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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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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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138 万元 纵向经费 2095 万元 横向经费 43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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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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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al Plasticity》 客座编委 

赖玉平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编委 

董晓蔚 《Neurobiology of Pain》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4 人 国外 0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

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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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人 在读硕士生 16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238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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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2018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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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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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发表论文 66篇（SCI/SCIE论文 56篇，SSCI

论文 9篇,核心期刊 1篇），其中一、二单位署名论文 51篇，二区（中科院分区）

以上论文 20篇。 

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申请专利 2项。 

 

2018年度代表性科研成果： 

1、PINK1 调控神经元存活的新机制（廖鲁剑课题组） 

帕金森病致病基因的发现及其编码蛋白质的功能研究对理解帕金森病的致

病机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INK1是帕金森病的致病基因之一，其在人类发生突

变是导致青少年早发性帕金森病的主要病

因。PINK1 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 PINK1 是

定位于线粒体外膜的蛋白激酶，在线粒体

受损时活化，促进线粒体上的底物蛋白包

括 Parkin、泛素等的磷酸化，激活一种正

向反馈调节机制从而促进线粒体自噬。然

而，一方面这一结论基本上从细胞系的实验

中获得，而从原代培养的神经元中所获取的

数据甚少；另一方面线粒体自噬的缺失是否

直接导致神经退行性变也没有定论。 



 

 

廖鲁剑课题组利用 PINIK1 敲除小鼠模型培养原代神经元，与野生型动物神

经元做比较，在诱导神经元线粒体损伤的短时间及长时间共 5个时间点的条件下

研究磷酸化组的动态变化及差异。其课题组定量获取了超过 1万以上的蛋白质磷

酸化位点的变化，构建了其动态变化图谱。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发现磷酸化水平

受 PINK1调控的蛋白质具有多种功能。 

从一系列磷酸化水平受 PINK1调控的蛋白质中，其课题组通过体内外磷酸化

实验验证了 BAD是 PINK1的新底物。进一步从功能上阐述了线粒体损伤后，活化

的 PINK1通过磷酸化 BAD限制其在线粒体上的定位，从而抑制了 BAD 参与的凋亡

复合体形成，保护神经元免受凋亡。该研究提示了 PINK1保护神经元一种新的下

游靶点。（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 2018，2018 25(5):904-917） 

 

2、知觉训练诱导听觉皮层方位调谐可塑性（周晓明课题组） 

铅是一种具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对神经系统的发育有持久的损伤性影响。世

界卫生组织曾确定了青少年铅中毒筛查的最低剂量标准，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

调查证实，低于此标准的铅含量仍可导致儿童学习记忆、言语及认知障碍，然而

相关的神经机制却仍不清楚。周晓明课题组此前对大鼠的研究证实大脑听觉皮层

可能是生后早期低剂量铅暴露的影响靶点 （ Cerebral Cortex 2016, 

26:334-345）。进一步研究发现，低剂量铅暴露可显著干扰大鼠的声源定位能力， 

         知觉训练诱导听觉皮层方位调谐可塑性的行为表征 

并减弱大脑听觉皮层神经元的方位调谐特性。而后持续的听知觉训练诱导听觉皮

层可塑性可显著改善实验动物的声源定位能力，同时使听觉皮层神经元的方位调

谐特性及相关的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亚单位表达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 

鉴于听觉皮层在声音信息（包括语言）处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在动物模型

上获得的研究结果为临床治疗发育早期因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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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思路。（Cerebral Cortex 2018，1-11 Epub） 

 

