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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有其专门的含义ꎬ哲学家们也探寻了种种通达这一目标的人文

途径ꎮ 脑机接口的研发和使用为知行合一的达成提供了一种不以身体为中介的新技术手段ꎬ这就是通过脑机接

口介导的“以想行事”(“运动想象”与“实现行动”的技术性一体化)来实现“我思即我行”ꎮ 人脑与脑机接口联

结而成的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为我们重新理解“行动”“行动主体”等概念提出了新的哲学需要ꎬ也对知行交互

中的控制问题、错位问题、归责问题和功能极化问题等提供了新的哲学启示ꎮ
〔关键词〕脑机接口ꎻ知行合一ꎻ以想行事ꎻ我知即我行ꎻ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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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ꎬ知行合一

被许多哲学家视为在这一关系上能够通达的最

理想目标ꎬ这些哲学家还为我们趋向这一目标提

供了种种精致的理论分析和人文手段ꎬ这些手段

包括道德自律、德性养育和日常修行等ꎮ 今天ꎬ
脑机接口正在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路径ꎬ即通过

技术手段来为知行合一赋予新的含义与价值ꎬ开
辟新的通达之道ꎮ

一、知行合一:从人文形态到技术形态

我们知道ꎬ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ꎬ首
要的目的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来倡导的ꎬ其中的

“知”主要是指作为道德意识的思想意念ꎬ“行”
主要是指作为道德践履的实际行动ꎬ而知行合一

所倡导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互不分离ꎬ即
“良知”与“良行”的统一ꎬ如表现为“见父自然知

孝ꎬ见兄自然知悌ꎬ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ꎮ 孟

子的“致良知ꎬ达良能”ꎬ朱熹的“博学之ꎬ审问

之ꎬ慎思之ꎬ明辨之ꎬ笃行之”ꎬ以及“穷理以致其

知ꎬ反躬以践其实”也表达了同样的精神实质ꎮ
这种人文传统的知行合一观ꎬ还被称之为“价值

论的知行合一”ꎬ旨在克服不善之念、抵御外物诱

惑ꎬ做到思无邪、致良行ꎬ并反对道德教育中的知

行脱节尤其是知而不行ꎬ倡导言行一致、守信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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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修身原则ꎮ 这一价值论或伦理观的知行合

一ꎬ也衍生为重要的认识论原则ꎬ以此揭示人的

认知活动与行动践履之间的互在互渗ꎬ如王阳明

用“好好色ꎬ恶恶臭”为例表明了日常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这种意念与行为同时发生的知行关联ꎬ
这样的知行关联也被引申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方

法论原则ꎬ以求克服知行脱节、知行相悖、偏重一

端而忽视另一端等知行不合现象ꎮ 知行合一的

这些内涵ꎬ主要指向的是道德自律、品德修养、合
理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等ꎬ旨在“教育”和“引导”
人具有正确的修为和素养ꎬ所以可以谓之“人文

性知行合一”ꎬ这也折射出倡导知行合一ꎬ是中华

文明的一种悠久的人文传统ꎮ
在承认“知行合一”上述原意的基础上ꎬ如

果引入技术的视角ꎬ在今天还可以对其赋予“新
解”ꎬ这就是通过脑机接口(ＢＣＩ: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介导的“技术性知行合一”来开辟实现

这一目标的新途径ꎮ
脑机接口是这样一种技术ꎬ它通过采集和解

码人脑进行认知活动时产生的脑信号ꎬ将其通过

计算机及其算法转化为可以控制人脑外部设备

运动的指令ꎬ从而形成符合人脑意图的替代身体

动作的行动ꎮ 这样的脑机接口也被称为“面向运

动的脑机接口”ꎬ其功能就是帮助失去行动能力

的残障人士恢复行动的能力ꎮ 在行使肢体功能

的脑机接口中ꎬ人凭思想控制设备(从意念控制

外骨骼设备到控制假肢)做出动作与环境互动ꎬ
向对象施加物理性作用ꎬ造成“改变世界”的效

果ꎬ这虽非传统意义上的行动ꎬ但确实具有了行

动的功能ꎬ由此可将其称为“人工行动”ꎮ
从认识论上看ꎬ知行合一中的“知”ꎬ是行动

的意念、动机、意图ꎬ是“想要做什么”的认知状

态ꎮ 这样的认知状态ꎬ在通常的情况下ꎬ如果不

启动身体的动作ꎬ就还不是行ꎬ还只是停留在认

知阶段ꎮ 也就说ꎬ当我们谈论知行合一时ꎬ是建

立在知和行“合而不同”的基础之上的ꎬ即行动

或行为具有与认知不同的含义ꎬ它是一种能够改

变客观对象的活动ꎬ或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对

象性活动”ꎬ即外在可感的身体活动ꎬ是与脑内无

法直感的思维认知活动不同的另一种活动ꎮ 日

常所说的“思想的巨人ꎬ行动的矮子”ꎬ就表明行

动是与思想(知)不同的活动ꎻ毛泽东在«实践论»
中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简称为“知和行”的关系ꎬ
则更直接地表明了“行” (行动、行为)是与“知”
(认识、思想)结成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ꎮ

基于行动与认知的这种功能性区别ꎬ在身体

不动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取得行动的效果ꎮ 因为

对于正常的人来说ꎬ行动都必须通过身体的动作

才能实现ꎬ甚至行动哲学对“行动”的界定就是

“有意图的身体动作”ꎬ其言外之意就是:不动

手、不践行的“想”“思”或“知”ꎬ就是“空想”“纯
思”或“罔知”ꎬ根本不属于真实的行ꎮ 而使用脑

机接口后ꎬ人脑中属于认知范畴的意图或运动想

象就可以“自动”化为 ＢＣＩ 系统的人工行动ꎬ与
行动相关的“想”“思”“知”在此时都具有了身体

行动的效果ꎮ 迈克尔杨(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ｏｕｎｇ)将这

种效果描述为“一动不动、无所作为的身体ꎬ现在

可以极大地影响世界ꎮ 迄今为止ꎬ人类影响世界

的任何手段都需要移动身体的外壳ꎬ即使只是轻

微移动ꎬ如说话或眨眼ꎮ ＢＣＩ 首次使人类能够在

没有身体作为中介的情况下‘通过思想’去做事

情”ꎬ“ＢＣＩ 第一次能够主动(或因果地)在不移

动人体的情况下实现世界变化”ꎮ〔１〕可见ꎬ脑机接

口提供了一种新手段来实现知行合一中的行动ꎬ
造就出技术手段介导的知与行的同步发生ꎬ即
ＢＣＩ 加持下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ꎬ这也是另一

