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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

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

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

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

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

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

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

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

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功能基因与脑疾病 

研究方向 2 神经环路与认知功能 

研究方向 3 脑智发育与提升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林龙年 研究方向 学习记忆神经机制研究 

出生日期 1964.11.20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7.12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殷东敏 研究方向 突触与精神性疾病 

出生日期 1981.1.13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8.4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杨雄里 研究方向 视网膜神经机制研究 

出生日期 1941.10.14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7.12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SSCI 68 篇 EI 0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

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857.7 万元 纵向经费 2800.8 万元 横向经费 56.9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4 项 授权数 0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

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1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1 人 

院士 0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  人 

短期 1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2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长江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千人计划 1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29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林龙年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 编委 

蔡清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副主编 

蔡清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副主编 

周晓明 《Audito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编委 

赖玉平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编委 

袁小兵 《Neural Development》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7 人 国外 2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

后 
2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神经生物学 学科 2 认知神经科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46 人 在读硕士生 164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38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214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 0 项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2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2019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6214 M2 实验室网址   http://sbg.ecn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

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726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 2019年度发表论文 69篇（SCI/SCIE论文 55篇，SSCI

论文 13 篇,其他 1 篇），其中一、二单位署名论文 52 篇，二区（中科院分区）

以上论文 26篇。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申请专利 4项。 

 

2019 年度科研亮点： 

1、蓝斑-中央杏仁核环路对习得性防御反应的神经调控机制（顾怡然/林龙

年） 

杏仁核在动物的防御反应调控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杏仁核功能失调是导致

恐惧和焦虑症的主要病因。鉴于目前临床批准的药物治疗通常针对单胺类递质系

统，而去甲肾上腺素是主要由蓝斑释放的一种单胺类神经调质，长久以来被认为



 

 

在恐惧和焦虑状态下过量释放，所以杏仁核中的去甲肾上腺素稳态水平的改变可

能是导致这些疾病的病因，但对于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能受体在巴甫洛夫防

御反应中的作用和神经调控机制目前仍所知甚少。由于中央杏仁核是杏仁核的主

要输出核团，主要负责对于厌恶性刺激的防御性反应。我们推测，去甲肾上腺素

可通过作用于中央杏仁核，来调节防御反应中恐惧记忆的表达。 

研究恐惧记忆最成功的实验模型是巴甫洛夫恐惧记忆条件反射模型。在实验

过程中，一个中性条件性刺激 CS，例如声音，和一个厌恶性非条件性刺激 US，

例如中等强度的电击。当 CS 和 US 配对之后，单独的 CS 就可以触发行为学、自

主神经和内分泌的恐惧条件反应 CR。研究发现：在大鼠防御反应的恐惧记忆（弱

/强/长时记忆）表达中，腹腔注射或者中央杏仁核脑区注射β-ARs 拮抗剂

propranolol会显著性降低动物的僵直反应，腹腔注射β2-AR激动剂 procaterol

则升高。使用 DREADDs 化学遗传学技术发现：通过 DBH-hM3Dq 受体激活或者

DBH-hM4Di受体抑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支配中央杏仁核的轴突末端。在恐惧记

忆表达测试之前，腹腔注射或者中央杏仁核脑区特异性注射 CNO，可相应的显著

性增加或者降低僵直反应。实验进一步结合药理学，在中央杏仁核脑区注射β

-ARs 拮抗剂 propranolol 可逆转通过 hM3Dq 受体激活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支配

中央杏仁核的轴突末端诱导的僵直反应的显著性升高。综上所述，从蓝斑去甲肾

上腺素能神经元到中央杏仁核的投射，激活了中央杏仁核肾上腺素能受体β

-ARs，从而双向调控应对威胁刺激的条件性防御反应的表达。论文被自然子刊

《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作为封面文章接受发表。（Molecular Psychiary 

2019，Nov.22，Epub） 

 

2、WDR45 调节内质网稳态和神经元死亡导致神经退行性病变（廖鲁剑） 

螺旋桨蛋白相关的退行性变（BPAN 病）是以基底神经节处存在高浓度铁为

标志的神经退行性疾病(NBIA)的一种亚型。由于铁离子在氧气运输、线粒体呼吸、

神经递质合成和代谢等多种基本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其代谢异常产生

的羟基自由基将氧化 DNA、蛋白质、糖类和脂质，从而损伤细胞和脑生理功能。 



 

 

WDR45 是 BPAN 病的致病基因，它所表达的蛋白可以与 ATG2、ATG6、ATG18

共同作用，通过影响磷脂酰肌醇 3-磷酸效应物参与细胞自噬调控。WDR45 的缺失

会导致细胞自噬水平发生异常。尽管目前对于 WDR45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是仍

不清楚它的缺失如何导致 BPAN 中的神经元变性，并且也不清楚自噬功能的障碍

是否是该疾病中的主要细胞基础。本研究利用 CRISPR-Cas9技术构建了 WDR45基

因敲除（KO）小鼠。WDR45 敲除小鼠在 Morris 水迷宫、八臂迷宫等行为学实验

中表现出了认知障碍，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发现老年 WDR45敲除小鼠前额皮质和基

底节神经元丢失，前额皮质细胞凋亡增加等神经退行性病变的标志。 

通过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 WDR45 敲除小鼠中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 ER）蛋白积聚。从细胞层面来说，由于 WDR45缺乏而导致的 ER蛋白