3、灵长类大脑皮层信号传递新机制（汪小京课题组） 

大脑是一个由数百亿神经元互相连接所构成的，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网络，可

以划分出一百个以上的功能区。而这些功能区表示出明显的层级结构，即从较

“低级”的感知区域到“高级”的认知区域等不同层级的功能区。这些区域内同

时包含兴奋性神经元与抑制性神经元，分别激发或抑制其它神经元的活动。为了

阐明神经信号是如何在不同层级间互相传递，汪小京课题组采用最新的神经连接

组学(Connectomics)定量分析方法，利用猕猴的大脑解剖连接性数据，构建了其

多脑区的神经网络模型。其课题组发现在一个大尺度的灵长类大脑模型中，大脑

的兴奋和抑制信号往往是互相平衡的，有利于产生一个较为稳定的神经信号的传

输--兴奋性神经元的刺激保证有效信号的传输，而抑制性神经元则保证信号的传

输不至于失控。更有趣的是，通过模型发现只有当神经信号足够强(超过某一阈

值)时，神经信号才能抵达负责高级认知活动的前额叶皮层。该研究提供了灵长

类全新的大脑皮层神经元间的全新信号传递模型。 

该研究报道中神经信号传递的全新模型也提供了研究大脑皮层间动力学特

征的研究平台。同时，这一研究成果与人类有意识地知觉感觉信息时的激活模式

相似，暗示了这种平衡的大范围神经网络活动机制与产生有意识加工间的关联

性。该论文发表在《神经元》上。(Neuron 2018,98(1):222-234 ) 

 



 

 

4、元记忆的神经基础——楔前叶（郭思齐课题组） 

元认知指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的认知。学习者可以通过元认知来了解、检验、

评估和调整自己的认知活动。依据所涉及的认知过程的差异，元认知主要可分为

元记忆和元知觉，分别对应于记忆过程和知觉过程。 

相对于丰富的关于元知

觉的基础研究，元记忆的认知

神经基础一直备受争议。郭思

齐课题组首次使用经颅磁刺

激（TMS）证明了在元认知方

面，楔前叶的认知功能是特异

于元记忆过程，而非元知觉过

程。被试在形成“自传体记忆

“后，抑制性 TMS刺激楔前叶

区域，在不影响记忆成绩和知

觉判断的基础上，特异性降低

了个体的元记忆能力，同时对元知觉能力没有影响。进一步，较之 TMS 刺激控制

区域（顶点），TMS 刺激完楔前叶消除了个体在元记忆水平和元知觉水平上的强

相关。 

该系列结果证实了楔前叶在元记忆过程中的因果性作用。这项研究填补了元记忆

神经基础的空白，为元认知的领域特异性假设提供了关键性证据。（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8，38(28), 6379-6387） 

 

5、工作记忆容量表征脑区的因果性证据（库逸轩课题组） 

视觉工作记忆是大脑在短时间内维持视觉输入信息（方向、形状、位置、颜

色等）的能力，为执行复杂的行为任务（语言、思维、决策等）提供在线心理空

间。它与感觉记忆和长时记忆一起构成我们的记忆系统。感觉记忆通过深度加工

可以转变为短时记忆短暂存储在大脑，而短时记忆又可以通过复述转变为长时记

忆得以长期存储。 



 

 

虽然人脑每时每刻都要处理海量的视觉信息, 且长时记忆的容量也极为庞

大，但是我们的视觉短时记忆中能够同时存放的物体数量却非常有限（大约为

3-4个，Luck & Vogel, 1997, 

Nature）。除了数量的有限

性，短时记忆的精度特征，

即我们对物体细节的记忆，

也是有限的。大量电生理和

神经影像数据表明，后顶叶

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的神经活动在决定和影响大

脑短时记忆存储物体数量上具有重要作用

（Vogel et al., 2004, Nature; Todd & 

Marois, 2004, Nature）。与此同时，后顶

叶皮层也参与视觉短时记忆信息的精度表

征（Xu & Chun, 2006, Nature）。但是目

前仍缺乏后顶叶皮层在这两种特征表征中

作用的因果性证据。 

正性电刺激能够使得神经元去极化而

提升皮层兴奋性, 而负性电刺激则会使得神经元超极化而使皮层活动受到抑制

（但近期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兴奋或抑制跟刺激幅度也具有一定相关性）。作为一

种研究大脑活动及其对应认知功能因果联系的有效手段，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已

经应用到注意、情绪、决策等大脑功能的各个方面。 

本研究利用经颅直流电刺激

（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影响神经突触

后电位，从而对大脑皮层的兴奋性

产生影响，并观察被试在方向回忆

任务中的成绩。发现对 PPC的正性

电刺激显著提高了被试在记忆负荷为 6（超出视觉短时记忆的容量限制）时的视

觉短时记忆容量，但是并没有对视觉短时记忆的精度造成显著改变。这一刺激效



 