种形态的知行合一ꎬ或称“技术版的知行合一”ꎮ
第一ꎬ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是基于 “以想行

事”的知行合一ꎮ
通常意义上的行是由人的知(意念)引发、

支配与控制的人的身体性的感性物质活动ꎬ其交

互过程是由意识活动引起身体活动ꎬ身体活动引

起外物运动ꎬ这是知行传递的一般模式:脑中的

意念(知)一定要启动肢体的物理运动才会成

“行”ꎬ脑的内部心灵过程一定到转变为身体的

外部动作才会现“行”ꎮ 这就是以身体为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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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转换ꎬ身体在这里充当了知行之间的接口ꎬ
只有通过身体才能表达和实现作为“知”的行动

意图与愿望ꎮ 而当脑机接口行使知行联结的功

能后ꎬ人的想法可以直接转变为人工行动ꎬ使得

“在不需要动手的情况下ꎬ一个人想什么就是在

做什么”ꎬ〔２〕尤其是当脑机接口对脑信号的处理

足够迅速时ꎬ就可以做到一旦脑中有“打算做”
的想法ꎬ脑机接口系统就能同步响应而使其“做
成了”ꎬ此时甚至“依靠身体动作或言语来表达

意图已经变得毫无意义ꎮ 你的想法会被脑机接

口有效而完美地转化为纳米工具的细微操作或

者尖端机器人的复杂动作”ꎮ〔３〕

人脑在联结面向运动功能的脑机接口后ꎬ行
动在脑中的预演(准备行动的认知活动)和在体

外的实施(真实行动)被集合为同一过程ꎬ一定

程度上达到了知就是行、知时就行、即知即行的

浑然一体ꎮ 在传统的认识论视野中ꎬ仅停留在头

脑中“想做某事”时并不算是真正在做某事ꎬ还
不能说是进入了行动的状态ꎻ而连接了面向运动

的脑机接口后ꎬ作为知行联结装置的脑机接口使

得人脑中的意念与体外的人工运动系统形成对

接和贯通ꎬ这就是知和行之间的技术性一体化ꎮ
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知行关联形态ꎬ它改变了传

统的知行联结方式ꎬ使得基于身体作为知行接口

时需要“以手行事” (“亲手”做事)或“以言行

事”(指使别人做事或“告诉机器做事”)变为施

泰纳特(Ｓｔｅｆｆｅｎ Ｓｔｅｉｎｅｒｔ)等人所说的“以想行事”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ꎬ它具有 “非具身”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的性质ꎬ不需要涉及身体或肌肉的

运动ꎬ〔４〕 “仅通过大脑活动就将思想转化为行

动”ꎬ〔５〕达到了“我思即我行”(Ｃｏｇｉｔｏ ｉｓ Ｆａｃｉｏ)的
状态ꎬ这就是通过脑机接口来支配智能机器为我

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ꎬ所以这是一种基于“以想

行事”意义上的知行合一ꎮ
第二ꎬ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是基于人机分工与

人机融合的知行合一ꎮ
由脑机接口介导的新型的知行合一ꎬ还是一

种基于人机交互的知行贯通ꎬ它是在知行间新型

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ꎬ这就是人机之间的知行分

工:人自身不再充当行的工具ꎬ从而完全从工具

的地位中解放出来ꎻ在将来ꎬ当脑机接口不仅是

治疗的手段ꎬ而且是普遍的劳动工具和增强手段

时ꎬ人机之间的这种知行分工将更为泛在ꎮ 在这

样的背景下ꎬ一方面是机器对人的身体之体力行

动功能的“替代”ꎬ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替代中

又实现了新型的知行合一:一种“有分才有合”
意义上的知行合一ꎬ即“人想”与“机器做”的“人
机合一”ꎬ此即基于人机协作的“心想事成”ꎬ〔６〕

而且是更高水平的心想事成ꎮ 因为通常的“心
想”和“事成”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ꎬ从心中意图

的产生到将其变为现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但一旦接入(高水平的达到“透明”或“上手”状
态的)脑机接口系统后ꎬ这个距离被电子传输的

通道所缩短甚至消除ꎬ作为意图之“心想”和作

为结果之“事成”被融合为“一体化”的过程ꎬ知
的同时就在行ꎬ意念中“打算做” “尝试做”与人

工系统的“实际做”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了同步

化ꎬ“脑动”的同时启动了外在的“物动”ꎮ
这种基于人机分工基础上的知行合一水平

还在不断提升ꎮ 脑机接口技术是不断发展的ꎬ从
植入单电极来获得少数神经元的脑信号ꎬ到植入

多电极来获得大面积神经元信号ꎬ从充当传感器

的电子芯片与脑组织的有创对接ꎬ到生物芯片与

神经元的无缝对接ꎬ都是已经出现或将要发展的

趋向ꎮ 在这样的进程中ꎬ使用者从人机合一中所

体验的“知行合一感”也会不断提升ꎮ 目前的脑

机接口技术水平还不高ꎬ所以使用者形成基于人

机合一感的知行合一感的程度往往不同ꎮ 在一

项相关的研究中ꎬ研究人员向使用者征询如下的

问题:“在使用 ＢＣＩ 设备时ꎬ你能直接把自己的注

意力集中在你想要做的工作上吗? 换句话说:你
能忘记技术只做你想做的事情吗? ” ２０ 个受试

者中有 １９ 人回答:是的ꎬ经过大量的训练就能够

做到(即具有知行合一感)ꎮ 其中有 ６ 人进一步

回答:通常是的ꎬ它是没问题的ꎮ 还有的甚至达

到了高度的人机合一状态ꎬ即较高程度的知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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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ꎬ“是的ꎬ当我看到假手的开合时ꎬ我感觉就

