控制吗？
脑 电 波 既 然 可 以 被 解 读 ，

“读心术” 和 “思想传输” 是否

会成真？ 未来， 他人或者机器是
否能控制我们的大脑？

专家认为， 基于脑机交互技
术的 “意念控制” 有科学依据，
但尚处于研发初级阶段。

“带上头环一天就能学会新
的语言； 植入芯片就能读取大脑
的信息、甚至删除记忆，这些目前
无法实现， 因为人类还没有真正
破解脑电波。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
物医学工程系教授高小榕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脑科中心主任张建民说， 人类
的 大 脑 有 １０００ 亿 个 神 经 元 、
１００００亿个 “配套 ” 神经胶质细
胞。 人脑的思考、 情绪、 记忆等
高级功能分别涉及多少神经细
胞、 有多少神经环路参与其中，
科学家目前所知甚少。

即便如此， 不断发展的脑机
交互技术已经遭遇无法回避的伦
理争议。 王守岩、 高小榕等专家
认为， 在对脑机交互技术的管控
上， 可以参照国际通行做法， 在
发展初期按医疗器械方法管理，
同时禁止将脑机交互数据联网传
输、 禁止远距离程控， 宜采用硬
启动手段 ， 最大化防止黑客入
侵、 预防潜在风险。 此外， 政府
部门应加紧研究该技术对社会、
文化、 法律等方面的影响， 进行
合理引导和规范。

据新华社

我们的大脑会被控制吗

１２月１日是第３０个世界艾滋
病日。 尽管药物控制法可以有效
降低艾滋病患者死亡率， 但我国
每年新发现感染者仍在１０万人以
上， 世界新发现感染者达１８０万
人。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都对
艾滋病疫苗翘首以盼。

然而， 艾滋病疫苗研发３０年
来， 科学家屡战屡败， 仅临床试
验已经失败了２００多次。 艾滋病
疫苗为何难产？ 人类何时才能攻
克这一难题？

“最聪明”的病毒
吉林大学艾滋病疫苗国家工

程实验室教授孔维介绍， 科学界
对疫苗的研究经历了抗体、 细胞
免疫和基于前两者基础上的 “联
合疫苗” 三个阶段。 其间有数次
似乎看见了成功的曙光。

２０００年， 美国医药巨头默克
公司研发的一种艾滋病疫苗曾被
业界寄予厚望， 并在全球开展多
达数千人的试验， 但２００７年中期
试验结果发现， 疫苗非但没有降
低感染率，甚至增加了感染风险。

２００９年， 美国和泰国研究人
员联合宣布 ， 双方研发出一种
“联合疫苗 ” 获得了３１％的保护
效果。 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首次
获得有保护效果的疫苗。 为了进
一步验证其效果， 类似的疫苗正
在南非进行重复性试验， 还需要
三四年才能得出最终的结果。

从１９８７年美国启动历史上首
个艾滋病疫苗的临床试验， 在之
后的３０年时间里， 全世界开发的
疫苗达４０多个， 进入临床试验多
达２００多次 ， 但屡屡折戟沉沙 ，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疫苗研
制进入相对沉寂期。

为什么艾滋病疫苗研制如此
艰难？ 孔维说， 主要是艾滋病病
毒 “太聪明 ”。 一是变化太快 。

流行的艾滋病病毒各式各样， 进
入人体后还在不断变化。 即便研
制出针对某种艾滋病病毒的疫
苗 ， 原有的病毒都已 “改头换
面”。 二是它能整合到人体细胞，
和人共存。 除非杀死细胞， 否则
无法去除。 三是艾滋病病毒只感
染人类 ， 不感染其他物种 ， 因
此， 对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缺乏
好的动物模型。

屡败屡战
孔维团队是我国最早投入艾

滋病疫苗研究的团队之一。 ２００２
年初， 孔维从美国回到吉林大学
从事艾滋病疫苗研究工作。

２００８年， 在国家发改委支持
下， 吉林大学成立了首个艾滋病
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 ２００９年 ，
孔维团队研发的疫苗进入到人体
二期临床试验， 这是我国最早进
入人体二期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
苗， 当时引起巨大轰动。 可就在
试验进行途中， 孔维主动叫停了
试验。

“对艾滋病了解越多， 越发
现我们对很多基础性问题了解不
够， 比如病毒感染机制、 病毒与
免疫系统如何作用、 病毒如何在
内进化等。” 孔维说， “吸取国
外类似疫苗失败的教训， 我们觉
得采取的疫苗策略不太可能产生
理想的免疫应答。 应该重新修正
想法， 不该继续浪费资金。”

从急于出成果到认识到病毒
的复杂性， 从率先进入二期临床
到主动叫停， 孔维的心态经历了
从急躁到平和的过程， 他说， 科
学研究要遵循科学规律， 否则欲
速不达。