 

果并没有发生在较低记忆负荷情况，体现出任务难度的特异性；也没有发生在对

DLPFC的正性电刺激中，体现了脑区的特异性；也没有发生在感觉记忆（SM）任

务中，体现了加工过程的特异性，并排除了感知或注意加工过程的影响。这些研

究结果为 PPC 在视觉短时记忆容量表征而非精度表征中的优势作用提供了因果

性证据。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深入理解工作记忆容量的神经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因果

性证据，也对未来采用神经调控的方法提高人类工作记忆能力提供了参考和可

能。论文 2018年 11 月在线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8，1959 -18 Epub) 

 

6、语言功能性偏侧化的大脑功能性组织特征（蔡清课题组） 

语言左半脑优势在绝大部分个体中是个稳健的现象，但偏侧化及其程度的原

因和意义并不明确。我们先前的研究指出左利手人群中包括了不同的语言偏侧化

的人群，可提供独特的角度来了解语言在大脑中的组织（Van der Haegen et al. 

2012; Willems et al. 2014）。 

采集左利手参与者言语产生任务和静息态下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并使用功

能连接分析图论分析等方法，蔡清课题组重点探究言语产生功能左利手左脑优势

群体与左利手右脑优势群体在语言系统/全脑功能架构上的差异，以及言语产生

功能偏侧化与语言系统/全脑

功能架构的关系功能网络特

征的描述集中在功能连接

（RSFC）、功能连接密度（FCD）

及网络拓扑属性三个层次。 

研究结果发现：（1）在

功能连接方面，两组的差异主

要出现在语言系统各区域与

左侧额下回的功能联系上，且

言语产生功能强右偏侧组表

现出减弱的功能连接，即右脑

语言优势者相比于左脑语言优势者其脑网络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语言系统区域间



 

 

弱化的功能联系上；（2）在语言偏侧与功能连接的关系中，两组偏侧化程度与

功能网络特征间的关系主要发现在强右偏侧组中，且其 IFG偏侧化程度与 RSFC、

FCD指标及脑网络拓扑属性均存在联系。右偏侧被试的言语产生功能越偏右侧，

其右侧额下回与左侧脑岛的功能联系越弱。并且，强右偏侧被试的言语产生功能

越偏右侧，其右侧额下回与左侧颞叶区域（颞中回与角回）的功能联系越紧密；

（3）在语言偏侧与网络拓扑属性的关系中，图论分析结果表明两组被试的功能

网络都符合指数调节幂分布律的度分布，但偏侧化程度与脑网络拓扑属性间的相

关只在强右偏侧组中有所发现。强右偏侧组中，IFG偏侧化程度与一系列图论指

标均存在显著相关，强右偏侧被试的言语产生功能越偏右侧，其脑网络拓扑水平

上的功能分化程度越高，其小世界属性也会升高。 

    研究揭示典型和非典型语言偏侧在额下回与其它语言网络脑区的功能连接

上有差异，但在全脑组织的整体属性上没有差异。在非典型语言偏侧的人群中，

语言偏侧程度与全脑组织有关系，包括功能性连接和功能连接密度（FCD）。此

研究成果指向偏侧化研究中检测语言偏侧程度（而不仅是偏侧方向）的重要性。

偏侧化程度可提供更多关于功能性半脑偏侧化内在机制的信息。此外，探究大脑

结构性连接的研究也可以为了解语言系统的神经机制及其偏侧化的机制提供独

特的贡献。（Cortex 2018，1-9 Epub） 

 

