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2017 年全

球疾病负担报告

显示，全球约有

9.71 亿人饱受精

神疾病的困扰。而在我国，各类精神疾病的患

病率高达 16.6%，其中以焦虑障碍和心境障碍

最为常见。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精

神心理问题的疾病发病率和疾病负担将进一

步加大。精神疾病的发生与遗传、环境、年龄等

因素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其确切病因并不明确，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

临床表现和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依据，

导致临床上难治性比例高达 30%左右。

因此，精神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于精

神疾病的预防、识别和干预有重要意义。当代

脑科学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综合运

用影像学、分子生物学、信息科学及工程学等

新技术，便于深入探索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

加快新型精神科药物的研发，以实现精神疾病

的精准治疗。

我们团队既往通过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精

神医学相结合，利用病理性记忆再巩固理论发

现了唤起—消退范式，可以有效消除恐惧和成

瘾的复燃，为恐惧相关精神疾病以及药物成瘾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还利用神经科学

技术和转基因动物发现，成瘾记忆的储存和表

达需要大脑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参与，基底外侧

杏仁核神经元集群介导了这一过程。

随着未来医学的快速发展以及神经科学、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物信息学、物理学、生

物化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不断创新，精神疾病的

发病机制与诊治技术将取得全面突破。结合脑

磁图、核磁共振、PET、近红外成像等神经影像

技术将发现精神疾病的客观生物学标志物，实

现精神疾病早防早治；结合生物信息学，通过

大数据模拟建模可以实现实时最佳决策，改善

诊疗流程，快速从数百万候选化合物中识别潜

在的生物活性分子，促进精神类药物的研发；

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对社交障碍

等精神疾病的心理康复训练，具有丰富的表情

和肢体动作、拟人的情感思维、环境感知的机

器人医疗在与孤独症儿童互动和康复教育中具

有独特的优势。

此外，精神医学还将与神经科学、神经内

科、睡眠医学、消化科、心内科、耳鼻喉科、功能

外科学等大医学建立更实时便捷、更深入的联

络会诊模式，整合多学科医疗资源，提高疑难

杂症的诊治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创全学

科医学协同创新的新局面。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持续纵深汇聚，以生

命与信息科技融合为主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

关键因素。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不但能提升传统学科的层次和水

平，催生新的学科领域，也将成为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推动未来医学

提升的关键驱动要素。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促进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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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已

与众多学科深度

交叉和融合。一方

面神经科学的发

展已对管理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在管

理科学领域，研究者应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对

与决策、消费行为、信任建立、市场判断等相关

的脑科学机制进行研究，还将管理科学的理论

和神经科学理论相融合。可以说，神经科学方

法的应用拓展了管理科学的学科边界。

除研究方法，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有望为

管理科学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例如，基础研究

发现运动、光疗、中药提取物等副作用小、接受

度高的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可对动物的情绪、

注意力、记忆力乃至决策等脑功能起正性调节

作用。如能将上述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在管理

科学领域进行转化研究，无疑将为制定可高效

提升决策及工作效率的新型干预方案带来巨

大契机。

另一方面，对管理科学相关学术问题的脑

科学研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讨人类大脑

的复杂工作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动物模型研究

中很难被揭示。因此，管理科学与神经科学的

深度交叉将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产生重要影响。

苏国辉苏国辉

学科交叉历

来是科技创新的

源泉，诺贝尔奖

中众多的获奖者

均来自交叉学科就是最好的例证。

1998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B io- X 计划”