像是我真实手的自然运动ꎮ”当然也有的未获得

知行合一感ꎬ“不ꎬ实际上工具在培训中起着核心

作用ꎬ忘记它只关注手上的事是不容易的ꎬ这对

我来说甚至是不可能的ꎮ” 〔７〕 这就表明了脑机接

口的当前使用可以造就出不同的人机合一状态

即知行合一感ꎬ可以说ꎬ当 ＢＣＩ 成为上手的透明

工具或进入到 “人机合一” 状态后ꎬ人脑中的

“知”就会感觉不到其存在ꎬ ＢＣＩ 系统被使用者

有机整合、同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ꎬ他们在使用

脑机接口控制的假肢时ꎬ如同是无意识使用自己

的肢体在有效地控制环境ꎬ专注于目标而“忘

记”了机器设备的存在ꎬ此时他们关注的不是

“看看我的手臂做了什么”ꎬ而是“看看我做了什

么”ꎻ不是“我向右移动计算机”ꎬ而是“我向右移

动”ꎬ由此形成了种种基于人机融合的知行合一

的神奇体验ꎮ〔８〕

第三ꎬ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是基于“接口”之

强大联结功能的知行合一ꎮ
脑机接口技术之所以能贯通知和行ꎬ也在于

它所具有的“接口”性质ꎬ以及它既是认知工具

(能读取人的思想、意图)ꎬ也是行动工具(能将

读取的脑信号编码为外部机器可以理解的信息

指令从而导致受控的人工行动)的双重属性ꎬ从
而能够成为集合两者功能的装置ꎮ 面向运动的

脑机接口ꎬ一端联结的是脑中的认知活动ꎬ另一

端联结的是外周设备的人工行动ꎬ其功能是将人

脑中的行动意图传递到能够施动的技术系统中ꎬ
使工具与对象之间发生实际的交互ꎬ产生改变外

部对象的行动效果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人脑内的

“知”与人体外的“行”由脑机接口联结起来ꎬ使
得脑机接口也成为功能意义上的“知行接口”ꎮ
在这个具有接口功能的集合体上ꎬ实现着人的认

知和人工行动之间的对接、传递和贯通ꎮ 脑机接

口所创造的知行融合效应表明ꎬ人类追求“接口

技术”的努力是持续不断的ꎬ通过新的接口技术

将不同的现象或方面贯通起来ꎬ在新的联结之处

造就出人所需要的新功能ꎮ 脑机接口作为一种

新的接口技术ꎬ使得人类的知行贯通能力得到极

大的增强ꎬ消除知行隔离或脱节的水平也不断提

高ꎬ新形态的知行合一的威力也不断彰显ꎮ
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技术性知行合一与传统

的人文性知行合一具有不同的特点ꎮ 人文性知

行合一主要是为了在伦理观或知行观的偏好上

进行“补偏救弊”:“有人偏于冥行ꎬ便教之知以

救其弊ꎻ有人偏于妄想ꎬ便教之行以救其弊ꎮ 必

使他达到明觉精察之行ꎬ真切笃实之知ꎬ或知行

合一而后已ꎮ 这样一来ꎬ知行合一便成了理想ꎬ
便须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的任务ꎮ” 〔９〕 而技术性

知行合一主要解决的是“生理能力”或“自然功

能”上的缺失问题ꎬ即行为上的失能ꎬ这是一种特

殊的“知行不合”ꎬ一种受制于身体病残的极端

化的“知易行难”ꎬ或“知能行障”ꎬ还包括在能力

修复基础上的未来增强———突破人的生物学限

制的功能增强ꎬ使目前或自然状态下“力不能

及”的认知意图能够借助增强系统兑现为现实的

行动ꎬ所解决的是生理问题、技术赋能问题ꎬ而非

伦理教诲或人文素养问题ꎮ
人文性知行合一所侧重的是对某种理念重

要性的“阐释”ꎬ主要是在“论”的基础上展现出

来的一种人文理想或追求ꎬ也是在“应该”意义

上的价值规训或修为倡导ꎮ 而基于脑机接口的

知行合一ꎬ是经过技术努力后在客观上可造就的

知行合一ꎬ它偏向于具体的技术操作ꎬ侧重于在

“做”中实现行的实在效果ꎬ所形成的是技术性

的成就ꎬ它使得知行合一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诉

求或哲学思辨的命题ꎬ而且成为向科学技术开放

的目标ꎬ成为可由技术手段在功能上实现的事

实ꎬ一种具有实在性的客观现象ꎬ从而也是对价

值性、人文性知行合一的一种重要补充ꎬ它赋予

了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新的含义ꎬ也将人类

的知行合一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ꎬ推进到

了一个新的空间ꎮ

二、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与新型的行动主体

脑机接口介导的人与机之间的融合达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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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之间的贯通ꎬ造就了一个技术性的新型知行

合一系统ꎬ这个系统由人和 ＢＣＩ 两大部分组成ꎬ
这两大部分具有如上所述的人机之间的分工ꎬ在
这种分工中ꎬ当“行”的功能由 ＢＣＩ 系统来承担

时ꎬ行动的主体又是谁? 人还是这个新型知行合

一系统中的行动主体吗? 这是技术性知行合一

对“行动”和“行动主体”的含义所提出的问题ꎮ
其一ꎬ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扩展了行动主体

