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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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功能的基因蛋白调控 

研究方向 2 脑网络的神经信息处理 

研究方向 3 脑认知的功能环路整合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周永迪 研究方向 感知觉机理与调控研究 

出生日期 1955.10.2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9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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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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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SSCI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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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 万元 纵向经费 2445 万元 横向经费 139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6 项 授权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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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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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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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明 《Neural Plasticity》 客座编委 

汪小京 《Biological Cybernetics》 编委 

李晓涛 《Annals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编委 

赖玉平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9 人 国外 1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

后 
0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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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人 在读硕士生 17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964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692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项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1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3 次 

2016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实验室面积 6214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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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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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发表论文 34篇（SCI/SCIE论文 26篇，SSCI

论文 5 篇,核心期刊 1 篇,其他 2 篇），其中一单位署名论文 24 篇，包括在领域

高影响杂志（IF≥Journalof Neuroscienc)发表论文 7篇。 

2016年度重点实验室授权专利 1项，申请专利 6项。 

 

2016 年度科研成果亮点： 

1、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1通过 PERK-eIF2α信号通路调节髓鞘形成期

少突胶质细胞稳态和存活（王惠敏） 

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由于 Tsc1或 Tsc2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

病。结节性硬化症病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中伴有髓鞘发育缺陷的病症；临床病理切

片显示病人脑中髓鞘和少突胶质细胞数目都少于健康人。然而其髓鞘缺陷的发病

机理仍缺乏了解。Tsc1和 Tsc2位于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的上游，通过抑制

雷帕霉素靶蛋白的小 GTP 酶 Rheb 负向调节 mTOR 信号通路活性，虽然研究发现

mTOR 信号通路对调节少突胶质细胞发育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在结节性硬化症

病人中少突胶质细胞缺失和髓鞘形成缺陷的机制尚不清楚，是否与激活 mTOR 信

号通路有关也不明确。 

我们研究发现少突胶

质细胞中 Tsc1 功能缺

失会激活细胞内质网

应激反应和凋亡信号

通路，导致中枢神经系

统中广泛的髓鞘形成

障碍。Tsc1 敲除小鼠

中持续的内质网应激

会激活 PERK-eIF2a 介导的应激反应信号通路和 Fas/JNK 介导的细胞凋亡通路，

在少突胶质细胞分化时期导致细胞凋亡。我们实验进一步发现，guanabenz药物

能够保护 Tsc1 敲除引起的少突胶质细胞凋亡，维持少突胶质细胞中应激反应和

细胞凋亡之间的平衡。本研究揭示了可能导致结节性硬化症病人髓鞘缺失和少突



 

 

胶质细胞减少的潜在机制，为该病的治疗提供了可能的细胞靶点。同时也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以利我们更全面的探索 TSC 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向(Nat 

Commun. 2016; 7:12185 )。 

 

2、前庭皮层 PIVC 对朝向知觉的因果性影响(陈爱华) 

自身运动知觉，是人们在空

间活动过程中，对自己运动状态

的一种检测。其形成过程是一个

多模态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需

要视觉和其他非视觉系统的共

同参与。外界信息投射到视网膜

上形成的光流刺激，可以诱发自

身运动知觉。而另一方面，位于耳内的前庭器官能够检测头部的空间位置和运动

状态，也能提供自身运动知觉的信号。人类行为学实验证实，被试者能够整合视

觉和前庭信息，提高对自身运动的判断。因此，关于自身运动神经机制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这两种感觉信息的整合究竟发生在大脑的那个部位，并以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研究

和精力都集中在 MSTd 和 VIP 这两个区域上，

因为这两个区域对视觉和前庭信息有显著的

调谐反应。然而遗憾的是对 MSTd 进行失活并

不影响被试者基于前庭信号的自身运动判断。

前庭皮层 PIVC 直接接收来自丘脑的前庭输入

很可能在自身运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们采用虚拟现实的技术将视觉

和前庭刺激

进行精确匹

配，并将猕

猴沿着不同方向进行移动，来模拟自身运动。

然后对猕猴进行朝向判别任务的训练，并在猕

猴执行朝向判别任务的同时对PIVC的神经元活

动进行记录以观察神经元活动与自身运动认知

行为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我们发现双侧失活

PIVC 后，前庭刺激条件下猕猴对朝向判断的阈

值显著增加（如图 1所示）。 

 群体的数据得到类似的结果。同样的失活

实验在 VIP上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 VIP

神经元对前庭、光流或者两者都有方向选择性，



 

