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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7000年前，人们就会在颅

骨上钻孔，这一过程被称作“环钻

术” ( trepanation )。

 5000年前，埃及人开始认识到

一些脑损伤的症状。然而，他们将

心脏（而非脑！）视为灵魂的居所

和记忆的储存库。

远古时代



古希腊时期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前460一379年）



古罗马时期

盖伦（Galen，公元
130-200 )



文艺复兴和17世纪早、中期



17、18世纪



19世纪



“骨相学”







1906 - Golgi and Cajal-Structure of theNervous System

1911 - Allvar Gullstrand-Optics of the eye

1914 - Robert Barany--Vestibular apparatus

1927 - J. Wagner-Jauregg - -Malaria to treat dementiaparalyses

1932 - Edgar Douglas Adrian and Charles S. Sherrington share for work on the function of neurons

1936 - Henry Hallett Dale and Otto Loewi share for work on the chemical transmission between nerves

1944 - Joseph Erlanger and Herbert Spencer Gassershare for work on the functions of single nerve fiber

1949 - A.C.A.F. Egas Moniz--Leucotomy to treat certain psychoses

1949 - Walter Rudolph Hess receives forwork on the "Interbrain"

1961 - Georg Von Bekesy awarded the for his work on the function of the cochlea

1963 - John Carew Eccles, Alan Lloyd Hodgkin and Andrew Fielding Huxley share for work on the mechanisms of the neuron cell membrane

1967 - Ragnar Arthur Granit, Halden Keffer Hartlineand George Wald share for work on the mechanisms of vision

1970 - Julius Axelrod, Bernard Katz and Ulf Svante vonEuler share for work on neurotransmitters

1973 - Konrad Z. Lorenz, Nikolaas Tinbergen and Karlvon Frisch share for work on ethology

1977 - Roger Guillemin and Andrew Victor Schally share for work on peptides in the brain
1981 - David Hunter Hubel and Torsten N. Wiesel--visual system
1981 - Roger Wolcott Sperry awarded -functions brain hemispheres
1982 - Bengt Ingemar Bergstrom, John Robert Vane and Sune K. Bergstrom awarded for the discovery of prostaglandins
1986 - Stanley Cohen and Rita Levi-Montalcini awarded for theirwork on the control of nerve cell growth

1991 - Erwin Neher and Bert Sakmann share the for their work on the function of single ion channels

1994 - Alfred G. Gilman and Martin Rodbell share the for their discovery of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and their rolein signal transduction
1997 - Stanley B. Prusiner awarded the for the discovery of prions;a new biological principle of infection
2000 - Arvid Carlsson, Paul Greengard and Eric Kandel share the for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signal transduc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
2004 - Linda B. Buck and Richard Axel share the for their discoveries about odorant receptor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olfactorysystem

2014 - John O‘Keefe，May-Britt Moser and Edvard I. Moser share the for their discoveries of cells that constitute a positioning system in the brain.

百年25个诺贝尔奖



神经元-突触理论（电）

卡米洛·高尔基（1906）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1906）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1932） 埃德加·阿德里安（1932）

约瑟夫·厄尔兰格（1944） 赫伯特·斯潘塞·加塞（1944）

约翰·卡鲁·埃克尔斯（1963）艾伦·劳埃德·霍奇金（1963） 安德鲁·赫胥黎（1963）

厄温·内尔（1991） 伯特·萨克曼（1991）

“发现细胞中单离子通道的功能”

“在神经系统结构研究上的工作”

发现神经元的相关功能”

“发现单神经纤维的高度分化功能”

“发现在神经细胞膜的外围和中心部位与神经兴奋和抑制有关的离子机理”



亨利·哈利特·戴尔（1936） 奥托·勒维（1936）

乌尔夫·冯·奥伊勒（1970）伯纳德·卡茨（1970） 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1970）

神经元-突触理论（化学）

阿尔维德·卡尔森
（2000）

艾瑞克·坎德尔（2000）保罗·格林加德（2000）

“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的相关发现”

“发现神经末梢中的体液性传递物质及其贮
存、释放和抑制机理”

“发现神经系统中的信号传导”



神经调节与内分泌

贝尔纳多·阿尔韦托·奥赛（1947）

“发现腦下垂体前叶激素在糖代谢中的作用”

伊万·巴甫洛夫（1904）

条件反射及消化系统的神经支配

瓦尔特·鲁道夫·赫斯（1949）

“发现间脑的功能性组织对内脏活动的
调节功能”

罗歇·吉耶曼（1976） 安德鲁·沙利（1976）

“发现大脑分泌的肽类激素”

斯坦利·科恩（1986） 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1986）

“发现生长因子”



感觉器官

阿尔瓦·古尔斯特兰德（1911）

罗伯特·巴拉尼（1914） 盖欧尔格·冯·贝凯希（1961）

拉格纳·格拉尼特（1967）霍尔登·凯弗·哈特兰（1967）乔治·沃尔德（1967）
“眼睛的初级生理及化学视觉过程”

“眼睛屈光学”

“前庭器官的生理学与病理学”“耳蜗内刺激的物理机理”

托斯坦·威泽尔（1981）大卫·休波尔（1981）

琳达·布朗·巴克（2004）

“发现嗅觉受体和嗅觉系统的组织方式”

理查德·阿克塞尔（2004）

“发现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



疾病相关

克里斯蒂安·艾克曼（1929）

“发现抗神经炎的维生素”“发现在治疗麻痹性痴呆
过程中疟疾接种疗法的治
疗价值”

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1927)

约翰·富兰克
林·恩德斯（1954）

弗雷德里克·查普
曼·罗宾斯（1954）

托马斯·哈克尔·韦
勒（1954）

“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各种组织培养基中的生长能力”

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1949）

“发现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特
定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丹尼尔·卡尔顿·盖杜谢克（1976）

“发现传染病产生和传播的新机理”

罗杰·斯佩里（1981）

“发现大脑半球的功能性分工”

斯坦利·布鲁希纳（1997）

“发现朊病毒——传染的一种
新的生物学原理”



“发现个体与社会性行为模式的组织和引发”

卡尔·冯·弗利（1973） 康拉德·洛伦兹（1973） 尼可拉斯·庭伯根（1973）

动物行为与认知模式

约翰·奥基夫（2014） 迈-布里特·莫泽（左）与爱德华·莫泽（右）（2014）

“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Neuroscience

Mind (Behavior)

Systems

Cell (Neurons)

Molecules

 Brain – Individuality

 Mental processes – Specific brain regions

 Anatomy & physiology – Mental processes

 Behavior of individual neurons

 Hard wired? –Neural Circuit 

 Gene expression – Behavior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development or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