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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8‐2019 年度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 

申报指南 

 

脑科学是研究脑的认知、意识与智能的本质和规律的科

学；类脑是受脑认知科学启发的机器智能，包括类脑器件和

智能体；脑科学与类脑基础研究是当今的科学前沿领域。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

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本专项依据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

工程规划，积极支持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在脑科学关键技

术、重大脑疾病诊治转化和类脑智能与脑机接口关键技术与

产品研发等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专题一：脑功能关键技术研究（专题编号：0331） 

研究内容：1、研发细胞特异性的标记技术，建设神经

环路示踪工具库；2、研发柔性可拉伸、生物相容性好、信

号可无线传输、低阻抗、高信噪比、高通量的多脑区植入式

微电极阵列、光电极阵列等细胞特异性调控技术；3、研发

适用于自由活动动物外周神经特异性调控的光遗传技术；4、

研发可结合细胞精准度光遗传调控的高精度、大视场、活体

三维光学显微神经成像技术；5、研制可实现精准跨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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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聚焦，神经环路水平刺激超声神经调控仪器。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开发 5-10 个细胞特异性的标记技术，建立神经环路示踪

工具库；2、研制出柔性可拉伸、生物相容性好、信号可无

线传输、低阻抗、高信噪比、高通量的多脑区植入式微电极

阵列和光电极阵列；3、研制出适用于自由活动动物外周神

经特异性调控的光遗传技术及工具；4、研制出可结合细胞

精准度光遗传调控的动物活体三维神经成像技术及工具（视

场大小大于 1mm，分辨率达到亚细胞分辨能力）；5、完成基

于面阵超声辐射力发生仪器的超声神经调控设备，可实现精

准跨颅，动态聚焦，实现精确刺激；4、在国际一流期刊发

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

员，申请 20 项以上发明专利，部分成果实现产业化。 

资助强度：4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二：脑疾病治疗关键技术研究（专题编号：0332） 

研究内容：1、研发神经再生新技术；2、研发特异性调

控离子通道及受体功能的新技术；3、研发脑疾病语言康复

新技术；4、超声调控技术应用：研究超声调控神经细胞的

有效参数，研究超声的作用点定位及温度监测。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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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制出可介导大脑原位神经再生的转录因子、化合物、

外泌体等；研制出促进神经再生和功能重建的干细胞移植、

基因调控、神经多肽等新技术；2、研制出特异性调控离子

通道及受体功能的新技术和工具；3、揭示脑疾病语言障碍

患者的大脑语言功能区定位和语言加工脑网络，制定一套脑

疾病语言能力评估方案和语言康复训练方案；4、研发用于

刺激神经元、脑组织的超声神经调控芯片；研制磁兼容非人

灵长类动物超声神经调控工具；获得优化的超声刺激/抑制

参数；建立超声刺激的磁共振定位、温度监测系统；5、在

国际一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

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 20 项发明专利，部分成果实现产

业化。 

资助强度：4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三：新型大脑功能性断层成像系统研制（专题编号：

0333） 

研究内容： 1、研究面向大脑认知功能、疾病诊断的新

型脑科学断层成像机理，实现细胞层面上多种物理变量（如

力学性质、电学性质、化学性质等）的无创测量与表征，并

通过断层成像的方式获得其空间分布；2、研制小动物介电

特性断层成像系统：针对新的成像机理，研究精准高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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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图像重建方法，研发一系列改善脑部断层信号获取能

力、增强信号解析能力的软硬件技术；3、研究大脑认知功

能及重大疾病与脑结构的多种物理性质的耦合理论及分析

方法，建立多动物、多疾病模型的大脑断层图谱。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面向小动物大脑的新型功能性断层成像理论，能对

多种新型物理变量进行表征；2、建立新型成像机理的先进

图像重建方法、实现脑部组织介电特性的精准断层空间定位

与成像、建立小动物脑部断层图谱；3、在 9.4T 磁体下，研

制用于建立具有大幅度提高成像分辨率与灵敏度的成像关

键器件（包括 8通道射频发射系统、阵列式射频接收系统、

多任务谱仪系统），并整合成样机系统，研制出其软硬件产

品，成像空间分辨率达到 100um；4、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高

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

申请发明专利 20 项以上，部分成果实现产业化。 

资助强度：8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四：抑郁症诊治方法研究（专题编号：0334） 

研究内容：运用组学、转基因/基因敲除、神经环路示

踪技术、光/化学遗传学、磁共振功能成像、研究队列等方

法；1、研究抑郁症的易感和环境危险因素，构建抑郁健康



10 
 

大数据库、抑郁高危人群筛查的多因素模型；2、研发可用

于诊断和治疗的新靶标和先导化合物；3、研发抗抑郁新手

段，评估并制定个性化行为干预方案。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4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抑郁健康大数据库、抑郁高危人群筛查的多因素模

型；2、发现 1-3 个能用于抑郁症诊断的生物标志，发现 3-5

个能用于药物研发的新靶点，发现 3-5 个先导化合物；3、

研发运动、光疗等 1-3 种非药物新疗法；4、制定抑郁高危

人群个性化干预方案；5、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

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发明

专利 10 项以上，部分成果实现临床转化。 

资助强度：5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五：自闭症诊治方法研究（专题编号：0335） 

研究内容：1、研究自闭症的遗传和环境危险因素，基

于临床发现，建立人源化动物模型，解析自闭症的基因-环

境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对脑功能和行为的影响，为临床早期

干预提供实验依据；2、研发可用于早期诊断的新分子标记

物，以及研发新一代自闭症基因诊断试剂盒； 3、建构基于

多模态人工智能和脑结构与功能成像的自闭症早期诊断模

型和评估系统；4、根据我国国情，研究开发具有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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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以家庭和/或社区为中心的儿童自闭症行为和心