 

但是双侧失活 VIP 只对朝向判断行为有很小的影响（如图 2所示），尽管 VIP失

活的区域面积大于 PIVC失活的区域面积（如图 3所示），该结果发表于 2016年

3月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杂志上。 

 

3.在小鼠海马 CA1 区发现 theta 节律时钟样发放细胞（林龙年） 

运用多通道在体记录技术，在小鼠海马 CA1区记录到一类具有特殊放电模式

的神经元，他们不仅具有时钟

样发放的特点（ clock-like 

firing pattern），而且时钟节

律为 theta节律。 

有研究表明，海马位置细

胞在位置野内表现出theta相

位进动现象（ theta phase 

precession）。而我们观察到

的这些theta时钟样发放神经

元，在动物清醒活动的整个 theta状态时段，不仅呈 theta节律时钟样发放，而

且其时钟频率也略快于 theta 节律（比 theta 节律快约四分之一周期，约为 90

度）。因此，推测他们很可能为位置细胞的 theta相位进动，提供了一参考时钟

周期。该研究结果发表于 2016年 4月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杂志。 

 

4、成年听觉可塑性研究 (周晓明) 

 环境可通过改变脑的可塑性影响个体的认知及行为。研究特定环境诱导的

脑可塑性及其行为输出将有助于了解行为的神经基础，并矫治相关的认知及行为

异常。周晓明课题组的研究发现，特定的听知觉训练可修复由低浓度铅暴露引致

的大鼠听觉分辨行为缺陷。同时，听皮层神经元的时变反应特性以及一些重要神

经递质受体亚单位的表达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逆转。这些在动物模型上获得的

研究成果将

为修复发育

早 期 因 环

境、病理等

因素导致的

大龄儿童和

成年人听觉

及语言障碍

提供潜在的

有效治疗途

径( Cereb Cortex, 2016,26: 334-345 ）。 



 

 

5、联合皮层对中脑上丘多感觉神经元空间感受野及整合功能的影响（俞黎平，

许兢宏） 

中脑上丘接受来自于皮层和皮层下脑区广泛的多种感觉信息的投射，在感觉

信息转化成运动指令和朝向行为中起重要的作用。在上丘，不同感觉模态（视觉、

听觉、触觉）感受野相互重叠，呈拓扑状排布。这种特性对上丘多感觉神经元有

效得整合多感觉信息并精确得将感觉转化成运动指令是非常重要的。上丘多种感

觉感受野高度精细重叠这一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联合皮

层（AES）在调节上丘多感觉神经元空间感受野重叠和整合功能方面有明显的主

导作用。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低温冷却的方法可逆的失活联合皮层(AES), 同时记录

上丘神经元的视觉、听觉感受野，以及对视-听多感觉信息的整合能力。结果发

现，失活联合皮层后，上丘神经元视觉听觉感受野变小并发生相互分离，导致视、

听感受野

的空间一

致性遭到

破坏；同时

失活联合

皮层还会

导致多感

觉神经元

的整合能

力下降；进

一步分析

显示，视、

听感受野

的分离和神经元整合能力下降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一研究结果在神经环路层面加

深了我们对大脑处理多感觉信息的基本规则的理解（Cereb Cortex，2016，

1-11 ）。 

 

6、时空整合的心理与脑机制（蒯曙光） 

    时空整合是将不同时间段获得的视觉信息在记忆空间中重新拼接整合，形成

对物体的知觉。时空整合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的重要能力，理解其心理和背后的

神经机制，对认知诊断、空间设计和工业产品设计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之前的研究主要专注于空间和时间单维度上的整合，而对空间和时间相结合的