积累会导致 ER 应激的增加以及 ER 的质量控制受损。ER 应激的积累会通过

ERN1/IRE1和 EIF2AK3/PERK途径触发未折叠的蛋白反应（UPR），并最终导致神

经元凋亡。同时发现通过抑制 MTOR可以减弱 ER应激或激活自噬导致的细胞死亡。 

通过以上实验，证明了 WDR45缺失损伤神经元的自噬功能，同时也导致细胞

器自噬机制的损伤，为 BPAN 的病因提供了一种机制上的理解，并为治疗这一遗



 

 

传疾病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这一成果被 Autophagy 杂志接受发表。

（Autophagy 2019，Jun 23：1-17 Epub） 

 

3、认知训练改善老龄性听觉功能变化（周晓明） 

大脑功能随年龄的增加逐渐衰退是普遍的自然规律。而言语感知与声源定位

能力下降则是年龄相关的脑听觉与认知功能衰退最显著的两种表现，其中声源定

位对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与交流有重要意义。先前的研究发现，大脑听觉皮层

在个体的声源定位中扮演者着重要角色。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认知训练诱导听皮

层神经元的方位调谐可塑性进而改善年龄相关的声源定位能力衰退？本项研究

采用特别设计的听觉训练范式对健康的老年鼠进行声方位辨别的认知训练，并将

这些动物的行为训练表征以及听皮层神经元的声方位选择性与年龄相匹配的对

照动物和年轻动物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认知训练可显著改善老年动物的声源定

位功能及听皮层神经元的声方位选择性，而动物个体行为表征和神经元调谐特性

改变与训练诱导的听皮层中一类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变化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提

示，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听知觉功能衰退，特别是声源定位能力下降或许可以

通过特定的认知训练诱导脑可塑性得以改善。（Cerebral Cortex 2019，Sep 3 

Epub） 

 

4、元记忆：主管大脑记忆的“元”帅 (郭思齐) 

元记忆，是人是否能够对记忆的准确程度进行自我评估的一种高级认知能

力。假想一场环沪旅行过后，当你被问及是否途经华东师范大学这个地标时，你



 

 

有多大的信心？你会开始搜索自我的记忆，进行再认并给出答案，此时你运用到

的便是自我的元记忆的能力。近年来，科学家试图在大脑的各脑区中搜寻主管记

忆的“元”帅，并初步定位至大脑的前额叶及顶叶区。 

郭思齐副教授团队的研究证实了

前额叶前端背侧(sdlPFC)在元记忆过

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该项研究中，

郭思齐团队通过对比 3 只前额叶前端

背侧损毁、3只眶额皮层(OFC)损毁（图

一）和 7 只正常对照组的猕猴在一项空

间延迟匹配位置任务上的

完成情况（图二）来探究前

额叶前端背侧在再认记忆

中的作用，以及元认知与自

信心在大脑中的表征是否

存在分离的可能性。实验发

现，仅前额叶前端背侧损毁的猕猴存有元记忆的缺陷（图三）。一系列的对照实

验和测试证明前额叶前端背侧损毁的猕猴的工作记忆、速度准确性权衡、肌肉运

动能力、威斯康辛卡片分类任务的表现与对照组毫无差别，从而证实了猕猴的前

额叶前端背侧对于元记忆、即自身记忆的评价和监控能力起到的关键作用。2017

年一项发表于《科学》杂

志的研究初步发现了灵长

类动物大脑前额叶前端背

侧与元记忆之间存有相关

性，而本项研究则首次证

实了这中间的因果决定性

关系。除此以外，过去的

研究发现大脑的眶额皮层

(OFC)也是表达自信心的一个重要脑区，本项研究开拓性地将自信心与元认知能

力的关系在大脑中进行了分离。通过对照实验，发现眶额皮层在可能表达自身自

信心的前提下，缺席了元记忆的表征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元记忆是元认知能力



 

 

的一种重要类型，在动物模型中对自信心或元记忆进行评估一直极为困难，该项

研究新颖地结合了猕猴反应时指数的分布，与三种元认知能力的指标来对猕猴的

元记忆能力进行量化描述，将为其他动物元认知能力的研究带来理论性的价值。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9，39(30), 65922-5934） 

 

5、人类社会交互空间的定量化测量与模型构建（蒯曙光） 

    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互动

交流时，他们会形成一个群体。而在人群中识别出这些社会群体的存在对人类在

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使用最新的虚拟现实技术平台，定量

化地控制场景的社会信息，结合计算模型深入探讨了人类大脑对社会信息整合规

律，并以此提出基于人类心理规律进行社会群组分析的算法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人类是如何利用视觉输入的社会交互信息将他人进行知

觉整合的，并且进一步在大型、动态的真实社会场景数据库中验证了模型的有效

性。研究在理论上，研究借鉴物理学场论，建立了人类社会交互场的理论，并类

比经典力学的场推导出了人类社会整合的数学模型，首次用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信

息的整合计算规则进行了描述，将二分的社会交互状态量建构为一个变化的连续

量，最终发现其可以很好的解释现实生活场景中的社会分组现象，证明了人类的



 

 

社会交互是一个连续变量而非绝对的二分变量。在技术上，使用最新虚拟现实实

验技术平台，通过场景重建、人物 3D 扫描、动作捕捉等技术，模拟出各种接近

现实的实验场景，让被试在具有生态效度的环境中进行实验任务的操作，解决长

久以来无法定量化操纵社会场景信息的技术问题。在这样的技术框架下，能够通

过复杂的心理物理实验来量化社会整合的规则，建立量化的数学模型进行描述与

预测。本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心理学实验研究排名第一的杂志 Nature Human 