和行动的外延ꎮ
通常来说ꎬ行动主体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人ꎬ

是能行动的人ꎬ是具有身体动作能力的人ꎮ 因为

行动就是“意愿 ＋ 一系列适当的身体动作”ꎬ两
种能力缺一不可ꎮ 如果这样来看ꎬ那些丧失身体

动作能力的人(即那些“基本完整的思想被困在

几乎完全瘫痪的身体里” 〔１０〕 的残障人士)ꎬ其知

和行在他们那里处于一种能力上的脱节或不连

续状态ꎬ他们作为主体的功能只能止于认知而不

能接续为行动ꎬ因此不能称其为行动主体ꎮ 但在

脑机接口出现后ꎬ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因为

“脑机接口提供了一个无障碍的渠道ꎬ可将个人

某些行动的目的传达给外部设备ꎬ例如计算机ꎬ
语音合成器ꎬ辅助设备和神经假体ꎮ 所以脑机接

口系统特别适合患有严重运动障碍的人”ꎬ〔１１〕 这

样的系统可以使他们“通过大脑深处集中的思想

力量”来实现自己与外界打交道的目标ꎬ〔１２〕 重拾

行动的能力ꎬ或重新成为行动的主体ꎮ 这样一

来ꎬ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ꎬ既使“行动”的概念具

有了更大包容性ꎬ它“涵盖一些(但不是全部)由
ＢＣＩ 介导的事件” ꎻ〔１３〕 也使“行动主体”随之扩

容ꎬ使那些不具有身体行动能力但借助脑机接口

可以脑控人工行动的人也成了现实的行动主体ꎮ
其二ꎬ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造就了“延展的

行动主体”ꎮ
在脑机接口造就的知行融合系统中ꎬ知和行

的能力体现在整个人—机系统中ꎬ此时ꎬ当人只

承担“运动想象”的职能时ꎬ他似乎不再是完全

意义上的行动主体ꎮ 换句话说ꎬ当行动对象的改

变是由人和脑机接口共同带来时ꎬ此时的行动主

体似乎很难归结为单独的一方ꎬ这就引出了经常

出现在人机系统中的“担责”问题:人脑借助脑

机接口所产生的行为后果(尤其是不良后果)由
谁来负责? 弗莱克(Ｒｕｔｇｅｒ Ｖｌｅｋ)等人列举了这

样一个事例:想象一个用户———我们称他为弗兰

克———试图在 ＢＣＩ 的帮助下执行操作ꎬ弗兰克正

在想象他的左手在移动ꎬ以便让机械手端起一杯

热咖啡ꎬ这样坐在附近的人(路易斯)就能拿到

它ꎮ 但在这样做时出了问题:咖啡溅到了路易斯

身上ꎬ使他的衣服被弄脏ꎬ皮肤也受到轻微灼伤ꎮ
经调查发现ꎬ弗兰克的脑控活动并无过错ꎬ是
ＢＣＩ 的某些环节没有正常工作导致了上述结果ꎬ
即弗兰克的大脑状态在这个不幸的结果中没有

起因果作用ꎬ但弗兰克还是为此感到内疚ꎬ并对

此付出了赔偿ꎮ〔１４〕 这表明人与脑机接口结合后

“谁是行为的主体”进而“谁是行为后果的责任

人”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ꎬ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人

或 ＢＣＩ 机器哪一方ꎮ
从脑机接口的工作机理上ꎬ 德鲁 ( Ｌｉａｍ

Ｄｒｅｗ)对这种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中的归责问题

进行了分析:脑机接口在使来自大脑的信号到达

假肢之前ꎬ需要被人工智能软件处理ꎬ如用机器

学习软件来对神经活动加以分析和解码ꎬ而机器

学习软件是通过生成无法预测、难以或不可能理

解的算法来学习分析数据的ꎬ这就“使整个领域

充满了动荡”ꎬ相当于在一个人的思想和代表他

们行动的技术之间引入了一个未知的ꎬ也许是不

可解释的过程ꎮ 研发人员意识到ꎬ当某些计算留

给 ＢＣＩ 设备ꎬ由这些设备来预测用户下一步将要

做什么时ꎬ假肢的工作会更有效率ꎮ 例如看似简

单的动作ꎬ比如拿起一杯咖啡ꎬ实际上非常复杂:
人们会下意识地执行许多计算ꎮ 在假肢上安装

传感器和自动产生连贯动作的机械装置ꎬ可以让

用户更容易地执行任务ꎮ 但这也意味着ꎬ很多机

械臂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由用户指挥的ꎮ
ＢＣＩ 中的智能算法从先前的数据中学习ꎬ并指导

系统根据过去所做的事情作出决策ꎮ 但是ꎬ如果

算法不断提示用户的下一个动作或单词ꎬ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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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仅仅是批准该选项而已ꎬ那么该动作或该