整合关注较少。我们的研究利用在空间整合中被广泛应用的轮廓整合刺激范式来

研究孔径知觉下时空整合特性和机制。我们研究结果发现在孔径知觉下，当物体

从一个窄缝中穿过时，虽然在每个时间点只能看到外界物体的一小部分，但是人

类视觉系统能够很好的将在不同时间段上呈现在同一网膜位置的物体拼接整合

在一起，形成整体的知觉。

时空整合涉及视觉系统背侧

通路中的高级脑区如 V3a 和

V3B，以及处理视觉空间记忆

的脑区 POIPS。这一结果提示

时空整合和空间整合不同，

当初级视觉皮层神经元之间

的相互作用被抑制条件下，

可以通过与记忆相关高级脑

区对视觉刺激重建完成知觉

整合的过程（Cereb Cortex，2016，1-10 ）。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6 年度总共承担（含获批）科研项目 93 项，全年到位经费总计 2584 万

元。其中新增（含获批）科研项目 34项，实到经费 1545万元；在研项目 59项，

实到经费 1039万元。 

按照项目级别，其中国家级项目53项，实到经费972万元，占总经费的37.6%；

省部级项目 27 项，实到经费 1472 万元，占总经费的 57%；其他项目 13 项，实

到经费 139万元，占总经费的 5.4%。 

按照项目来源，其中主持 “973 计划”子项目 2 项，参与 2 项目，实到经

费 381 万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0 项，实到经费 419 万元；主持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 项，实到经费 180万元；主持上海市科

委重大/重点项目 7 项，参与 1 项，实到经费 1120 万元；其他项目 50 项，实到

经费 4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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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020.12.31 223 
“973”

计划 

2 
多模态信息融合与感觉-

运动整合的脑信息表征 
2013CB329500 周永迪 2013.1.1-2018.12.31 689 

“973”

计划 

3 

构建 PAH基因新突变小

鼠模型开展苯丙酮尿症

基因治疗研究 

81670470 李大力 2017.1.1-2020.12.1 85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4 
噪声影响听觉及记忆的

中枢机制研究 
91632108 周晓明 2017.1.1-2020.12.1 6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5 

听皮层和下丘对双耳听

觉信息整合的发育及可

塑性 

31671082 张季平 2017.1.1-2020.12.1 57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6 
前庭-视觉跨模态适应对

认知影响的神经机制 
31571121 陈爱华 2016.1.1-2019.12.1 65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7 
多巴胺醌蛋白导致多巴

胺细胞死亡的途径与分

子机理研究 

31571059 袁崇刚 2016.1.1-2019.12.1 6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8 

建立 ApoE/ADAMTS-18双

基因剔除小鼠模型研究

金属蛋白酶 ADAMTS-18

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81570389 张巍 2016.1.1-2019.12.1 57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9 
早期知觉训练延缓大鼠

听皮层调谐老龄化及其

机制 

81570925 周晓明 2016.1.1-2019.12.1 57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0 
αCaMKII在记忆不同阶

段的作用及机制 
31471077 曹晓华 2015.1.1-2018.12.1 9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1 
原儿茶酸基因网络调控

系统的设计、构建及其用

于肥胖治疗的研究 

31470834 叶海峰 2015.1.1-2018.12.1 9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2 
海马记忆获取及早期巩

固机制的环路层次研究 
31471078 王智如 2015.1.1-2018.12.1 85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3 
朊蛋白 N 端与其构象转

变的关系 
31470257 俞国华 2015.1.1-2018.12.1 8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4 
过表达神经调节素 1导

致脑功能障碍的机制研

究 

81471118 殷东敏 2015.1.1-2018.12.1 7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5 合成生物学 31522017 叶海峰 2016.1.1-2018.12.1 100 

国家自

科基金 

（优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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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心理学基地人才培养支

撑条件建设项目 
J1310011 周永迪 2014.1.1-2017.12.1 200 

国家自

科（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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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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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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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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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学习记忆神经网络 15JC1400102 林龙年 2015.9.1-2018.8.31 400 