7、额下回皮层的人际同步追踪互动学习（胡谊课题组） 

人类大多数的学习来自与他人的互动，如观察、模仿、教学等。然而，这种

互动学习的过程很少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互动的过程会产生神经过

程齐化（alignment）的现象 – 

即“人际大脑同步”，为了研

究人际大脑同步是否也可以稳

定追踪人类社会互动学习及其

行为特异性，胡谊课题组采用

近红外脑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和多脑扫描技术

(hyperscanning)记录了 24对

教师-学生配对在歌曲教授期间的神经活动。结果发现，师生间额下回脑区出现



 

 

的同步现象；当师生间互动次数更多的时候，这种脑间同步效应更强，且与学生

的学习表现存在显著正相关，预示着人际大脑同步在人类互动学习过程中的功能

性作用。      

    进一步的视频编码分析发现，

在学生观察（相比学生模仿）阶段，

师生间脑同步更强；格兰杰因果分

析揭示在学生观察阶段，教师的脑

信号能预测学生的脑信号，而在学

生模仿阶段，这种预测关系不存在，

预示着教师在互动学习过程观察阶段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结果表明，人际大脑同

步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神经指标追踪人类社会互动学习的过程。这一研究成果不

仅揭示了人类社会互动学习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而且为临床（如学习障碍）和教

学实践（如教学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论文被《神经影像》杂志接受发表。

（NeuroImage 2018，183,280-290）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8 年度，重点实验室新增（含获批）科研项目 34 项，合同经费 3738.3

万元，实到经费 1679.4 万元。按照项目级别，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19 项, 省部

级项目 7 项，企事业委托项目 8 项。 

按照项目来源，其中参与 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

多模态精准诊疗方案优化研究”； 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REGgamma 蛋白酶体功能的调控机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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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脑科学机制”；1 项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项目“XXX 危

急情境训练系统研制与验证”；1项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全脑神经联接图谱与

克隆猴模型计划”；3 项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1 项上海市科委基础项目 1 项上

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和 9项其他项目。 

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在研项目 60 项，实到经费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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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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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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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上海市科委实验动物支持项目 1项；上海市人才计划 7项；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3项和其他项目 15项。 

2018 年度总共承担（含获批）科研项目 94 项，全年到位经费总计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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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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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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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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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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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磷

脂酸在突触发育中的功

能研究 

31771135 
殷东

敏 
2018.1.1-2021.12.1 75.2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7 
非语言优势半脑在语言

系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31771210 蔡清 2018.1.1-2021.12.1 75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8 
人类内在空间参照系对

角度知觉的影响 
31771209 

蒯曙

光 
2018.1.1-2021.12.1 71.2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9 
靶向活化血小板在脑淀

粉样血管病（CAA）精准

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81770139 张巍 2018.1.1-2021.12.1 69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0 
知觉训练诱导的听觉皮

层和海马可塑性及其机

制研究 

31771145 
周晓

明 
2018.1.1-2021.12.1 63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1 
βCaMKII在海马齿状

回脑区灵活性学习和突

触可塑性中的作用机制 

31771177 
曹晓

华 
2018.1.1-2021.12.1 57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2 
初级纤毛调节神经活动

和脑功能的机制研究 
31771116 梅兵 2018.1.1-2021.12.1 30 

国家自

科基金 

（面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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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合成生物学 31522017 
叶海

峰 
2016.1.1-2018.12.1 130 

国家自

科基金 

（优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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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1143033 
殷东

敏 
2019.1.1-2021.12.1 190.7 

国家自

科（国际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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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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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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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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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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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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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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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XXX危急情境训练系统

研制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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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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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95 

上海市

科技（重

大、共

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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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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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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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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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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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2004-2018 

2 周永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3 2009-2018 

3 汪小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14-2018 

4 郭秀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8 2009-2018 

5 周晓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09-2018 

6 殷东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7 2014-2018 

7 袁小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5 2013-2018 

8 梅兵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1 2002-2018 

9 赵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9 2005-2018 

10 曹晓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6 2005-2018 

11 王惠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3 2009-2018 

12 张季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9-2018 



 