Behaviour。（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9，3(8), 847-855） 

 

6、基于微芯片技术的脑活动多道记录系统（徐佳敏/林龙年） 

    二十一世纪脑科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活体动物中探测脑神经环

路的最基本单元，即神经元的活动。美国的大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中，

有一大研究方向即为“通过发展及应用大规模观

测神经元活动的新方法，对功能性大脑的动态活动

进行描绘”。在这一方针的推动下，在神经元电活

动探测领域，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机构和公司提出

了各具优势的研究方案。而国内目前在这一领域的

探索和积累则寥寥无几。本研究融合微电子加工、

超低功耗芯片设计和制造、大规模神经数据传输和

记录等交叉学科优势，开发了一套基于微芯片技术

的多通道神经活动记录系统。在芯片性能指标上，

实现了 64 通道神经信号采集芯片的设计和流片，

该芯片输入噪声仅 6.7μV，单通道功耗仅 0.34mW，

总功耗 2.6mW，是目前已知的所有神经

活动记录芯片中功耗最低的芯片。 

 

     同时，研究团队还设计制造了高能

效 2.4GHz/3.2GHz 双频带无线发射机，

实现了 64通道无线双向数据传输，采样

频率 40KHz，传输距离达到 4 米以上，

使用 3V锂离子纽扣电池供电，可连续工



 

 

作 24小时以上。 

      综上所述，我们研发了一套低功耗、无线传输距离远的多通道神经活动记

录系统，不仅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为功能性脑活动图谱的绘制研

究提供了国产化的研究工具。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9 年度，重点实验室新增（含获批）科研项目 33 项，合同经费 3642.1

万元，实到经费 2283.4 万元。按照项目级别，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15 项, 省部

级项目 10 项，企事业委托项目 8 项。 

按照项目来源，其中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成生物学驱动

的智能病毒传感器用于人畜共患病毒的预防和控制研究”；10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和 3项青年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中以）项目“抑

止海马谷氨酸释放修复神经分裂症小鼠模型的兴奋/抑止失衡和异常行为”； 1

项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机制研究”；1项上海市科委重点

项目；1项上海市教委基地项目；1项上海市“扬帆计划”人才项目和 14项其他

项目。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延续项目 68 项，实到经费 574.3 万元。 

其中包括主持 “973计划”项目子课题 1项；主持/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项

目 3项；主持“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6 项 、青年项目 3项、优青项目 1项、

国家自科国际合作项目 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2项；教育部“创新引智计划”

项目 1项；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 3项和重点项目 3项；上海市科委实验动物支持

项目 1项；上海市人才计划 5项和其他项目 26项。 

2019 年度总共承担（含获批）科研项目 101 项，全年到位经费总计 2857.7

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

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代谢应激过程中蛋白

质修饰的调控机制及

其生理病理效应 

2015CB910402 
李晓

涛 
2015.1.1-2020.12.31 448 

“973”

计划 

2 
钙调蛋白乙酰化在 LTP

和场景恐惧记忆中的

功能研究 

31970900 
殷东

敏 
2020.1.1-2023.12.1 58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3 

海马 CA1神经元在联合

型学习过程中所发生

的突触活动及获取记

忆的突触可塑性 

31970957 
王智

如 
2020.1.1-2023.12.1 58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4 
视觉信号对听皮层神

经元信息处理的调制 
31970925 

俞黎

平 
2020.1.1-2023.12.1 58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5 
基于词汇语义网络的

语义表征与语义整合

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31970987 蔡清 2020.1.1-2023.12.1 58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6 
团体创造活动中的脑-

脑间神经互动机制 
31971002 郝宁 2020.1.1-2023.12.1 59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7 
记忆诱导序列眼动的

皮层调控机制 
31871079 

陈爱

华 
2019.1.1-2022.12.1 6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8 
有效互动学习的神经

基础：基于师生之间大

脑同步的研究 

31872783 胡谊 2019.1.1-2022.12.1 6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9 

CHD8与线粒体呼吸链

的相互调节在神经发

育及自闭症谱系障碍

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研

究 

31871501 
袁小

兵 
2019.1.1-2022.12.1 59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0 

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

萎缩症相关蛋白 OPA3

的人源化突变小鼠模

型建立及基因编辑治

疗研究 

81873685 
李大

力 
2019.1.1-2022.12.1 41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1 

合成生物学驱动的智

能病毒传感器用于人

畜共患病毒的预防和

控制研究 

31861143016 
叶海

峰 
2019.1.1-2021.12.1  

国家自

科基金 

（重点） 

12 
REGgamma蛋白酶体功

能的调控机制 
31730017 

李晓

涛 
2018.1.1-2022.12.1 345 

国家自

科基金 

（重点） 

13 
抑止海马谷氨酸释放

修复神经分裂症小鼠

模型的兴奋/抑止失衡

31861143033 
殷东

敏 
2019.1.1-2021.12.1 190.7 

国家自

科（国际

合作） 



 

 