单词所代表的消息究竟是由谁发出的ꎬ将变得模

棱两可ꎬ〔１５〕由此出现责任归属的复杂性ꎬ这无疑

表明了究竟谁是行动主体的复杂性ꎮ
如果说第一种情形已表明了行动主体含义

的扩展ꎬ使得在自然状态下不具备行动主体功能

的人在技术介入下成了新的行动主体ꎬ那么当脑

机接口本身也具有为行动后果担责或部分担责

的地位后ꎬ它也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行动主体的

一部分ꎬ从而使行动主体的含义进一步被扩展ꎬ
脑机接口此时从“延展行动主体”的意义上为行

动主体进行了再度扩容ꎮ
其三ꎬ新型知行合一系统中的主体感问题ꎮ
行动是把想象变为现实ꎬ当脑机接口也能将

人的想象变为现实时ꎬ或者说对于那些不能依靠

自己的身体行动来将想象变为现实的人来说ꎬ如
果移除脑机接口系统ꎬ他们就不能成为行动主

体ꎬ因此脑机接口是这类人群能否重获行动能力

的决定性因素ꎮ 脑机接口的这种关键作用无疑

也会使用户产生主体身份的质疑:自己是真正的

行动主体吗? 用迈克尔杨的话来说:他们在

ＢＣＩ 介导的事件中是否能体验到一种主体感ꎬ以
便将这些事件归为自己的行为?〔１６〕 这一问题生

动地体现在一些脑机接口使用者的心理感受中ꎬ
从而引发了他们的“主体感”问题:使用脑机接

口“做事”或行动时ꎬ他们常常会提出“这件事是

我做的吗?”“是我在行动吗?”“我是行动的发起

者和承担者吗?”之类的疑问ꎬ即“我”使用脑机

接口所做之事是否为“属我”的行动? 从对相关

用户的了解来看ꎬ“如果他们没有施动者的感觉ꎬ
就可能不会将脑机接口介导的运动归因于自己ꎬ
由此就会缺少行动的感觉ꎬ并将脑机接口介导的

事件归为不受自己支配的一类现象ꎬ尽管他们实

际上确实启动或控制了事件的进行ꎮ 此时他们

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施动者ꎮ” 〔１７〕 就是说ꎬ即使旁

观者认为他们是行为的主体ꎬ脑机接口的使用者

自己也可能没有作为行动主体的感受ꎬ其根源在

于人脑中正在想什么与脑机接口系统正在做什

么之间可能因种种原因发生了错位而未能协调

一致ꎬ造成知行不能合一的感受ꎮ 这也表明ꎬ面
向运动的脑机接口如果还不能达到知行融合的

水平ꎬ在脑中的意愿与人工系统的运动之间未形

成有机的融贯ꎬ从而达不到技术性的“心想事

成”之境界时ꎬ用户就会在使用脑机接口时缺乏

主体感ꎮ 从这个意义上ꎬ使用者是否具有主体感

(也是一种知行合一感)ꎬ是脑机接口是否达到

技术性知行合一的判别标准ꎬ也是体现脑机接口

水平的重要标志ꎮ
其四ꎬ新型知行合一系统中主体边界的确认ꎮ
如果把脑机接口所造就的延展系统也纳入

行动主体的范围内ꎬ成为其中的一部分ꎬ那么行

动主体的边界在哪里? 将植入式脑机接口的植

入部分视为主体的一部分似乎在“空间”上比较

容易接受ꎬ但那些未植入脑中却又与人脑在外部

空间上相连接的脑机接口器件是否为行动主体

的一部分? 自然的肢体是行动主体的一部分ꎬ这
是毫无疑问的ꎻ而延展的人工肢体是行动主体的

一部分吗? 若是ꎬ则这种肢体如果可以无限延

长ꎬ那么其边界在哪里? 若不是ꎬ那么对于没有

联结人工肢体的残障人士来说就不具备行动能

力ꎬ进而也难以称其为行动主体ꎬ这又与前面所说

的脑机接口使行动主体的含义得到扩展相矛盾ꎮ
目前的解决思路ꎬ一是对于人是主体的看法

毫不动摇ꎬ将一切技术性的东西都视为工具、手
段ꎬ即使深度融入人脑中的脑机接口也不例外ꎬ
此时人作为行动主体的地位并不受到技术发展

的任何影响ꎬ这也可以从人机之间、知行之间的

“主从关系”上得到合理的解释ꎮ 在基于人机分

工的知行分工中ꎬ由于人贡献知ꎬＢＣＩ 系统贡献

行ꎬ而两者之间具有知为主、行为从的关系ꎬ由此

也决定了人为主、ＢＣＩ 为从(人主机从)的关系ꎬ
所以人是整个知行过程的主体ꎬ从而归根结底也

是行动(包括人工行动)的主体ꎮ 这种“知主行

从”的关系也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所主张的ꎬ
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ꎬ行是知的功夫ꎮ 知是行之

始ꎬ行是知之成ꎮ 贺麟对此进一步解释道: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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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本质ꎬ知决定了行的意义ꎬ使行由一种“物理

行为”升华为一种“意义行为”ꎻ知决定行还表现

为人不能做他不知之事ꎻ另外ꎬ行的质量也是由

知所决定的ꎬ而且知是目的ꎬ行是实现目的的工

具ꎮ〔１８〕所以ꎬ当脑机接口介导下知和行分别由人

和机器来承担时ꎬ人所充当的“知”的主体职能

充分保证了他作为整个知行过程主体的地位ꎬ从
而也保证了人从根本上仍旧是行动主体的地位ꎬ
因为此时的人工行动是人所掌控的、符合其意愿

的行动ꎬ而非机器的盲目运动ꎮ 这样ꎬ脑机接口

使得知为主行为从的关系得到了技术化的验证ꎬ
同时也确保了新型知行合一系统中人所具有的

行动主体的地位ꎮ
第二种解决思路ꎬ是在人作为主体的初始含

义上附加新的因素ꎬ类似“人—机主体”所表达

的含义ꎮ “人—机主体”是讨论人工智能介入、
辅助和增强人的能力时所形成的概念ꎬ这种人—
机主体不仅有认知的功能ꎬ而且还有行动的功

能ꎬ从而产生了可称之为“人—机合作的行动”
现象ꎮ 类似地我们可以将基于脑机接口的行动

主体视为“人脑 ＋ 脑机接口 ＋ 人工肢体”组成的

行动主体ꎬ或以“延展主体”来表达ꎮ 这里的“延
展”表明了它与原本的以人的身体为边界的主体

已有所不同ꎬ可以理解为行动主体存在的新形

式ꎬ也是 ＢＣＩ 技术赋能于主体达到了一定程度后

必然出现的结果ꎮ 从实际运行的层面ꎬ还有人将

这一视角表述为主体职能的“共同分担”ꎮ 如对

于配有智能控制技术的脑控轮椅:“在这样的控

制方案中ꎬ责任是由用户和系统共同分担的ꎬ用
户给出高级命令ꎬ系统执行低级交互ꎬ具有或多

或少的自治程度ꎮ 利用这种所谓的共享控制原

理ꎬ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通过无创脑机接口用意

念控制复杂移动设备的可行性”ꎮ〔１９〕 在我们看

来ꎬ即使脑机接口被纳入行动主体的范畴ꎬ也不

是它的所有部分都可称之为行动主体的一部分ꎻ
而且即使可称为行动主体的那部分ꎬ也具有既是

主体也是工具的双重属性ꎮ
第三种解决思路ꎬ是用一个更大的囊括性更

强的概念 ａｇｅｎｔ 来指称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介

入后的行动主体ꎮ 目前 ａｇｅｎｔ 的汉语表达有“主
体”“代理” “智能体” “智能主体” “自主体” “自
为体”“中介”等词汇ꎬ尤其是还有“施动者” “行
为体”的意思ꎬ这就与“行动者”具有较大的吻合