 

13 董晓蔚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61 2009-2018 

14 袁崇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5 2010-2018 

15 李晓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0-2018 

16 李大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0 2010-2018 

17 张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5 2011-2018 

18 陈爱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39 2012-2018 

19 库逸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2012-2018 

20 蔡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7 2012-2018 

21 廖鲁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3-2018 

22 赖玉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0 2013-2018 

23 刘永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3-2018 

24 邓赐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3-2018 

25 胡谊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13-2018 

26 叶海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7 2015-2018 

27 蒯曙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6 2015-2018 

28 刘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5 2018 

29 孟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3 2018 

30 王智如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4 2007-2018 

31 李先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013-2018 

32 俞黎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3-2018 

33 许兢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2014-2018 

34 郭思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14-2018 

35 潘逸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2017-2018 

36 赵宇岚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2017-2018 

37 孟博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高级工程师 40 2003-2018 

38 段燕红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6 2010-2018 

39 谭娟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实验师 36 2012-2018 



 

 

40 王丽娜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4 2012-2018 

41 张莹莹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工程师 37 2013-2018 

42 徐佳敏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1 2017-2018 

43 高虹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40 2010-2018 

44 沈青叶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3 20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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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晨波 师资博士后 男 31 博士 中国 北京大学博士 2014-2018 

2 王一集 师资博士后 女 33 博士 中国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博士 
2015-2018 

3 李世佳 师资博士后 女 34 博士 中国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

博士 
2015-2018 

4 濮阳蓁 博士后 女 29 博士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2017-2018 

5 张海龙 博士后 男 28 博士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6 沈峰岩  访问学者 男 38 
助理 

研究员 
中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2018 

7 俞璐 访问学者 女 36 
主治 

医师 
中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普陀医院 
2018 

8 夏宇岑 访问学者 女 32 讲师 中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8 

9 周海倩 访问学生 女 25 研究生 中国 赣南医学院 2018 

10 
Jacob 

Gerlofs 
访问学生 男 21 学生 加拿大 Bishop's University 2018 

11 金鑫 访问学者 男 36 副教授 中国 美国 Salk 研究所 2018 

12 钱卓 兼职教授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乔治亚医学院 2002-2018 

13 冯国平 兼职教授 男 58 教授 美国 美国杜克大学 2009-2018 

14 徐冬溶 兼职教授 男 49 教授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09-2018 

15 
Mark 

Bodner 
兼职教授 男 55 教授 美国 

美国 MIND 

Research Institute 
20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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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何子江 兼职教授 男 55 教授 美国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

学 
2009-2018 

17 马继延 兼职教授 男 55 教授 美国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 
2013-2018 

18 蔡昕颖 兼职教授 男 40 副教授 中国 上海纽约大学 2014-2018 

19 李斐 兼职教授 女 44 
主任医

师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新华医院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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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等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 94 项，2018年

度发表科研论文 66 篇，其中一、二单位署名论文 51篇，二区（中科院分区）以

上论文 20篇；申请专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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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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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新招博士生 33人，硕士生 49人；毕业博士 17人（授予学位 13人），毕业硕士

56人（授予学位 56 人）；在读博士生 98人，硕士生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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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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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共承担本科教学 1238 学时，研究生教学 2484 学时。 

在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重点实验室发挥自身科研优势，吸引本科生进入重

点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提高科研兴趣，增加研究生后备人才。2018年度，

在重点实验室殷东敏研究员的指导下，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田茜岚、华昕昀、肖

涵设计完成的科研课题“可诱导 Erbb4原位高表达仔精神分裂症发生中的作用”，

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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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招

博士生 33人，硕士生 49人；毕业博士 17人（授予学位 13人），毕业硕士 56

人（授予学位 56人）；在读博士生 98人，硕士生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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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邀请校内外专家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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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各种学术会议；要求研究生积极

参与学术交流，追踪学术前沿，开阔学术眼界；从各个环节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以学生为一作发表科研论文 28篇，其中二区（中科院