和异常行为 

14 
中隔海马胆碱能投射

对海马场电节律和记

忆的调控 

31661143038 
林龙

年 
2017.1.1-2019.12.1 168 

国家自

科（国际

合作） 

15 
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

脑科学机制 
17DA323 

周永

迪 
2018.1.1-2020.12.31 60 

国家社

科基金 

（重大） 

16 
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

问题研究：认知的视角 
15ZDB121 

刘永

芳 
2016.1.1-2020.12.31 80 

国家社

科基金

（重大） 

17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

碍多模态精准诊疗方

案优化研究* 

2017YFC 

0909200 

崔东

红/

殷东

敏 

2018.1.1-2021.8.31 12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18 

重大风湿免疫疾病个

性化靶标发现及精准

治疗-重大风湿免疫病

生物标志物的鉴定及

功能* 

2016YFC0906202 
赖玉

平 
2016.7.1-2020.12.31 15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19 
CamKII在创伤后应激

障碍中的作用 
2016YFE0130500 

曹晓

华 
2017.4.1-2019.4.1 166 

政府间

国际科

技创新

合作”重

点专项 

20 
脑计算和认知科学创

新引智基地 
B16018 

汪小

京 
2016.1.1-2021.1.1 450 

高等学

校学科

创新引

智计划 

21 情绪训练系统研究 
18-163-15- 

ZT-001-002-04 

蒯曙

光 
2018.1.1-2019.9.30 134 

国防科

技创新

特区 

22 
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

机制研究 
19JC1410100 

林龙

年 
2019.7.1-2022.6.30 2000 

上海市

科委 

（重大） 

23 
全脑神经联接图谱与

克隆猴模型计划 
2018SHZDZX05 

林龙

年 
2018.7.1-2023.6.31 1120 

上海市

科技（重

大、共

建） 

24 
设计、构建精准可控定

制化细胞及其在生物

医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18JC1411000 
叶海

峰 
2018.6.1-2021.5.31 776 

上海市

科委 

（重大） 



 

 

25 
基于微芯片技术的脑

活动多道记录系统 
16JC1400100 

林龙

年 
2016.7.1-2019.6.30 1000 

上海市

科委 

（重大） 

26 
采用新型邻近标记技

术研究 REGgamma 蛋白

酶体的底物识别机制 

19JC1411900 
李晓

涛 
2019.11.1-2022.1.31 100 

上海市

科委 

（重点） 

27 
序列运动的神经元解

码 
18JC1412500 

陈爱

华  
2018.6.1-2021.5.31 80 

上海市

科委 

（重点） 

28 
电刺激听觉皮层重塑

中枢方位调谐的神经

机制  

18JC1412600  
周晓

明 
2018.6.1-2021.5.31 60 

上海市

科委 

（重点）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
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
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 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功能基因与脑疾病 殷东敏 

袁小兵、李晓涛、梅兵、赵

政、张巍、叶海峰、李大力、

赖玉平、廖鲁剑、王惠敏 

2、神经环路与认知功能 林龙年 

周永迪、汪小京、董晓蔚、

曹晓华、陈爱华、周晓明、

张季平、王智如、俞黎平、

许兢宏 

3、脑智发育与提升 郭秀艳 

蔡清、周晓明、胡谊、蒯曙

光、库逸轩、孟慧、李先春、

郭思齐、汪晨波、李世佳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林龙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4-2019 

2 周永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4 2009-2019 

3 汪小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14-2019 

4 郭秀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9 2009-2019 

5 周晓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09-2019 

6 殷东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8 2014-2019 

7 袁小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6 2013-2019 

8 梅兵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2 2002-2019 

9 赵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60 2005-2019 

10 曹晓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7 2005-2019 

11 王惠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4 2009-2019 

12 张季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9-2019 



 

 

13 董晓蔚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62 2009-2019 

14 袁崇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6 2010-2019 

15 李晓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10-2019 

16 李大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1 2010-2019 

17 张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6 2011-2019 

18 陈爱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0 2012-2019 

19 库逸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7 2012-2019 

20 蔡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8 2012-2019 

21 廖鲁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2019 

22 赖玉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1 2013-2019 

23 刘永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3-2019 

24 邓赐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2019 

25 胡谊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3-2019 

26 李先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13-2019 

27 叶海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8 2015-2019 

28 蒯曙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7 2015-2019 

29 刘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6 2018-2019 

30 孟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4 2018-2019 

31 庞维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9 

32 郝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19 

33 王智如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5 2007-2019 

34 俞黎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3-2019 

35 许兢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14-2019 

36 郭思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4-2019 

37 潘逸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17-2019 

38 赵宇岚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17-2019 

39 李世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5 2019 



 

 

40 汪晨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2 2019 

41 王一集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4 2019 

42 徐佳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2 2017-2019 

43 顾怡然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2 2019 

44 孟博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高级工程师 41 2003-2019 

45 段燕红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7 2010-2019 

46 谭娟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实验师 37 2012-2019 

47 王丽娜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5 2012-2019 

48 张莹莹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工程师 38 2013-2019 

19 单烨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1 2018-2019 

50 高虹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40 2010-2019 

51 沈青叶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3 2010-2019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

作期限 

1 濮阳蓁 博士后 女 30 博士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2017-2019 

2 张海龙 博士后 男 29 博士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8-2019 

3 程远 博士后 男 28 博士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4 吕婷 博士后 女 34 博士 中国 美国西北大学 2019 

5 丛尧 访问学者 女 48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2019 

6 党素英 访问学者 女 46 副教授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2019 

7 张军 访问学者 女 51 
主任技

师 
中国 

同济大学附属一

妇婴 
2019 

8 李杨 访问学者 男 51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上海药物

所 
2019 

9 沈峰岩  访问学者 男 39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 
2018-2019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