上海市

科委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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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功能的基因蛋白调控 殷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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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网络的神经信息处理 林龙年 
曹晓华、陈爱华、王智如、

俞黎平、许兢宏、 

3、脑认知的功能环路整合 周永迪 

汪小京、周晓明、张季平、

董晓蔚、蔡清、蒯曙光、郭

思齐、库逸轩、李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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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09-2016 

2 林龙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4-2016 

3 汪小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4-2016 

4 郭秀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6 2009-2016 

5 周晓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09-2016 

6 殷东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5 2014-2016 

7 袁小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3 2013-2016 

8 梅兵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9 2002-2016 

9 赵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7 2005-2016 

10 曹晓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4 2005-2016 

11 王惠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1 2009-2016 

12 张季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09-2016 

13 董晓蔚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60 2009-2016 

14 袁崇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3 2010-2016 

15 李晓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0-2016 

16 李大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8 2010-201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7 张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3 2011-2016 

18 陈爱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37 2012-2016 

19 廖鲁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3-2016 

20 赖玉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38 2013-2016 

21 刘永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13-2016 

22 邓赐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3-2016 

23 胡谊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13-2016 

24 叶海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5 2015-2016 

25 蒯曙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4 2015-2016 

26 王智如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2 2007-2016 

27 俞国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9 2010-2016 

28 库逸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2-2016 

29 蔡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5 2012-2016 

30 李先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13-2016 

31 俞黎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3-2016 

32 许兢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5 2014-2016 

33 郭思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4-2016 

34 孟博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高级工程师 38 2003-2016 

35 乔志梅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2 2009-2016 

36 段燕红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4 2010-2016 

37 谭娟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实验师 34 2012-2016 

38 王耀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工程师 31 2012-2016 

39 王丽娜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2 2012-2016 

40 张莹莹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工程师 35 2013-2016 

41 高虹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8 2010-2016 

42 沈青叶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1 2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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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堃 
博士

后 
女 38 博士 中国 同济大学博士 2013-2016 

2 严超 
博士

后 
男 30 博士 中国 中科院博士 2013-2016 

3 汪晨波 
博士

后 
男 30 博士 中国 北京大学博士 2014-2016 

4 陆静怡 
博士

后 
女 29 博士 中国 北京大学博士 2014-2016 

5 黄权 
访问

学者 
男 38 主治医师 中国 上海长征医院 2016 

6 俞璐 
访问

学者 
女 34 主治医师 中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普陀中心医院 
2016 

7 李扬 
访问

学者 
男 47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2016 

8 魏炜 
访问

学者 
男 36 副研究员 中国 

西双版纳生物医学

研究所 
2016 

9 沈峰岩  
访问

学者 
男 36 

助理研究

员 
中国 

上海佳通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 
2016 

10 陈治宇 
访问

学者 
男 36 

助理研究

员 
中国 

上海佳通大学附属

新华医院 
2016 

11 许志红 
访问

学者 
女 45 副教授 中国 浙江传媒学院 2016 

12 罗锂 
访问

学者 
女 33 讲师 中国 玉林师范学院 2016 

13 金明琦 
访问

学者 
女 34 讲师 中国 皖南医学院 2016 

14 金鑫 
访问

学者 
男 34 助理教授 中国 美国 Salk研究所 2016 

15 钱卓 
兼职

教授 
男 54 教授 美国 美国乔治亚医学院 2002-2016 

16 冯国平 
兼职

教授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杜克大学 20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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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徐冬溶 
兼职

教授 
男 47 教授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09-2016 

18 
Mark 

Bodner 

兼职

教授 
男 53 教授 美国 

美国 MIND Research 

Institute 
2009-2016 

19 何子江 
兼职

教授 
男 53 教授 美国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

学 
2009-2016 

20 马继延 
兼职

教授 
男 53 教授 美国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 
2013-2016 

21 蔡昕颖 
兼职

教授 
男 38 副教授 中国 上海纽约大学 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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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和心理学两个一级学科，负责承担“神