分区）以上论文 14 篇。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口头报告 9 场，博士生

朱锐获“第 60届美国血液学年会”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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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以学生为一作发表科研论文 28篇，其中二区（中科院分

区）以上论文 14篇。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15级博士生万慧达（导师：廖鲁剑）：Huida Wan, Bin Tang*, Xun Liao, Qiufang 

Zeng, Zhuohua Zhang, Lujian Liao *，Analysis of neuronal phosphoproteome reveals 



 

 

PINK1 regulation of BAD function and cell death，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2018 

25(5):904-917。（ IF:7.999） 

15级博士生王帅（导师：蔡清）：Shuai Wang, Lise Van der Haegen, Lily Tao and 

Qing Cai*，Brain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 lateralization， 

Cerebral Cortex，2018 1–9，Epub。( IF: 6.038） 

16级博士生朱锐（导师：张巍）：“Vascular Proteomics Reveals Critical Roles 

of ADAMTS18 in Stroke Associated with Imbalanced Level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ersus ADAMTS13”--获第 60届美国血液学年会成就奖（ASH Achieve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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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甜甜 博士 欧洲呼吸协会年会 张巍 

2 学生报告 邓成龙 博士 HFES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董晓蔚 

3 学生报告 鲍朝飞 博士 
48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董晓蔚 

4 学生报告 叶群 博士 
48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郭思齐 

5 学生报告 吴子奇 博士 第四届全国神经动力学学术会议 陈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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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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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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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控细胞治疗帕金森 8 万 林爱福      研究员 浙江大学 
2018.1.1 

-2019.12.31 

2 
噪声影响学习记忆的神

经机制 
8 万 余雄杰 教授 浙江大学 

2018.1.1 

-2019.12.31 

3 

七氟烷选择性诱导

POMC-EGFP 转基因小

鼠海马齿状回颗粒神经

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8 万 沈峰岩      
助理研

究员 

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 

2018.1.1 

-2019.12.31 

4 

构建小鼠多个脑区神经

元活动的放电模式与模

型 

6 万 李孟       
副研究

员 

西双版纳生物

医学研究院 

2018.1.1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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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脑际认知研讨会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脑功能基因组学

重点实验室 

周永迪/

李先春 
2018.9.1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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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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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次，

具体包括：1、叶海峰，第三届生物工程青年科技论坛（国内），“远红光调控

基因电路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2、蒯曙光，全国工程心理学年会（国内），

“如果更快的移动物体——3D虚拟空间移动操作特性研究”；3、蒯曙光, 中国

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 2018 学术年会（国内），“人类社会引力场模型：利

用虚拟现实定量化的测量人类社会交互空间”；4、蒯曙光，全国实验心理学年

会（国内），“知觉训练对视觉形状模板的优化：利用反向相关的方法解码大脑

决策模板”；5、林龙年，脑科学与教育创新（国内）；“解码智能”；6、叶海

峰，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国际研讨会（国内），“Synthetic designer cel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7、叶海峰，第一届基因组编辑/合成生物学的基础和

应用研究研讨会（国内），“Synthetic Designer Cel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8、赖玉萍，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年会（国内），“sIL-36R 

functions as a decoy of IL-36/IL-36R signaling to inhibit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psoriasis”；9、林龙年，2050 脑科学与未来社会（国内），“脑科学与未来社

会”；10、林龙年, 中国睡眠研究会第十届全国学术年会（国内），“脑状态相

关的海马神经元电活动”；11、蔡清，大城市教科院联盟全国一次学术年会暨脑

科学与教育论坛（国内），“青少年脑与认知发展全景图谱”；12、陈爱华，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Vision（国内），“3D surface Orientation perception in 

the superior temporal poly-sensory area (STP)”；13、刘永芳，2018 年度全国心理

普及工作联席  （扩大）会议（国内），“基于心理学视角的信用卡催收策略和

行为模式”；14、叶海峰，2018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天津青年论坛（国内），



 

 