作期限 

10 陈平 访问学者 女 47 
主治医

师 
中国 

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 
2018-2019 

11 俞璐 访问学者 女 37 
主治医

师 
中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普陀医院 
2018-2019 

12 金鑫 访问学者 男 37 副教授 中国 美国 Salk研究所 2019 

13 
Nikolaos 

Aggelopoulos 
访问学者 男 58 

副研究

员 
英国 伦敦大学 2019 

14 钱卓 兼职教授 男 57 教授 美国 
美国乔治亚医学

院 
2002-2019 

15 冯国平 兼职教授 男 59 教授 美国 美国杜克大学 2009-2019 

16 徐冬溶 兼职教授 男 50 教授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 
2009-2019 

17 Mark Bodner 兼职教授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 MIND 

Research 

Institute 

2009-2019 

18 何子江 兼职教授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路易斯维尔

大学 
2009-2019 

19 马继延 兼职教授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俄亥俄州立

大学 
2013-2019 

20 蔡昕颖 兼职教授 男 41 副教授 中国 上海纽约大学 2014-2019 

21 李斐 兼职教授 女 45 

教授、

主任医

师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新华医院 
2016-2019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重点实验室依托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以生物

学和心理学两个一级学科为基础，负责承担“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二级学科的建设，同时参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基础心理学”等其

他相关二级学科的建设。 

重点实验室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重点实验室定位于脑认知领域的基础研究，从分子、细胞、神经网络、功能

神经环路等多个层次，探索大脑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

系；拥有一支较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承担了包括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等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 101 项，2019

年度发表科研论文 69篇，其中一、二单位署名论文 52篇，二区（中科院分区）

以上论文 26篇；申请专利 4项。为学科发展的前沿性提供了保证。2014年成立

的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脑与认知科学联合中心，2015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

-海法大学神经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6年正式启动的“111引智计划”，以及

在此基础上申请的国家自科国际交流项目等为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与此同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学科课程建设，承担了学院部分

本科课程、“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专业课程授课，2019年度本

科教学 1380学时，研究生教学 2214学时，为学科课程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才培养方面，“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两个学科点所有的博

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均来自实验室，并且支撑了两个学院其他二级学科如生理

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学科的建设。2019年

新招博士生 27人，硕士生 56人，毕业博士 24人（授予学位 17人），毕业硕士

50（授予学位 50）；在读博士生 119人，硕士生 108人。 

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 

重点实验室在“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物学”二级学科建设中，利用脑

认知研究的多层次和复杂性特点，围绕重点实验室三大研究方向：功能基因与脑

疾病、神经环路与认知功能、脑智发育与提升，整合学校现有资源和研究人员，



 

 

建设交叉融合的特色研究团队，对接国家和上海市科技发展需求和战略布局，申

请重大项目，产生一批原创性的重要科学成果，从而更好地推动学科交叉。2019

年获批上海市重大项目“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机制研究”，将脑科学与教育学结

合，探讨脑智发育的神经机制，为儿童脑智提升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重点实验室作为华东师范大学重要科研基地，支撑了生命科学学院和心理与

认知科学学院 “生物学”和“心理学”两个一级学科的建设，承担了“神经生

物学”、“认知神经科学”两个二级学科的主体建设，同时参与了“生理学”、

“分子生物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多个二级学科的建设。 

重点实验室人员承担了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部分本科

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任务。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包括神经生物学、神经科学研究、

认知神经科学概论、神经科学研究方法、高级实验动物学等；本科生课程包括脑

科学进展（菁英班）、神经生物学（双语）、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动物生理

学等多门课程。2019年度本科教学 1380学时，研究生教学 2214学时，是学科

课程建设的重要力量。 

重点实验室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培养，每年组织博士生“年度进展报告会”，

邀请校内外专家组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工作进行考核和点评，促进研究生及时调

整科研思路，提升科研工作质量；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学术报告和组织专题

讲座，促进研究生接触学术前沿，开阔学术思路；资助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各

种学术会议；从各个环节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以学生

为一作发表一单位科研论文 29篇，其中二区（中科院分区）以上论文 17篇。研

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并作邀请报告 2场。 

同时，重点实验室欢迎和鼓励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开展学习和科研工作， 接

收多名本科生进入重点实验室，并且指导本科毕业论文 2项。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点实验室依托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承担了“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两个二级学科的研究生培

养。“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两个学科点所有的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

导师均来自重点实验室，同时支撑了两个学院其他二级学科如生理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2019年新招

博士生 27人，硕士生 56人，毕业博士 24人（授予学位 17人），毕业硕士 50

（授予学位 50）；在读博士生 119人，硕士生 108人。 

重点实验室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培养，通过组织“开题报告会”、“年度进展

报告会”、国内外知名学者学术报告、专题讲座、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等方式，从各个环节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以学生为

一作发表一单位科研论文 29篇，其中二区（中科院分区）以上论文 17篇。研究

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并作邀请报告 2场。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

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以学生为一作发表一单位科研论文 29篇，其中二区（中

科院分区）以上论文 17篇。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11级博士生顾怡然（导师：林龙年）：Yiran Gu, Walter T. Piper, Lauren A. 