性ꎬ此种意义上 ａｇｅｎｔ 不再区分是人还是其他施

动者ꎬ也不再区分它是硬件还是软件ꎬ是碳基生

命还是硅基技术ꎬ只要能施加行动的某种实体都

称为 ａｇｅｎｔ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我们需要接受的

是ꎬ在先进技术中ꎬ人类和非人类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交

织使得各种 ａｇｅｎｔ 的任务变得难以区分ꎮ 因此ꎬ
将整体产出的责任归于单一 ａｇｅｎｔ 似乎是有问题

的ꎮ” 〔２０〕这样来看ꎬ目前的脑机接口具有 ａｇｅｎｔ 的
部分属性ꎬ尤其是“代理”的属性ꎬ将来还可能具

有“自为体”的属性ꎬ从而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

的 ａｇｅｎｔꎮ 当然ꎬ人早就是充分且完全意义上的

ａｇｅｎｔ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ａｇｅｎｔ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表达新型知行合一系统中所涉及的行动主体方

面的属性ꎬ或者说ꎬ脑机接口部分在新型的知行

合一系统中是否具有行动主体或行动者的属性

与地位ꎬ可以在更大的 ａｇｅｎｔ 概念的扩充和统一

中获得解释ꎮ

三、知行合一新形态与哲学新问题

脑机接口所造就的技术性知行合一ꎬ除了引

发上面专门探讨的行动主体问题外ꎬ还带给我们

更多的哲学新问题ꎮ
第一ꎬ知行交互中的有效控制问题ꎬ尤其是

基于知行区分的知行合一问题ꎮ
在脑机融合所造就的知行合一新形态中ꎬ我

们对“行动”的传统理解发生了改变ꎮ 在脑机分

离的时代ꎬ身体是从意图到行动的唯一通道ꎬ行
动必须是具身的现象ꎻ而在脑机融合的时代ꎬ行
动的意图可以迈过身体去实现ꎬ即在身体不动的

情况下取得行动的成果ꎬ达成“我思即我行”的

知行联结ꎮ 但这样的我思即我行也会带来新的

问题:做与不做难以区分ꎮ 在联结上高效的面向

运动的脑机接口后ꎬ如果只是“想一想”而先不

—６７—

　 ２０２２. ８学术前沿



去行动的话ꎬ就难以确保可以停留在这个阶段ꎬ
因为高度灵敏的脑机接口只要一捕捉到人脑的

“想法”ꎬ就可能同步将其付诸机器的运动ꎬ即使

对于该想法的持有者来说ꎬ还没有将其付诸实施

的打算ꎬ这就是“我思即我行”有违人意的情形ꎮ
就是说ꎬ人即使只想停留在“动作想象”而非“动
作执行”的阶段ꎬ也可能被脑机接口推向动作执

行的阶段ꎮ 那么在联结脑机接口的情况下如何

才能保持只停留在运动想象、行为预演、实践构

思的阶段ꎬ难道只有拔掉脑机接口的插头才能做

到吗? 一些研发者发现ꎬ脑机接口执行“停止行

动”的指令可能比执行“开始某种行动”的指令

更加困难ꎬ以至于在脑控轮椅的驾驶中ꎬ用户无

法将这种轮椅停在空地上ꎬ只能将轮椅停靠在障

碍物的周围才能确保其稳定地停下来ꎮ〔２１〕 这也

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在知行合一的新形态中ꎬ在
认知活动时想要停止行动的难以实现ꎬ也就是将

知与行暂时分别开来的难以实现ꎮ 可以说ꎬ达成

知行合一的前提是知行的区分ꎬ如果不能达成技

术性的知行区分ꎬ知行合一就是没有区分度的

“知行混沌”ꎬ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有实际意义

的知行合一ꎮ
第二ꎬ知行交互中的匹配与纠错问题ꎮ
基于脑机接口的知行合一新形态ꎬ需要在形

成如前所述的主体感的基础上才能达成ꎬ即脑机

接口的使用者要能够感受到某行为是由自己的

意志引起的ꎬ由此才能形成知行合一的感受ꎮ 此

时需要使用者感受到意愿的优先性ꎬ即意愿在逻

辑关系上先于行动ꎻ意愿和行动关联的排他性ꎬ
即意愿是行动的唯一明显原因ꎻ以及意愿与动作

的一致性ꎬ即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兼容ꎮ 弗莱克等

人指出ꎬ在使用面向行动的脑机接口时ꎬ一致性

对于使用者具有主体感(知行合一感)有着特殊

的意义ꎬ此时运动想象被视为驱动脑机接口的心

理任务ꎬ参与者需要在心理任务和执行器输出之

间建立起新的映射ꎬ通过学习和训练ꎬ不断强化

某一心理任务和受控目标运动(如光标移动)之
间的相关性ꎬ形成两者一致的图像ꎬ这样才能增

强他们对自己是某一动作施动者的判断ꎬ即获得

该行动的主体感ꎬ〔２２〕亦即知行合一的感觉ꎮ
但在使用 ＢＣＩ 不熟练时ꎬ难免会发生知行错

位的情况ꎬ如在目睹一件事(认知某一事件)与

做一件事(行)之间产生混淆ꎮ 即使在没有使用

ＢＣＩ 的情况下ꎬ也会出现两种相反的混淆ꎬ一是

仅仅是目睹一件事的时候却认为是正在做某事ꎬ
即有做某事的感觉ꎮ 如在替代性的控制实验中

发现ꎬ人们即使知道别人执行了指令ꎬ也会对他

人的动作具有施动的感觉ꎬ这种现象被称为“控
制幻觉”ꎮ〔２３〕二是自己正在做某事ꎬ但却认为没

有做某事ꎬ即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事的施动者ꎮ
使用脑机接口时未达成知行合一的这种知

行错位或知行相悖还可能有更复杂的情形ꎬ比
如ꎬ为实现良知与良行的合一ꎬ就需要避免“恶
思”“恶行”的发生ꎬ但人脑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