“远红光调控基因电路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15、赖玉萍，2018 年中国免

疫学青年工作委员会年会（国内），“The regulation and functions of REG3A in skin 

diseases”；16、曹晓华，2018泰山学术论坛：神经精神科学学术峰会（国内），

“PHA-543613 对 PS1/2 条件性双基因敲除小鼠记忆受损的影响及机制”；17、

林龙年, 高校神经生物学课程教研讨会（国内），“解码智能”；18、曹晓华，

第十四届中国生理心理学学术大会（国内），“The effect of PHA-543613 on memory 

disorders in presenilin1 and presenilin2 conditional double knockout mice”；19、赖

玉萍，第三届全国银屑病学术会议（国内）；“角质形成细胞调节银屑病发生发

展的作用机制”；20、曹晓华，第三届高原脑科学高峰论坛（国内），“The role 

of αCaMKII in PTSD”；21、叶海峰，第三届合成微生物学与生物智造研讨会（国

内），“远红光调控基因电路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22 汪晨波，中国心理

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 2018 学术年会（国内），“夸张表情符号促进网络社交的

情感表达”；23、李世佳，全国心理大会（国内），“应激反应的个体差异及其

与精神疾病的关联”；24、李世佳，2018第一届全国代谢生物学大会（国内），

“远红光调控基因电路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 

2018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内专家来访讲学 21 人次，具体包括：1、景

乃禾，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The promise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 the th

erapy of Alzheimer’s disease”；2、Jeffrey A. Saunders，香港大学，“Using v

irtual reality to understand human sensory integration”；3、许晓鸿，中科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Neural Control of Innate Behaviors and Motivation”；4、沈

伟，上海科技大学，“Neural Circuits for Body Temperature Regulation”；5、

周艺，第三军医大学，“Neural Circuits for Body Temperature Regulation”；6、

舒妮，北京师范大学，“Early prediction and individual classification for early 

stages of AD based on brain connectome an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7、

周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汉语儿童语言发展评估与障碍诊断的探讨”；

8、戴辑，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当光遗传遇上灵长类”；9、陆巍，

东南大学，“神经可塑性与学习记忆”；10、王韵，北京大学，“痛与痛觉调制

——从外周到中枢，从分子机制到镇痛策略”；11、管沉冰，上海赛默罗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物实验记录规范的探讨”；12、李浩洪，华中科技大学，“C

alretinin Neurons in The Midline Thalamus Modulate Starvation-induced Arousa



 

 

l”；13、杨振纲，复旦大学，“前脑神经元发育的基因调控网络-兼谈神经干细

胞的基础和转化研究”；14、李毓龙，北京大学，“Spy on neuronal modulatio

n with new genetically encoded fluorescent sensors”；15、崔芳，深圳大学，“N

eural correlates of altruistic decision makings: help, deception, and punishmen

t”；16、徐宁龙，中科院神经所，“Neuronal circuit mechanisms for stimulus 

categorization and perceptual decision-making”；17、李澄宇，中科院神经所，

“工作记忆的神经环路机制”；18、徐春，中科院神经所，“场景认知和行为调

控的神经环路机制”；19、罗建红，浙江大学，“Gamma Oscillation Dysfuncti

on in mPFC Leads to Social Deficits in Neuroligin 3 R451C Knockin Mice.”；

20、高丽霞，浙江大学，“Auditory processing and vocal behavior of awake m

armosets”；21、童善保，上海交通大学，“低频经颅超声神经调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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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新

增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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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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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次，具体包括：1、叶海峰，界面生物学戈登研讨会（国际），“Controllable synthetic 

designer cel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2、郭思齐，2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Human Brain Mapping (OHBM 2018)（国际），“Representation of 

temporal memory retrieval in the human precuneus”；3、邓赐平，the 25th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ural Development（国

际），“Parents’ Involvement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4、库逸轩，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Vision（国际），