Branigan, Elena M. Vazey, Gary Aston-Jones, Longnian Lin, Joseph E. LeDoux* & 

Robert M. Sears* ，A brainstem-central amygdala circuit underlies defensive responses 

to learned threats，Molecular Psychiatry，2019 Nov 22; [Epub ahead of print]。

（ IF:11.973） 



 

 

15 级博士生万慧达（导师：廖鲁剑）：Huida Wan, Qi Wang, Xiuting Chen, 

Qiufang Zeng, Yanjiao Shao, Houqin Fang, Xun Liao*,  Hu-Song  Li,  Ming-Gang  

Liu,  Tian-Le  Xu,  Miaomiao  Diao,  Dali  Li,  Bo  Meng, Bin Tang, Zhuohua 

Zhang*, Lujian Liao*，WDR45 contributes to neurodegeneration through regulation of 

ER homeostasis and neuronal death，Autophagy，2019 Jun 23:1-17  [Epub ahead of 

print]。（ IF:11.059） 

18级博士生周晨（导师：蒯曙光）：Zhou C, Han M, Liang Q, Hu YF, Kuai SG.*，

A social interaction field model accurately identifies static and dynamic social 

groupings.，Nat Hum Behav，2019 Aug;3(8):847-855。( IF: 9.5804）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学生报告 王雷 博士 
4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 

Neuroscience Society 
王惠敏 

2 学生报告 左淑珍 硕士 
4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 

Neuroscience Society  
郭思齐 

3 墙报 许心明 硕士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CNS) Annual Meeting 
郭思齐 

4 墙报 吴子奇 博士 
第一届中国计算与认知神经科学

研讨会 
陈爱华 

5 墙报 彭贝贝 博士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

学术会议 
刘帅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

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为促进重点实验室开放共享程度，营造创新、求实、开放交流的学术氛围，扩大

学术影响力。2019年度，脑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围绕功能基因与脑疾病、学习

记忆神经机制、感知觉机理与调控等多个方面，开设 4项开放课题，共计 32万元，

用于资助围绕实验室研究方向，创新性强的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课题，孵育原创性科

研成果。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

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基于 REGr-20S复合体结

构的小分子抑制剂研究 
8 万 丛尧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 
2019.1.1-2020.12.31 

2 

金属蛋白酶 ADAMTS18 在

脑血管新生中的作用研

究 

8 万 党素英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 
2019.1.1-2020.12.31 

3 

妊娠期急性脂肪肝

（AFLP）孕妇胎盘组织蛋

白组学研究 

8 万 张军        
主任技

师 

同济大学附属

第一妇婴保健

院 

2019.1.1-2020.12.31 

4 

对声刺激时间信息处理

的双耳优势的神经机制

研究 

8 万 李杨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 
2019.1.1-2020.12.31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  

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系统神经科学系列讲座：

“从病人到基本机制”学

术研讨会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 

周永迪 
2019 年 5 月 14

日 
100 

小型国

际 



 

 

 
Perception and 

Sensorimotor System 

脑功能基因组学重

点实验室 

陈爱华/

李黎 

2019 年 12 月

16 日-17 日 
50 

小型国

际 

 
2019长三角心理学青年

学者论坛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上海市

心理学会/上海市心

理学会 

周晓林/

周永迪 

2019 年 4 月 19

日-21 日 
180 区域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国内合作： 

重点实验室长期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上海纽约大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市中医学院等国内科研

机构保持合作研究，提供技术服务。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并受邀做会议报告 19次，

具体包括：1、林龙年，心理与脑高峰论坛（国内），“学习记忆神经编码”；2、

汪晨波，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委会 2019 年会（国内），“疼痛影

响人际合作的心理与神经机制”；3、林龙年, 第一届中国计算与认知神经科学

研讨会（国内），“海马神经元在体活动与信息编码”；4、陈爱华，第一届中

国计算与认知神经科学研讨会（国内），“Role of Macaque Frontal Eye Fields in 

hierarchical structured sequence”；5、汪晨波，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

会（国内）；“正念冥想对共情的积极影响：基于行为学和脑电的证据”；6、

林龙年，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高峰论

坛”（国内），“海马神经元电活动与信息编码”；7、曹晓华，中国神经科学

学会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高峰论坛（国内），“The Roles 

of αCaMKII in PTSD”。8、叶海峰，第十七次中国暨生物物理大会（国内），

“ Synthetic Far-red-light Controlled Optogenetic Device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9、叶海峰，第五届合成生物学青年论坛（国内），“中国绿茶

遇见合成生物学”；10、赖玉平, 中华中医药学会免疫学分会第五次学术交流会

（国内），“角质形成细胞调节银屑病发生、发展和复发的作用机制”；11、周

晓明，中国听觉大会（国内），“Reversal of age-related changes in cortical 

sound-azimuth selecticity with training”；12、林龙年，中国神经科学会学会第十

三届全国学术会议（国内），“Activity of PV positive interneurons in memory related 

brain areas”；13、曹晓华，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学术会议（国内），

“Mechanisms of memory disorders in PS1 and PS2 conditional double knockout 

mice”；14、周晓明，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学术会议（国内），“Reversal 

of age-related changes in cortical sound-azimuth selecticity with training”。15、赖

玉平，Atopic dermatitis international forum（国内），“DDX5 regulates IL-36R splicing 

in keratinocytes to control inflammation in psoriatic dermatitis”；16、周晓明，中国

防聋大会（国内），“认知训练改善听觉皮层声调谐老龄化”；17、殷东敏, 全

国动物行为学第七次研讨会（国内），“过表达 Nrg1 引起精神分裂症样行为及

其神经机制”；18、叶海峰，第十六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生物产业技术发展分论坛