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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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 93项，2016 年度发表科研论文 34篇，包括在领域

内高影响杂志发表论文 7篇（IF>Journal of Neuroscience)；授权/申请专利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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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16年正式启动的“111引智计划”，为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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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年新招博士生 32人，硕士生 64人；毕业博士 18人（授予学位 11 人），毕业硕

士 40人（授予学位 40人）；在读博士生 77人，硕士生 106人。 

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 

在学科交叉方面，脑认知研究的多层次和复杂性，促进了“认知神经科学”

和“神经生物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重点实验

室获批主持的上海市 2016脑科学重大项目“基于微芯片技术的脑活动多道记录

系统”（资助金额 1000万元），就是在神经生物学、微电子学和信息工程等多

个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创新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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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二级学科的主体建设单

位，以及“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二

级学科的参与建设单位，承担了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心理和认知科学学院的部分

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任务。 

开设的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神经生物学、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认知神经

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等；专业选修课包括突触可塑性与学习记忆、高级实验动

物学、决策研究新进展等；本科生课程包括神经生物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实

验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技术等数十门课程，2016年度共承担研究生课程 1692学

时，本科生课程 964 学时。同时定期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学术前沿进展报

告 37 次，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神经科学进展和认知神经科学进展的教学，追踪学

科前沿，开拓学术视野。 

实验室人员承担和参与了多项教学研究任务的建设，其中“实验心理学”（郭

秀艳入选 2016年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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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和心理学两个一级学

科，负责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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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新招博士生 32人，硕

士生 64人；毕业博士 18人（授予学位 11 人），毕业硕士 40人（授予学位 40

人）；在读博士生 77人，硕士生 106人。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3篇：其

中 SCI/SSCI 论文 10篇； SSCI 论文 1 篇；核心 1篇；其他 1 篇。 

重点实验室鼓励研究生关注神经科学领域的前沿知识，开拓学术视野，要求

研究生（尤其是一、二年级新生）必须参加所邀请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座，并提

问交流，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视野。同时，重点实验室重

视营造良好的研究生学术氛围，开设研究生学术沙龙，学生就自己的课题进行汇

报交流，并且邀请留学回国的优秀毕业生，为实验室在读学生进行讲座，交流感

想，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研究兴趣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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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重点实验室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 13篇，其中在领域内高

影响杂志发表论文 4篇（IF>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级硕士研究生陆甜甜获

第 58届美国血液年会“杰出摘要奖”。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11级博士生江旻清（导师：王惠敏）：Minqing Jiang, Lei Liu, ..., Huimin Wang, 



 

 

Sung O. Yoon,Teresa L. Wood6 & Q. Richard Lu2,7 ，Regulation of PERK–eIF2a 

signalling by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1 controls homoeostasis and survival of 

myelinating oligodendrocyt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Nov.22;7:13767 ( IF: 

12.001)。 

12级博士生许金金（导师：李晓涛）：Jinjin Xu, Lei Zhou, Lei Ji, ... Alexander 

Hoffmann & Xiaotao Li*. The REGγ-proteasome forms a regulatory circuit with IκBɛ 

and NFκB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Neurosic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Feb 

22;10761( IF: 12.001)。 

重点实验室 14 级硕士研究生陆甜甜（导师：张巍）赴美参加第 58届美国血

液年会，其墙报“ADAMTS18 Metalloproteinase Regulates Angiogenesis In Vivo: 

Evidence from ADAMTS18 Deficient Mice and Zebrafish”获“杰出摘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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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交流 陆甜甜 硕士 
第 58届美国血液年会/美国血液

学会 
张巍 

2 论文交流 陆甜甜 硕士 

第 28届 EORTC-NCI-AACR分子靶标

和癌症治疗论坛/ 欧洲癌症治疗

研究组织 

张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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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围绕以下研究方向：功

能基因与脑疾病、学习记忆神经机制和感知觉机理与调控，设置 4 项开放课题，每项

10万元，共计 4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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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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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gamma 调节脑