“ Selective attention on representations in working memory”；5、林龙年，脑机

融合智能技术国际研讨会（国际），“大规模神经元活动记录技术”；6、陈爱

华，Neural codes, sensing and navigation（国际）, “Sequence-dependent neural 

activity in macaque frontal eye fields”；7、叶海峰，亚洲合成生物学研讨会（国

际），“Synthetic Far-Red Light-Controlled Optogenetic Device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2018 年度，重点实验室邀请国外专家来访讲学 18 人次，具体包括：1、肖

晓，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Critical period controls synaptic maturation underlies the 

defects in hippocampal and cortical synapse plasticity”；2、Jan Theeuwes，荷兰自

由大学，“Statistical Learning Drives Visual Selection”；3、Falk Huettig，荷兰马

普心理语言所，“How learning to read changes mind and brain”； 4、Andrew Smith

，伦敦大学，“The cingulate sulcus visual area (CSv): A sensorimotor interface for 

locomotion”；5、郁曦，美国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童阅读障碍的早期

测评和研究现状”； 6、Kofi Appiah，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Modelling visual 

scenes with psychological inspiration”； 7、Q. Richard Lu，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

院，“Genetic and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myelination and functional nerve repair”

；8、Adrien Peyrache，加拿大麦吉尔大学，“A compass in the brain: neuronal 

mechanisms of spatial orientation”；9、Hong Xu，新加坡南样大学，“Visual 

perception from lab experiments to real world applications”；10、Mulugeta Semework 

Abebe，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ding our memory for our environment using visual 

responses of cortical neurons”；11、Fabrice Berna，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What 

do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isorders in schizophrenia tell us about patients' 

disorders of self? Cognitive model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12、Andrew E 

Welchman，英国剑桥大学，“On sensing where’s not there”；13、Zoe Kourtzi，

英国剑桥大学, “Strategic routes for learning and brain plasticity”； 14、Makoto 

Kusunoki，英国牛津大学，“Neuronal mechanism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attention 

in the parietal cortex of monkeys”； 15、Dora Angelaki，美国纽约大学，“A 

gravity-based three-dimensional compass in the mouse brain”；16、William H. Warren

，美国布朗大学，“Flocks, schools, and crowds: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 17、John Rinzel，美国纽约大学，“Auditory stream segregation and perceptual 

bistability”； 18、Edmund T. Rolls，英国牛津大学，“The hippocampus: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in primates, and their utility for the storage and recall of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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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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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国际部、华师大附小等多家单位的参观，参观人次总计约为

300人；重点实验室林龙年教授受青少年高校科学应（华师大分营）邀请，进行

名家讲坛讲座；汪晨波老师受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会邀请，进行“当代年轻人的

焦虑症”；华师大 MBA 教育中心邀请，进行“现代人的焦虑症”等多个讲座，听

众约400人；重点实验室接收 3名华师大二附中高一学生进行暑假科普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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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复旦大学 否 

2 张 旭 男 教授 57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否 

3 李葆明 男 教授 56 南昌大学 否 

4 郑 平 男 教授 60 复旦大学 否 

5 徐天乐 男 教授 53 上海交通大学 否 

6 孙坚原 男 教授 55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否 

7 何士刚 男 教授 55 上海交通大学 否 

8 李 涛 女 教授 53 四川大学 否 

9 胡新天 男 教授 54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否 

10 何 成 男 教授 54 第二军医大学 否 

11 周嘉伟 男 教授 56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否 

12 舒友生 男 教授 47 北京师范大学 否 

13 李卫东 男 教授 47 上海交通大学 否 

14 周永迪 男 教授 63 华东师范大学 是 

15 林龙年 男 教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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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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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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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学校共计投入 1096万元用于重点实验室建设。其中，包括人才

建设经费 500万元；引进人才启动经费 400 万元；实验室运行经费 100 万元；水

电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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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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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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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上海中医医院检测电针刺激模式大鼠后，海马脑区基本突触传递以



 

 

及长时程的突触可塑性等指标，并结合分子和行为等方面的数据来系统探讨电针

是否对缰核的活性具有调节作用，该研究将为临床上电针防治抑郁症提供实验依

据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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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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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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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