（国内），“人工精准可控细胞构建与疾病治疗”；19、殷东敏，长三角神经科

学大会（国内）；“突触蛋白乙酰化在神经可塑性中的作用”。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内专家来访讲学 18 人次，具体包括：1、徐

敏，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Basal forebrain circuits for sleep-wake control”；

2、雷凯，西湖大学，“Understand and Manipulate the Cellular Basis of the Re

generation in Planarians”；3、张思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Top-down mo

dulation of visual processing”；4、徐楠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马神经

元的发育与新生”；5、谭浩，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智能汽车交互体验设

计与研究”；6、王佐仁，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Cross-species Study of th

e Evolution of Animal Cooperative Behavior”；7、童小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Kir4.1 channel deficits in NG2-glia contribute to the loss of myelin in i

schemic stroke”；8、袁逖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Probing cortical dynami

cs and plasticity in addiction”；9、沈昊伟，宁波大学，“可卡因成瘾的强迫觅

药模型认知灵活性损伤的前额叶机制”；10、贾杰敏，西湖大学，“Real-Time 

Interrogating Stroke”；11、罗振革，上海科技大学，“Unveiling Genetic Trait



 

 

s for Cortex Evolution”；12、李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童自闭

症的临床特征和诊疗进展”；13、毕国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ultiscale i

maging of neuronal synapses and circuits”；14、孙坚原，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Quantal transmission at single central synapses displays large variation in siz

e with subunit”；15、潘秉兴，南昌大学，“The amygdala microcircuit underl

ing chronic stress-induced anxiety”；16、蔡英杰，台湾阳明大学，“精神益生

菌-菌脑肠轴线与神经精神疾病”；17、郑平，复旦大学，“基底外侧杏仁核参

与药物戒断记忆提取的上下游神经环路”；18、杨国英，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看

见你的声音”。 

 

国际合作： 

重点实验室在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脑与认知科学联合中心（2014年）和

华东师范大学-海法大学神经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5年）基础上，积极推进国

际交流与合作。 

重点实验室在推进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 计划”）

---“脑计算和认知科学创新引智基地”（批准号：B16018）、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中以国际交流项目“中隔海马胆碱能投射对海马场电节律和记忆的调控”（批

转号：31661143038）和中以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CamKII 在创伤

后应激障碍中的作用”（批准号：2016YFE0130500）项目基础上，2019 年度正

式开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以国际交流项目“抑止海马谷氨酸释放修复神经分

裂症小鼠模型的兴奋/抑止失衡和异常行为”（批准号：31861143033）。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受邀做会议报告 11

人次，具体包括：1、赖玉平，2019 World Congress of Dermatology（国际），“The 

antimicrobial protein REG3A in skin diseases”；2、刘帅，2019 美国神经科学年会

（国际），“Stress hormone induces synaptic plasticity of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opamine neurons via D2 receptor signaling”；3、郭思齐，2019 美国神经科学年

会（国际），“Naturalistic Paradigms in Awake Monkeys: Bridging fMRI and 

Extra-Cellular Activities”；4、李晓涛，Oncology & Radiology-2019（国际），“ NIP30, 

a REGg inhibitor, accentuates anticancer sensitivity in p53-deficient tumor cells”；5、

叶海峰，2019 光遗传学技术与应用（国际），“Engineering of Far-Red 



 

 

Light-Controlled Optogenetic Devic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6、曹晓华，

2019 泰山学术论坛第三届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学术峰会（国际）, “Alpha-CaMKII 

activity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7、刘帅，6th Asian Congress of 

Schizophrenia Research（国际），“Mesolimbic dopamine in stress and schizophrenia”；

8、叶海峰，2019 年全球华人遗传学大会（国际），“Engineering of Far-red-light 

Controlled Optogenetic Devic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9、叶海峰，2019

亚洲合成生物学大会（国际），“When chinese green tea meets synthetic biology”；

10、叶海峰，2019 国际代谢科学大会（国际），“When chinese green tea meets 

synthetic biology”；11、郭思齐，NYU-ECNU Neuro Institute Retreat（国际），

“ neurophysiology of hippocampus-independent memories and temporal-order 

judgement in the macaque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2019 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外专家来访讲学 10 人次，具体包括：1、

Mengyuan Go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Neural Mechanism of Reward 

Learning in Visual Attention”；2、Michael Goldber，Columbia University，“Statistical 

Learning Drives Visual Selection”； 3、Angelo Arleo，CNRS - INSERM - Sorbonne 

University，“Impact of Healthy Ageing on Visuo-Spatial Cognition”；4、Jan Duc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Personality in Relation to Biomarkers as Risk 

Factors for Dementia”； 5、David A. Balota，David A. Balota，“Attentional Control 

and Biomarkers in Healthy Aging and Early Stage Alzheimer’s Disease”； 6、

Nikolaos Aggelopoulos，Leibniz Institute for Neurobiology, Germany，“Learning to 

recognize: perceptual learning of new objects in the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 of 

macaque monkeys”；7、Daryl Fougnie，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mbetween attention and memory”；8、牟炜

民，University of Alberta，“Human Spatial Memory and Navigation in 3D and 

Across-Boundary Spaces”；9、Michael Banissy，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using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to modulate social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n typical adults”；10、张汉霆，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Alzheimer’s 

Disease with Comorbidity of Depression: Treatment by  targeting phosphodiesterase 

and signaling mechanisms”。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华东师范大学重要科研基地之一，积