理干预体系和方法，降低儿童自闭症致残率。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4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 4-6 个可靠的自闭症动物模型，揭示自闭症的遗传

和环境危险因素及相互作用机制；2、发现 3-5 个新的自闭

症致病或风险基因和 2-3 个新环境危险因素，建立自闭症基

因/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新理论，鉴定 3-5 个能用于自闭症

临床诊断和药物研发的新靶点；3、开发一套新一代自闭症

基因诊断试剂盒，将目前自闭症基因诊断阳性率提升至 35%

水平。4、建立一套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和多模态脑结构与

功能成像的自闭症早期诊断模型和系统；5、制定一套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符合我国国情的自闭症儿童早期干预体系和

标准，达到将我省（我国）自闭症致残率从现有的 90%降低

到 70%以下的目标；6、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部分成果实现临床转化。 

资助强度：5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六：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治方法研究（专题编号：

0336） 

研究内容：运用组学、转基因/基因敲除、电生理、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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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功能成像、队列研究等方法；1.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的遗

传风险因素，构建相关基因调控网络，揭示表观遗传和转录

组调控特征；2.构建携带特定遗传特征的人源细胞模型；3.

建立中国人群阿尔茨海默症大数据库和多因素风险评估的

新模型；4.研发可用于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和药物研发的

新靶点；5.完善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诊断体系。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4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大于 2000 例的中国人群队列和全基因组信息，揭示

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风险因素，构建 3-5 种携带特定遗传信

息的人源细胞模型；2. 建立不少于 1 种多因素风险评估模

型以及深度学习算法；3.发现 3-5 个能用于阿尔茨海默症诊

断或风险评估的生物标志物；4.发现 3-5 个能够用于药物研

发的新靶点，发现 3-5 个先导化合物；5、在国际一流期刊

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

人员，申请发明专利 5-10 项，部分成果实现临床转化。 

资助强度：5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七：帕金森病诊治方法研究（专题编号：0337） 

研究内容：1、研究遗传和环境因素在帕金森病发生发

展中的交互作用及其干预新靶点；2、研发帕金森病的神经

保护新靶点及其先导化合物；3、建立帕金森病非人灵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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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物模型；4、建立、完善帕金森病早期诊断体系。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4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揭示遗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及其规律，确立 2-3 个干

预新靶点；2、确立 3-5 个帕金森病神经保护新靶点，发现

5-10 个先导化合物；3、建立具备人类帕金森病临床和病理

学特征的非人灵长类新动物模型；4、建立一种基于新型分

子影像探针的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技术，完善早期诊断体系；

5、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

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发明专利 5-10 项，部分成

果实现临床转化。 

资助强度：5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八：类脑智能关键技术及系统研究（专题编号：

0338） 

研究内容：1、研究脑功能模块的网络级算法模型，模

拟大脑皮层下快速信息处理功能；2、根据网络算法模型，

构建神经拟态器件、类脑神经网络模块；3、通信、计算、

存储相融合的类脑复杂信息系统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模拟大脑快速处理信息功能的皮层下网络算法模型，

以此为基础研发高效的类脑运动目标快速识别算法 1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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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神经拟态器件材料 2种，在此基础上构建类脑神经网

络计算模块；3、在通信、计算、存储相融合的类脑信息系

统应用机理和关键技术方面建立相应的表述模型、指标体系

和应用规范；开发一套基于通信、计算、存储相融合类脑关

键技术的系统验证平台，模拟动物神经系统防御能力测试； 

4、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

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以上，部分

成果实现产业化。 

资助强度：4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九：脑机接口关键技术及软硬件产品研究（专题编

号：0339） 

研究内容： 1、基于可穿戴、多模态脑信号，研究快速

高效的解码方法，研发可穿戴脑信号获取、解析、控制交互

技术及软硬件产品；2、研究神经反馈技术；研究脑与机器

人、脑与虚拟现实系统的协同理论及方法；3、面向脑功能

障碍患者研究高效脑机交互方法，研发辅助诊断、交流、康

复关键技术及软硬件产品。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年。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 

1、建立面向脑功能障碍患者的脑机交互理论；2、建立脑与

机器人、虚拟现实的交互理论、系列关键技术；3、建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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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干预功能的脑机交互系列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制出其软硬

件产品，并应用示范；4、研发面向脑功能障碍患者的辅助

诊断、交流、康复关键技术及软硬件产品；5、在国际主流

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博士后、

研究人员，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以上，部分成果实现产业化。 

资助强度：4000 万元左右/项。 

申请方式：竞争择优。 

 

专题十：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建设（专

题编号：0340） 

研究内容：组织开展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领域的原始创

新、前沿关键技术研发与转化医学研究；培养、引进一批脑

科学与类脑研究领域的创新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研骨干

人才；改造实验室条件，购买先进科研仪器设备，建设国际

级科研平台；积极探索在人事制度、绩效评价、资源配置、

科研组织、国际合作、知识产权共享等方面的改革；全面支

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考核指标：在脑认知研究领域提出原创性理论，在一些

重要研究方向上达到并且保持国际领跑；研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诊治脑重大疾病的新靶标和新方法；研发出在国际

上独创的脑功能研究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出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的类脑智能关键技术及系统、脑机接口关键技术及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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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品；培养、引进一批创新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研骨干，

打造国际一流科研团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中心。 

申报要求：采取定向委托组织形式，由南方医科大学整

合粤港澳大湾区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企业中

的优质资源，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资助强度：1亿元左右，分年度实施。 

申请方式：定向委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