会出现认知偏差的情况ꎬ这就是奥布罗链(Ｆｉａｃｈ￣
ｒａ Ｏ’ Ｂｒｏｌｃｈａｉｎ)等人所指出的:“我们对思想的

控制权少于对作为小工具驱动器的身体的控制

权ꎮ” 〔２４〕在以身体为中介的知行过渡中ꎬ即使发

生了认知的偏差ꎬ也可以通过身体行为的控制来

过滤和阻隔这种偏差ꎮ 像那些有害的意念意图ꎬ
可以通过避免“身体的代价”对其加以阻隔和限

制ꎬ即通过身体的不响应来不让其产生行动效

果ꎮ 身体对脑中行动意念的响应所具有的这种

选择性ꎬ成为知与行之间的相互“纠偏”或相互

控制ꎬ这也是以逆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知行合

一ꎮ 相比以身体为手段的行动来说ꎬ以脑机接口

为手段时对于行动效果的控制则会更加困难ꎬ因
为此时行动的意念不再受到身体的阻隔和限制ꎬ
只要脑机接口能够将其读取和解码为机器指令ꎬ
人的体外延展系统就会去“忠实”地加以执行ꎬ
从而将人的行动意念变为行动结果ꎬ无论这种意

念是好是坏ꎬ是善是恶ꎬ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

的ꎮ 换句话说ꎬ对于大脑发送的任何指令(无论

是良知还是邪念)ꎬ当脑机接口“不懂得”趋利避

害时ꎬ只要它能做得到ꎬ它都会被不折不扣地执

行ꎮ 在传统的由知到行的过程中ꎬ人尽管难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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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胡思乱想”ꎬ但身体不会将其都变为行动ꎬ所
以“行动失序”的情形较少发生ꎬ尤其是对于精

神总体正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ꎮ 但在脑机接口

的介导下ꎬ只要 ＢＣＩ 足够敏感ꎬ人脑的任何胡思

乱想都可能被脑机接口所接收ꎬ从而导致外部设

备的无序甚至“疯狂”运转ꎬ形成不可思议的后

果ꎬ脑机接口由此有可能“降低了我们控制对象

乃至我们自身的能力”ꎮ〔２５〕 这也表明ꎬ脑机接口

所造就的技术性知行合一ꎬ还存在着什么样的知

与什么样的行相匹配的问题ꎬ尤其是为了实现良

知与良行的合一ꎬ需要有对知和行进行“查错”
“纠偏”的机制ꎬ这也正是人文性或价值性的知

行合一需要植入到技术性知行合一的地方ꎮ
第三ꎬ人机交互中的行动归责问题ꎮ
上一节探讨新型知行合一系统中人和机器

谁是行动的主体时ꎬ已涉及行动的归责问题ꎬ 这

里主要分析潜意识通过 ＢＣＩ 所转化的行动以及

脑云接口介导的行动之归责问题ꎮ
人的心智活动中ꎬ除了有能被自己觉察的意

识活动外ꎬ还有大量不被觉察的潜意识活动ꎬ人
们即使在清醒状态下也无法自觉地控制这些潜

意识ꎮ 在使用脑机接口时ꎬ潜意识有可能对其正

常工作产生意外干扰ꎮ 当潜意识不受控制地传

递给脑机接口并转换为行动时ꎬ会导致种种意愿

之外的实践后果ꎮ 这就是“不自觉”的“知”对于

行的错位匹配ꎬ此时脑机接口系统的人工行动不

是来自人脑中自觉的运动想象ꎬ而是来自其不自

觉的潜意识ꎬ ＢＣＩ 由此成为 “潜意识的执行

器”ꎮ〔２６〕奥布罗链等人特别分析了潜意识支配脑

机接口的行动时可能会出现的复杂情形:在脑机

接口采集脑信息的灵敏性达到一定程度时ꎬ将有

能力探测到人脑的潜意识活动ꎮ 如果由于 ＢＣＩ
对其用户的潜意识进行了响应而发生了事故ꎬ那
么显然存在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ꎮ 此时要使用

者来承担责任是很困难的ꎬ因为他们既不知道自

己在想什么ꎬ也无法控制触发某些动作的潜意

识ꎮ 这种 ＢＣＩ 可以利用大脑潜意识活动的能力

会从根本上使我们的主体概念复杂化ꎬ〔２７〕 从而

也使归责的问题复杂化ꎬ尤其是当潜意识通过知

行接口引发了破坏性的后果时ꎬ我们就会面对更

难处理的问题ꎮ 这时ꎬ我们既要提防脑机接口被

“不怀好意”的人用来“做坏事”ꎬ也要避免没有

恶意的“好人”因为联结了脑机接口而在潜意识

作用下的“无意为恶”ꎬ这也可以看作是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所说的“平庸之恶”的技术版

本ꎮ 凡此种种ꎬ都是良知与良行未能实现合一的

“知行相悖”现象ꎮ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ꎬ一个人要为某事担责ꎬ

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以一种

特定的方式行事ꎮ 而潜意识支配的行为通常被

认为是非自愿的ꎬ所以至少其不会因此负全部责

任ꎬ但由于脑机接口这种特殊的知行联结所具有

的破坏性后果的风险存在ꎬ所以必须寻求减少甚

至避免这种风险的路径ꎮ 比如可以从技术上努

力ꎬ将脑机接口提升到能够自动识别和排除人脑

中产生的不合理的行动意图ꎬ使其具有纠错、纠
乱、过滤的功能ꎬ能够识别脑信号意外的和无意

的神经激活ꎬ从而智能化地阻止某些不合理的危

险的“知”借助脑机接口而走向“行”ꎮ 也就是

说ꎬ基于脑机接口的知行联结除了要确保行为效

果的合目的性ꎬ还必须解决种种“知行失配”(即
未能达成良知与良行的合一)的问题ꎬ使得合目

的的“行”必须联结的是自觉、理性、有序以及善

良的“知”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技术手段)来避

免人机之间的知行错位ꎮ 相信人工智能水平的

提高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ꎮ
此外ꎬ当脑机接口发展到更高水平ꎬ还会产

生人脑与电脑云的联结ꎬ即所谓“脑—云接口”ꎬ
此时众人的“知”可以结成一个“认知共同体”来
控制应用系统的“行”ꎬ结成一个更加庞大的知

行合一系统ꎬ这个系统中众人的认知融合所导致

的可能是在众人的意识交互状态下进行决策、实
施行动ꎬ即“由 ＢＣＩ 连接的群体作出集体决策和

采取集体行动ꎮ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场景中ꎬ可能

无法确定哪个人对哪种思想负责ꎬ并最终为行动

负责ꎮ 以这种方式使用的 ＢＣＩ 不仅会挑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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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观念ꎬ还会挑战个体和代理主体的观念ꎮ
假设 ＢＣＩ 确实使人们能够连接在一起执行任务ꎬ
将对用户的责任分配产生重要影响”ꎮ〔２８〕 尤其是