极开展科普活动。 

2019年度，重点实验室接待中国科协-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华师大分营）、

华师大附小、华师大四附中等多家单位的参观，参观人次总计约为 250 人；响应 

2019年全国科技周活动，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公众开放日活动，接待讲解 50多人；

重点实验室汪晨波老师受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华师大附属东昌南校的邀请，

进行了"教育与人的毕生发展”、“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应对”专题讲座，

听众约 200人。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杨雄里 男 教授 78 复旦大学 否 

2 张 旭 男 教授 58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否 

3 李葆明 男 教授 57 南昌大学 否 

4 郑 平 男 教授 61 复旦大学 否 

5 徐天乐 男 教授 54 上海交通大学 否 

6 孙坚原 男 教授 56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否 

7 何士刚 男 教授 56 上海交通大学 否 

8 李 涛 女 教授 54 四川大学 否 

9 胡新天 男 教授 55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否 

10 何 成 男 教授 55 第二军医大学 否 

11 周嘉伟 男 教授 57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否 

12 舒友生 男 教授 48 北京师范大学 否 

13 李卫东 男 教授 48 上海交通大学 否 

14 周永迪 男 教授 64 华东师范大学 是 

15 林龙年 男 教授 55 华东师范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主题：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时间：2019年 12月 24日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脑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所一楼会议室 

出席：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杨雄里院士、南昌大学李葆明教授、复旦大

学郑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徐天乐教授、何士刚教授、中科院物理所孙坚原教授、

四川大学李涛教授、海军军医大学何成教授、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周嘉伟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舒友生教授、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胡新天教授出席了会议；中科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张旭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李卫东教授因事未出席会议。华东师范大

学出席会议的有李志斌副校长、科技处杨艳琴副处长、王华副处长、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主任林龙年教授、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周永迪教授、重点实验室 PI 及

多位教师。 

会议纪要：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重点实验室为华东师范大学重要科研基地，具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学

校单独给重点实验室设置编制和财务帐号、仪器设备和科研用房相对集中。依托

单位和主管部门在人员、经费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与大力支持。 

2019 年度，学校共计投入 726 万元用于重点实验室建设。其中，包括人才

建设经费 500万元；实验室运行经费 100万元；水电费 60万元；物业费 30万元

和临时人员工资 36 万元，用于支持实验室日常运行。 

同时，为支持中北校区生命科学研究，学校启动了“比较医学实验中心”建

设项目，属于校级公共创新平台-中北实验动物中心（啮齿类）。拟建面积 2496

平，基建投入约 3400 万元； 仪器设备投入 3963 万元（2019 年已执行 1142 万

元）。为中北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学校在诸多方面给与重点实验室优先支持与保障，包括：高层次人才引进、

项目申报、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给与政策倾斜；通过“海外高层次专家项目”，鼓

励实验室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访授课；设立资助研究课题经费，培育原始创新，

提升实验室整体水平。 

依托单位科技处作为实验室的归口管理部门，按期对实验室进行年度考核，

考核方式包括年报审查和年度工作汇报，考核结果作为核发人员绩效津贴和提供

建设经费支持的参考。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重点实验室在学校 985工程的支持下，配套建设了分子生物学、电生理、神

经影像学、行为学等环环相扣的多个实验平台。随着科研需要的不断变化，重点

实验室也不断地进行平台的更新和完善。同时按照规定，实验室 30 万以上的大

型仪器纳入上海市研发公共平台实施共享，1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基本实现校内

共享。本着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作用，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的原则，重点实验

室大多数大型精密仪器均加盟了上海市公共仪器设备平台，积极开展横向服务，

为新华医院、华山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和上海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单位提供设

备和技术服务。2019 年度，重点实验室 1 人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大型科学仪器

设施共享服务”先进个人荣誉。 

重点实验室仪器长期对外共享服务,包括: 

1、 实验动物中心：协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上海

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华东师大校内院系进行转基因动物的饲养和行

为学检测。 

2、单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新华医院、交大

附属儿童医学中心，以及校内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提供影

像服务。并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麻醉科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为麻醉科的

研究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协助其完成全麻药对动物幼年期髓鞘发育影

响及机制的研究。 

3、多通道采集处理器：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合作开展“膈神经同时支

配膈肌与肱二头肌的脑功能重组实验研究”；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浙江大学、

中科院神经所多个相关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来本实验室学习多通道记录技术。 

4、膜片钳系统：协助新华医院开展课题“鼠发育期不同阶段铅中毒对铅骨

血转换模式的影响及对神经发育影响的差异”， 在已建的动物模型基础上检测

不同的铅骨血转换模式对大鼠海马脑区基本突触传递以及长时程的突触可塑性

的影响。 

5、穆格电运动平台：与上海纽约大学合作开展课题“前扣带回皮层在视觉

前庭信息冲突下 heading 判断决策中的作用”,实验中利用电运动平台提供不同



 

 

方向的运动。 

6、双通道荧光定量检测仪：协助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开展课题“自闭症行为

异常的神经机制研究”，实验中利用 PCR机进行定量 PCR实验，取得良好的结果。 

7、荧光显微镜：协助思博灵（上海）咨询有限公司对“某受试物对胃粘膜损伤

改善的临床研究”的前期 28 天毒理学检测工作，并对实验动物大鼠给予受试物

28天后进行病理解剖、切片、染色并拍照。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高虹 

                                 

                             实验室主任：林龙年 

                             （单位公章） 

                               2020 年 1月 8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