功能的转基因模式

动物建立 

10 万 黄权 
主治医

师 

上海长征医

院 
2016.1.1-2017.12.31 

2 

颈动脉灌注 HSYA

注射液改善脑缺血

/再灌注所致认知

功能损害的分子神

经机制研究 

10 万 俞璐 
主治医

师 

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普

陀医院 

2016.1.1-2017.12.31 

3 

单耳听力损伤诱导

的听皮层对声源方

位信息处理的可塑

性 

10 万 李扬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 
2016.1.1-2017.12.31 

4 

Large-scale Activity 

Mapping of 

Earthquake 

Perception in the 

Brain 

10 万 魏炜 
副研究

员 

西双版纳生

物医学研究

院 

2016.1.1-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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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啮齿类神经科学

讨论会 

脑功能基因组学重

点实验室/上海纽约

大学 

汪小京 2016.11.3-5 30 全球性 

2 知觉、语言和大脑可塑性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 

周永迪 2016.10.9-10 80 区域性 

3 学习与记忆的神经机制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 

周永迪 2016.10.23-24 80 区域性 

4 

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青年论

坛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 

周永迪 2016.11.5-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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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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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国内科研机构保

持合作研究，提供技术服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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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

次，具体包括：1、林龙年，第一届象山国际会议暨大脑破译与应用高峰论坛（国

内），“大脑信息处理”；2、林龙年，第五届神经信号与遗忘研讨会（国内），

“The influence of acetylcholine  on memory consolidation”；3、李晓涛, 鲁东大

学研讨会（国内）；“Exploring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REGγ-Proteasome 

degradation pathway in Cancer”；4、林龙年，第十七届全国神经精神药理学学术



 

 

交流会（国内）；“结合光遗传学技术研究乙酰胆碱对海马功能的调控”；5、

林龙年，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国内）；“睡眠期海马电活动”；6、

林龙年，解码大脑-2016在体神经技术交流会（国内）；“运用多通道在体记录

技术解码脑信息编码原理”；7、曹晓华，第十三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

（国内），“CaMKII 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8、林龙年，2016 长三角地区神

经科学论坛（国内）,“Optogenetic activation of medial septal cholinergic neurons 

during slow-wave sleep disrupts hippocampal ripple oscillations”；9、林龙年，复

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国内）；“大脑信息处理”；10、郭秀艳，上海交通大

学心理学“高峰论坛”暨上海市西南片高校心理学学科研究生培养交流会（国内）；

“The neural basis of regret and relief during a sequential risk-taking task”；11、林

龙年，171期双清论坛：认知神经科学前沿与交叉（国内），“大规模神经元活

动记录技术”; 12、曹晓华，应急与大脑高峰论坛（国内），“母爱剥夺对情绪

和记忆的影响”。 

2016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内专家来访讲学 20 人次，具体包括：1、陈

军，第四军医大学，“共情：构建和谐社会的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学基础”；2、

何士刚，上海交通大学，“青光眼的基因治疗”；3、仇子龙，中科院上海神经

科学研究所，“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4、周宇，青岛大学，“CRE

B,  neuronal excitability and memory allocation”；5、陈琦，华南师范大学，

“Neural Organization of Spoken Language Revealed by Lesion-Symptom Map

ping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6、李红，深圳大学，“理解男性，呵护女

性：社会和谐的认知神经科学初探”；7、Nashat Abumaria，复旦大学，“Deci

sion making in learned helplessness: transition in state from an action style to 

 give-up style”；8、薛贵，北京师范大学，“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effect

ive learning:  A neural activation pattern reinstatement hypothesis”；9、吴健辉，

深圳大学，“应激与认知的关系”；10、雷怡，深圳大学，“How types of pre

mises modulate the typicality effect in category-based induction: diverging evid

ence from the P2, P3, and LPC effects”；11、李鹏，深圳大学，“Uninformat

ive feedback processing in reinforcement learning”；12、李至浩，深圳大学，

“Some applications of resting-state fMRI”；13、焦璨，深圳大学，“The cap

ability for empathy is impaired in individual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



 

 