当融合心灵控制的行动所形成的后果如果是意

外的破坏性的ꎬ就有可能很难准确溯因ꎬ找到究

竟是谁的“知”主导了如此的“行”ꎮ 对此ꎬ有学

者倡导还需要有集体责任的概念ꎬ〔２９〕 需要对不

同维度的责任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整合ꎬ来为这个

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中的责任追溯问题搭建一

个复杂而完整的治理框架ꎮ
第四ꎬ知行交互中的主体功能极化问题ꎮ
脑机接口不仅可用于恢复残障人士的行动

能力ꎬ而且可用于为正常人做事ꎬ逐渐替代人的

一切体能性行动ꎬ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知行

分裂的新可能:“行”的功能与人渐行渐远ꎬ所有

基于体能之劳作都移交给 ＢＣＩ 系统全权代理ꎬ人
以纯粹“动脑”的主体代替了过去需要“动手”所
充当的工具ꎮ 当脑机接口极大地增强了“替代性

动手”的效果时ꎬ是否意味着人自身可以是纯粹

的“知者”而不再是“行者”? 当人自身只需脑中

的知就能达到一切目的时ꎬ是否也意味着在人身

上发生了知对于行的消解和侵吞? 这显然是脑

机接口的功能极化后ꎬ导致的人的功能的极化ꎬ
从人之为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来看ꎬ我们

似乎难以选择这样的极化生存方式ꎬ此时人文性

知行合一的介入与补充再度显得必不可少ꎮ
还需要指出的是ꎬ基于脑机接口的知行交互

和转化即知行合一ꎬ虽然迈过了身体这个物质性

的中介ꎬ但并不意味着“知”或意念可以直接造

就行的效果ꎬ即作为“精神”的知在此时也不是

凭空就转化为可改变物质的行ꎬ而是仍然要借助

作为物质和硬件系统的脑机接口及其相应的外

周设备ꎬ并且还要借用外部的自然力(如电力)
才能完成这样的转化ꎮ 没有人所创造的这些物

质系统和借用的外部能量ꎬ“知”无论如何神奇

也不可能转化为行ꎬ在这个意义上ꎬ“知”也仍然

是不可以恣意妄为的ꎬ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

行ꎬ仍然受限于脑机接口和实施器具的技术水

平ꎬ因此这里所验证的是一种基于唯物论的知行

合一ꎬ而非一种基于唯心论的知行合一ꎮ

注释:
〔１〕〔１６〕Ｙｏｕｎｇ Ｍ. ꎬ“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ＪＯＢ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２０ꎬｐｐ. ４ － ６.
〔２〕〔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９〕〔２２〕〔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

〔２９〕 Ｇｅｒｄ Ｇｒüｂｌ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Ｈｉｌｄｔ( ｅｄｓ. )ꎬ 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ꎬ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１０２ꎬ１２２ꎬ１５０ꎬ１１１ꎬ
２００ꎬ２６ꎬ２０１ꎬ１６７ꎬ１６８ꎬ１７６ꎬ１６７ꎬ１６７ － １６８ꎬ１６３ － １８２.

〔３〕〔巴西〕米格尔尼科莱利斯:«脑机穿越:脑机接口改

变人类未来»ꎬ黄珏苹、郑悠然译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ＩＩＸ 页ꎮ

〔４〕〔１３〕〔１７〕 Ｓｔｅｉｎｅｒｔ Ｓ. ꎬＢｕｂｌｉｔｚ Ｃ. ꎬＪｏｘ Ｒ. ꎬｅｔ ａｌ. ꎬ“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３２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４５７ － ４８２.

〔５〕Ｌｅｅ Ｊ. ꎬ“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ｕａｌｉｓｍ:ａ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ｏｆ ｂｒａｉｎꎬｍｉｎｄꎬａｎｄ ｂｏｄｙꎬＡＩ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
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９ － ４０.

〔６〕肖峰:«知行接口及其哲学分析»ꎬ«东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８〕〔２０〕Ｋöｇｅｌ Ｊ. ꎬＪｏｘ Ｒ.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Ｏ. ꎬ“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ｌｉｋｅ ｔｏ

ｕｓｅ ａ ＢＣＩ?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ｕｓｅｒｓ”ꎬ ＢＭ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ꎬｖｏｌ. ２１ꎬｎｏ. ２ꎬ２０２０ꎬｐｐ.
１ － １４.

〔９〕〔１８〕贺麟:«知行合一新论»ꎬ载«贺麟选集»ꎬ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８５、３７３ － ３９１ 页ꎮ
〔１１〕Ｗｏｌｐａｗ Ｊ. ꎬＢｉｒｂａｕｍｅｒ Ｎ. ꎬＨｅｅｔｄｅｒｋｓ Ｗ. ꎬｅｔ ａｌ. ꎬＢｒ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
ｉｎｇꎬ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２２ － ２２５.

〔１５〕Ｄｒｅｗ Ｌ. ꎬ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ꎬ Ｎａ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５７１ꎬｎｏ.
７７６６ꎬ２０１９ꎬｐｐ. Ｓ１９ － Ｓ２１.

〔２１〕张瑞:«面向重度残疾人的脑机接口功能辅助研究»ꎬ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２３〕Ｗｅｇｎｅｒ Ｄ. ꎬＳｐａｒｒｏｗ Ｂ. ꎬＷｉｎｅｒｍａｎ Ｂ. ꎬｅｔ ａｌ. ꎬ“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ａｇｅｎ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６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８３８ －
８４８.

〔责任编辑:刘　 鎏〕

—９７—

脑机接口与知行合一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