由美国科学院院士 Jam es Spudich 和诺贝尔

奖获得者朱棣文共同发起，以解决生命科学

的问题为“初心”，基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

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

科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了生物学与各学科

领域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成功破译

了人类遗传基因密码，成为美国以大型跨学

科研究计划为核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

新的典范。

2021 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最早建设的学

科交叉平台———B io- X 研究院（上海交通大

学原 B io- X 中心）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我

们始终以生命科学为“交叉点”、以解码生命

为“初心”，交叉融合校内外多学科资源，在脑

科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生物信息学、D N A

纳米技术、基因组解析与合成等方向取得突

破，彻底破解“有记载的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式

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和分子机制，并坚持不懈

地探索精神分裂症等脑疾病的致病原因，创

新生物学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研发 D N A

纳米机器人、突破“卡脖子”瓶颈实现超高通

量化学生物学基因合成。

此外，我们还在以心理精神疾病遗传学

为代表的文理交叉、为扫除出生缺陷开展的

医工交叉的“遗传咨询”、生物学大数据与信

息科学的交叉、纳米科学与核酸分析的交叉、

化学生物学交叉等方面取得了成绩。

开展跨学科研究，自然需要多学科人才

的支撑。但客观地说，目前整体的教育体系相

对交叉学科研究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特

别是缺乏将基础知识内化成独立的科学精

神、思想和方法的能力培养。

开展学科交叉工作必须打破常规、兼容

并包，特别需要科学家能耐得住、呆得住、坚

持得住。而对于交叉学科研究，不论是评项目

还是评人，都应当“唯创新”，因为创新是学科

交叉的唯一核心目的。

其实，很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尝试起始于

突发的“灵感”，往往连最基本的验证都还没

有做过，更不要提研究基础，几乎很难申请到

专项经费支持。

因此，如何真正精准地支持有原始创新

潜力的交叉研究项目启动，仍需要在政策上

和程序上有更多细节的考量。

当前，生命

科学研究遇到了

一定的困境，医

学领域对大多数

疾病的认知和治疗并没有实质的突破。人类疾

病模型研制基本采用的是模式动物，由于物

种差异，动物疾病模型的发病过程、病理机

制、发病状态和康复等与人体的真实世界尚

存较大差距。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用先

进的观测手段，揭示亚细胞水平或分子水平的

微观结构，用先进技术所发现的这些静态结构，

依然不能表征生命的微观动态过程。而细胞、亚

细胞或分子水平的微观生命活动是基于一定的

结构存在所表征的结构间系统互作，以这种互

作所行使一定功能的时空变化动态过程。

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科学范式研究生命领

域的三大基本科学问题：一是解析人体微观结

构，二是揭示结构间的关联关系，三是探索结

构及其行使功能的时相性变化规律。人体是最

复杂的高智商网络运行系统，通过对该生命系

统的科学解析能够破解生命领域的诸多难题。

解析人体网络化的运行机制需要生命科

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工程技术、化学、物理学

等多学科交叉互鉴、深度融合，创新研究范式。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生命信息进行采集、处

理、存储、整合、挖掘和解析，推进系统生物学

研究向可定量、可计算、可调控、可预测的方向

跃升，驱动生命科学研究转变为“数据密集型

科学发现”的新范式，以实现对生命本质的系

统揭示；全面系统刻画人类数字生命和全息人

体，研制更逼近人类疾病真实世界的数字化人

体疾病模型，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前沿。

同时，人体全息生命系统网络解析的研究

也可以促进数学、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制

造业、农业等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

我国脑计划

是以探索大脑秘

密、攻克大脑疾

病为导向的脑科

学研究，以建立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导向的

类脑研究。脑科学研究需要生理学、生物学、物

理学、基因组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

学等多个学科参与。无论是脑科学研究抑或类

脑研究，都需要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科等

临床神经学科融合，促使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

由于伦理等原因，科学家难以用侵入式技

术研究人脑。研究脑疾病（损伤）造成人的意

识、语言等脑认知功能障碍或开颅手术实时脑

功能检测，是探索人脑神经机制的重要途径。

我国相关疾病病人数量大，紧密整合临床与基

础力量，从反向思路入手研究认知功能的神经

机制，是我国脑科学研究的优势之一。

与认知相关的脑疾病之所以诊治困难，主

要是因为对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缺乏认识。临

床神经学科在诊治神经系统疾病的过程中获

取人体生物学标本、开颅手术获得各类人脑疾

病的病理学标本，可以为脑科学基础研究提供

宝贵的研究材料。脑机接口是类脑研究领域唯

一产业化的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在人与外部设

备之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路，以脑信号为基础，

通过脑机接口实现控制人机混合系统。脑机接

口、医疗外骨骼机器人需要向临床转化，为脑

和脊髓损伤的偏（截）瘫病人或失语的病人提

供智能化的神经功能替代。

多年来，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

学等高校院所合作，在颅脑手术中综合运用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等脑成

像神经导航技术，开展脑疾病病人语言和视觉

感知环路的相关研究，验证了中国人大脑语言

区有别于拼音文字语言区的科学推论，绘制出

精准化的脑功能和神经环路图谱，从“脑认知神

经环路连接”水平进一步揭示语言区功能重塑

的机制。目前正在开展“脑损伤后认知相关环路

的特征、重塑和修复机制研究”，为进一步揭示

人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机制，寻找新诊治方法。

脑科学领域需要培养跨学科、跨领域复合

型人才，有利于脑科学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医学

转化造福于人类。

学科交叉不是简单“拉郎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科分类的

不断细化，当前的科学问题已经无法仅靠单

一学科解决。学科之间逐渐在交流融合中实

现了交叉创新。

近年来，交叉学科、交叉创新报道屡见报

端，如“交叉学科将成我国第 14个学科门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第九大学部：交叉

学科”等。

但交叉学科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学科“拉

郎配”，也不是成立几个交叉研究院就能解

决的事情。须立足本学科，着眼于解决科学

问题，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进行科学研究

与创新。

不过，任何创新工作的开展，都意味着打

破常规，而这个过程势必有犯错与失败。这就

需要我们营造一种有利于学科交叉发展的学

术氛围，而不能只停留在“扛大旗”“喊口号”

的阶段。否则，很容易将“创新的种子”扼杀在

萌芽之中。

同时，对于交叉学科的同行评议也需要

采取一些创新的做法，不能按照过去的机制

进行评判。比如，在评审专家的选择、评审的

过程与周期、更多的申诉机会和渠道、评审专

家的培训等方面进行改革完善。而不能简单

按照“固有”的标准，使得交叉学科、原始创新

工作“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多学科背景的人才，

持续为交叉学科提供原动力。我们至少应该

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培养具有“数理化生医文”

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优秀学生，为交叉学科发

展储备力量。

当然，学科交叉不能仅靠几个科学家的

兴趣、几个科研院所的联手，还需要国家层面

给予重视，除了投入相关经费，还要出台相关

政策，才能满足科技兴国、原始创新的需求，

最终实现我国科技的自立自强。 （李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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