２０１６年， 孔维力邀美国杜克
大学教授、 病毒领域专家高峰加
入团队。 孔维和高峰希望能设计
出一种新的疫苗策略， 尽可能地

模拟目前最为有效的减毒活疫苗
所诱导的免疫反应， 在体内复制
但不将病毒的基因组整合到宿主
细胞， 进而可持续地以多种抗原
形式刺激免疫系统来产生免疫保
护。 ２０１７年初， 实验室在国际期
刊 《Ｖｉｒｕｓｅｓ》 （《病毒》） 上发表
论文， 印证了这一思路的可行性
和独特性。 同时， 该团队还对目
前的其他疫苗策略进行改进和重
新设计以进一步增强疫苗的免疫
效果， 如果进展顺利， 预计将于
十三五研究周期推广到人体临床
研究阶段。

不言放弃
虽然全球艾滋病疫苗进展并

不顺利， 但是科学家认为， 完全
不必谈艾色变。

孔维说， 我国防治艾滋病工
作效果显著， 已基本阻断了经输
血传播、 注射吸毒和母婴传播等
渠道。 新报告病例中， 九成以上
是经性传播， 特别是同性恋群体
的感染率有所升高。 “只要对自
己的行为进行控制， 就可以有效
地预防艾滋病。” 他说。

此外， 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法 （即 “鸡尾酒疗法 ” 疗
法） 为代表的药物控制疗法在世
界广泛应用， 该方法已挽救了大
量艾滋病患者的生命。

不过， 接种疫苗仍是预防传
染病最有效、 最经济的途径。 人
类期待像阻断天花一样， 通过疫
苗消灭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狡猾多变 ， 但
它们仍然具有共性特点， 只要限
制住这些共性， 就有可能彻底控
制它。” 孔维说。 两位科学家相
信， 随着人类对艾滋病病毒的认
识不断深入和全世界科学家的不
断努力， 人类终有一天会攻克这
一难关。 据新华社

艾滋病疫苗为何“难产”？
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南省国

资委获悉， 截至目前， 河南省属
国有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的任务
已经总体完成， 比国务院既定目
标提前了一年有余。

河南此项工作主要涉及 “四
供一业” 分离移交 、 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服务 、 医疗生育保
险属地化管理、 社区管理组织移
交、 公共服务机构剥离五项重点
任务。

“四供一业” 改造移交工作
于去年８月正式推开 ， 共３８．７万
户的供电 、３４．１万户的供水 、１５．７
万户的供热 、 ３．２万户的供气以
及３６．４万户的物业管理， 已全面
完成改造移交。

２９．７万名退休人员基本信息
资料， 全部移交街道和社区， 党
员组织关系全部移交地方基层党

组织， 涉及的资产已移交所在地
政府。 ５２．１万人的医疗生育保险
信息审核录入、 系统测试对接等
工作全部完成， 资金保障按期到
位。 对企业自行管理、 封闭运行
的医疗、 生育保险实行属地化管
理， 也已经总体完成。

河南省属国企所办的２８个社
区管理组织已移交地方政府， 兴
办的教育、 医疗、 消防等公共服
务机构， 已通过分类处置措施剥
离到位。

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表示， 国
企改革是一场 “攻坚战”， 必须
一场硬仗接着一场硬仗来打， 一
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来攻， 剥离
省 属 企 业 办 社 会 职 能 工 作 的
圆 满 完成 ， 为下步全面纵深推
进国企改革奠定了基础、 创造了
条件。

省属国企不再“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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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北省邢
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 11月30日12时邢台
市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一级预
警。 这也是今冬以来邢台市首次
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未
来 四 天 邢 台 市 气 象 扩 散 条 件
逐 步 转差 ， 对污染物稀释 、 扩
散和消除不利 ， 预计 12月 1日
开 始邢台市将持续重度以上污
染。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决定 ， 自11月30日12
时 启 动 重 污 染 天 气 红 色 一 级
预警。

据了解， 空气重污染预警分

为４个级别， 由轻到重依次为蓝、
黄、 橙、 红色。 邢台市启动重污
染红色预警后， 根据相关应急预
案 ， 严格执行重点行业错峰生
产 ； 停止室外喷涂 、 粉刷 、 切
割、 护坡喷浆作业； 除应急抢险
外， 停止所有施工工地和建筑工
地作业 （电器、 门窗安装等不产
生大气污染物的工序除外）； 建
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 砂石运输
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等。

同时公众要做好健康防护，
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中小学、 幼儿
园可采取弹性教学， 停止室外课
程及活动。 停止举办大型群众性
户外活动。

发布今冬首个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
邢 台

“意念控制”从科幻走向实际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