AD): evidences from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14、彭微微，深圳大学，

“Neural correlates of pain variability in freely-moving rats”；15、张效初，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Distinct Abnormal Brain Networks Underlie Predisposing F

actor and Consequence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16、李葆明，南昌大学，

“母婴隔离损害前额叶皮层髓鞘化及认知功能”；17、李晓明，浙江大学“Cho

-linergic regulation of GABAergic neuorns in the thalamic reticular nucleus”；18、

韩世辉，北京大学，“Culture and interbrain synchrony during social coordinati

on”；19、路中华，中国科学院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Molecular and Anat

o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Innate Olfactory Neural Circuits”；20、 刘康德，Ci

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rat central auditory system”。 

 

国际合作：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主要与美国纽约大学、以色列海法大学等国外研究机构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重点实验室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神经科学联合研究中心”联合

申请的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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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2016 年到帐经费

180万。 

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以色列海法大学共建的“上海-海法国际研究中心”

基础上，重点实验室与以色列海法大学神经科学系展开深入的国际合作，2016

年联合申请获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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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 168万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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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次，具体包括：1、李晓涛，UPS（国际），“The REGgamma proteasome forms 

a regulatory circuit with IkB and NFKB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of clitics”；2、俞黎

平，2016 国际听觉科学研讨会（国际），“Deactivation of association cortices 

disrupted the congruence of visual and auditory receptive fields in superior colliculus 

neurons”；3、林龙年，2016年啮齿类神经科学讨论会（国际），“Neural Information 



 

 

Coding in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4、陈爱华，China-Japan-Korea 

Neurobiology and Neuroinformatics Workshop (NBNI)（国际），“ Evidence for a 

causal contribution of macaque vestibular, but not intraparietal, cortex to heading 

perception”。 

2016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外专家来访讲学 17 人次，具体包括：1、Ruyuan 

Zhang，University of Rochester，“Brain plasticity induced by perceptual learning and 

action video game play ”；2、Xilin Zhang，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Generation 

and Functions of Attention”；3、Dora E. Angelaki，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A Bayesian Journey through our sixth sense: From sensors to cortex and beyond”； 

4、Stéphane Supplisson，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Neuronal transporters 

regulate neurotransmitter supply and the vesicle cycle at inhibitory synapses”；5、

Frederick Lenz，Johns Hopkins University,“Activations and causal interactions in 

human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structures reflect subcortical spike train and LFP 

activity related to behavioral state and may mediat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pain”； 6、胡中华，Johns Hopkins University，“Mechanisms shaping synaptic 

circuits in the brain: Non-coding RNAs and beyond”； 7、朱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TRPC4 integrates multiple transmitter 

signals to regulate neuronal function”；8、陈家东，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 “ Novel GABAergic Long-Range Projection in Cortical Development 

and Disease”；9、David Dickman，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Magnetic neural 

mechanisms of navigation”；10、Shuai Liu，Hotchkiss Brai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gary，“How Insulin and Palatable Food Alter the Synaptic Plasticity of Dopamine 

Neurons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11、Tina Liu，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ortical plasticity in patients with hemispherectomy/lobectomy”； 12、Richard 

Lu，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Epigenetic Mechanisms of 

Axonal Myelination and Diseases”；13、Adam Gazza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Technology meets Neuroscience:A Vision of the Future of Brain 

Health”； 14、Josef P. Rauschecker，Georgetown University，“Auditory-visual 

cross-modal plasticity in the early blind”； 15、吴杰，St. Joseph’s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Cellular mechanisms of nicotine reward”；16、Lucia Melloni，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Intracranial Patients: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17、Michael Merzenich，Brain Plasticity Institute/Posit Science，

“Managing Brai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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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科研基地之一，积

极开展科普活动。2016 年度，配合学校接待“全国高中生暑期夏令营”，为小

营员们进行了生动的科普讲座，参观讲解神经科学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引起了小

营员们的较大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重点实验室与华东师大附小、上海尚德实验中学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积

极组织实验室参观和科普讲座，并为其科研实践提供相应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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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复旦大学 否 

2 曹雪涛 男 教授 52 中国医学科学院 否 

3 鲁白 男 教授 56 清华大学 是 

4 李葆明 男 教授 54 南昌大学 否 

5 郑平 男 教授 58 复旦大学 否 

6 昌增益 男 教授 51 北京大学 否 

7 陈军 男 教授 54 第四军医大学 否 

8 徐天乐 男 教授 51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 否 

9 李武 男 教授 50 北京师范大学 否 

10 李涛 女 教授 51 四川大学 否 

11 徐林 男 研究员 51  中科院 昆明动物所  否 

12 胡新天 男 研究员 52 中科院 昆明动物所 否 

13 何士刚 男 教授 53 上海交通大学 否 

14 孙坚原 男 研究员 54 中科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 否 

15 钱卓 男 教授 54 华东师范大学 是 

16 周永迪 男 教授 61 华东师范大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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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脑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第

三届学术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复旦大

学杨雄里院士、郑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徐天乐教授、何士刚教授、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所徐林教授、胡新天教授、中科院物理所孙坚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

永迪教授出席了会议。华东师范大学汪荣明副校长和科技处张桂戌处长也参加了

会议；汪荣明副校长代表学校致辞。其余委员因事未能与会，但均以各种方式发

表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雄里院士主持。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林龙年教授

首先对重点实验室 2016 年的工作（包括科研项目的申请、论文及阶段性研究成

果、人才引进和培养、平台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较全面的

回顾与总结，并介绍了下一年度的工作总体规划。殷东敏博士、林龙年博士和蔡

清博士分别从重点实验室三大研究方向“脑功能的基因蛋白调控”、“脑网络的

神经信息处理”和“脑认知的功能环路整合”向与会委员做了汇报。委员们就报

告内容提出问题和建议。 

 

学术委员会委员们认为，2016 年度重点实验室在科研项目申请、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科研论文及阶段性研究成果、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

工作成绩。 

对于实验室未来的发展委员们形成了以下意见： 

1、 在三大研究方向所聚焦的科学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凝练，体现学科交叉优

势。希望在更深层次上，三个方向的研究通过有机整合，围绕某个中心科

学问题，展开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为中国脑计

划的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呼吁学校给与重点实验室更多的支持和政策倾斜，尤其是在人才引进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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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学校共计投入 434万元用于重点实验室建设。其中，学校“985”

工程建设经费共投入 250万元，主要用于影像学平台和动物中心的行为学平台建

设。学校 2016 年度投入 100 万元实验室运行费，水电费 30 万元，物业费 30 万

元和临时人员工资 24万元，用于支持实验室日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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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啮齿类动物中心新建了清洁级

动物房，与之配套的，动物行为学公共平台也相应增加了部分行为学仪器设备以

供使用，平台新购置了家居笼自然行为分析系统，并将原 SPF级动物房中震惊反

射系统由一站式扩充为两站式，较大程度上解决了行为学实验的拥挤问题。此外，

在学校相关经费的支持下，新购置单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完善了神经影像学

平台，满足了重点实验室师生迫切的科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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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拥有网上开放仪器 21 台，总价值 1705.12 万元。实验

室积极开展横向服务，分子神经生物学课题组同奥地利科学院分子生物技术研究

所开展合作，为其提供了动物行为学实验服务，实验取得良好效果。此外，实验

室还为新华医院、华山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单位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 

除此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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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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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电生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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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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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疼痛行为学仪器（vonfrey 和 BME-410 型热辐射刺激仪）：协助新华医院“钙

离子通道和 gapjunction 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者用提供行为学结果”。 

6、双通道荧光定量检测仪：协助新华医院开展课题“钙离子通道在神经病理性

疼痛中的作用”，实验中利用 PCR机急性定量 PCR实验，实验取得良好的结果；

协助广州威尔曼新药研发有限公司项目研究。 

7、生化分析仪：为校内物理系王向晖课题组提供大鼠血液生化指标检测服务；

为校内生物学系生理组章雄文课题组提供大鼠血液生化指标检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