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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

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

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

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

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本学

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

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

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

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

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材料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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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请对照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本学科的发展简况，重点介绍本学科的特色

与优势、社会需求、申请的必要性、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等有关内容。（限 1000 字）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个体及群体心理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2017

年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病率达 4.06%，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4.98%，且呈现上升趋势。

这不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心身健康，也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

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加强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培养”。因此，我国应特别加强临床

心理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3 年获批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批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为主要学科方向，与其他高校心理学科优势互补，形成

特征鲜明的心理学科。本学科所依托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实

践基地，每年服务异常心理就诊者超过 80 万人次，其中临床心理咨询超过 20 万人次，；形成临床心理、

儿少心理、犯罪与成瘾行为、老年心理、危机干预等特色心理团队。本学科长期主办各种高质量的心理

咨询与治疗培训，其中“中德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德班）已连续举办 30 年，成为临床心理领域

的知名品牌，培养了大量临床心理专业人员。同时，我校心理学科还与生物医学工程、公共管理等学科

交叉合作，设立了“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交叉学科博士点，开展了大量认知与神经科学的研究。学科拥有 

“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建立了超过 3 万份样本的生物学样本库和全功能的影像数据共享平台，

为开展临床心理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各种类型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心理学或相关领域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专职教师 52 名，学科带头人

与学术骨干稳定，学生生源充足，近 5 年硕士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100%。本学科近 5 年承担纵向科研项

目 342 项，总经费 10731.2 万元，其中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65 项，获专利 6 项，出版专著 31 部，发

表科研论文 898 篇，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6 项；近 5 年，主办或承办与心理学相关国际、全国学术

会议 12 次。本学科已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学校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极大促

进了学科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学科已经拥有雄厚的基础，尤其在临床心理、异常心理和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

特色突出，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可弥补我国高校心理学学科领域中重要但薄弱的环节，为“健康中国”和

“脑计划”的实施培养更多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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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 200 字）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将心理学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学科。研究心理评估与诊断，心理病理机制，心理

疾病预防、咨询与治疗；个体在生活、学习和职业等方面适应性与发展性问题等。

本学科 30 年间为国家了大量临床咨询专业人员（“中德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等）。

本校心理学实践基地每年临床心理咨询和治疗 20 万人次；作为国内临床心理早期的

倡导者，为国家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是多个相关指南或规范的制订者，

负责和参与国内重大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异常心理学 

主要研究异常心理的病因、发病机制、早期识别和干预策略等内容。作为心理

学重要分支，在国际上受到极大重视，但在国内其它高校心理学博士点未得到充分

发展。本校在该方向具有显著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本学科依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丰富临床资源（80 万人诊次/年），可开展

各种异常心理相关研究，已形成犯罪与成瘾行为、老年心理卫生、危机干预和儿童

心理健康等多个特色专业团队。 

认知神经科学 

研究心理活动神经机制的学科。本校具有精神医学、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

遗传学、信息工程和语言学多学科融合优势，依托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交叉博士点和

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神经影像数据平台，运用神经影像、分子遗传、神

经电生理、神经心理、行为分析和计算科学等方法，对基本认知过程的神经基础，

情绪处理、老化认知可塑性和物理治疗（rTMS、tDCS 和 DBS 等）的神经基础进行

系列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果。 

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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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心理学 硕士一级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应用心理 硕士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博士二级   

教育学 硕士一级   

    

    

    

    

  



 

 

4 

Ⅱ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0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25 0 0 2 13 9 1 0 20 21 0 

副高级 18 2 10 6 0 0 0 0 17 13 0 

中级 7 0 5 2 0 0 0 0 5 3 0 

其他 2 1 0 1 0 0 0 0 0 0 0 

总计 52 3 15 11 13 9 1 0 42 37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 

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19 人（36.54％）   37 人（71.15％）   10 人（19.23％） 

注：1. “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 3 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

导师/博导人员。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 5 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科研团队 
智能交互与认知工程

上海高校重点实验室 
吕宝粮 201402 心理学 

2 国家教学成果团队 体育教育 毛丽娟 201409 心理学 

      

      

      

      

注：“资助时间”不限于近 5 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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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方向一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专任教师数 23 正高职人数 6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位 

1 赵敏 49 博士 主任医师 
上海市优秀

学术带头人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副会长、Addiction  编

委 

6 7 11 7 

2 谢斌 52 硕士 主任医师 
上海市医学

领军人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

事长、中华预防医学会

精神卫生分会副会长 

0 0 2 4 

3 陈珏 44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

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 

0 0 3 2 

4 王振 39 博士 副主任医师 

上海市浦江

人才、上海市

“青年科技

启明星”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

会焦虑抑郁工作组委

员、上海医学会精神病

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0 0 4 0 

5 仇剑崟 50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

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

委员 

0 0 1 1 

6 程文红 48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

会儿童青少年组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分会认知行为组副

主任委员 

0 0 0 2 

7 宋立升 54 硕士 主任医师 / 
上海市心理服务行业协

会会长 
0 0 4 1 

8 蔡军 46 硕士 主任医师 

康复精神医

学学科建设

负责人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精神

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0 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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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方向二名称 异常心理学 专任教师数 20 正高职人数 14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位 

1 方贻儒 53 博士 教授 
上海市领军

人才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

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主

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精

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5 4 4 2 

2 徐一峰 54 硕士 主任医师 /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

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理事 

0 0 3 1 

3 彭代辉 45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

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

兼秘书 

0 0 3 2 

4 李霞 46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

痴呆及相关疾病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常

务委员 

0 0 1 3 

5 杜亚松 54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全国

理事，儿童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 2 9 8 

6 陈剑华 36 硕士 副主任医师 /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

促进会睡眠医学分会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

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 

0 0 0 0 

7 邵阳 40 博士 副主任医师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分会青年委员 
0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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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方向三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专任教师数 9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位 

1 李春波 48 博士 主任医师 

中国心理卫

生协会心身

医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

会行为医学

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The Cochrane Library精

神分裂症专业组编辑、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编委 

4 2 9 6 

2 杨志 36 博士 副研究员 

北京市“科技

新星”、 

中国科学院

青年创新促

进会会员 

Frontiers in Brain 

Imaging Methods 学术

编辑 

0 0 0 0 

3 王继军 51 博士 主任医师 
上海市优秀

学术带头人 

BMC Psychiatry  

associate editor 
7 1 4 3 

4 范青 37 博士 副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

学“SMC-晨

星青年学者

奖励计划”优

秀青年教师 

中国中医药促进精神卫

生分会委员、上海市医

学会行为医学专科分会

委员 

0 0 3 0 

5 唐莺莹 33 博士 副研究员 / 

上海市医学会“脑电图

与临床神经生理”分会

委员 

0 0 0 0 

6 易正辉 45 博士 主任医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

干预专委会常务委员 
0 0 4 1 

注：1.请按表 I-2 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 “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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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赵敏 性别 女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

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中南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199907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

精神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物成瘾机制与临床干预，建立了药物成瘾系

列心理行为治疗技术，被写进我国药物依赖治疗指南，先后参与《阿片类药物依赖治疗指南》、

《苯丙胺类药物依赖治疗指南》等编制及修订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WHO、美国 NIH 项目等 10 多个项目,作为中国唯一专家参与 ICD-11 精神与行为障碍诊断标

准修订工作。发表相关论文 200 余篇(SCI 杂志 60 多篇)，主编专著 6 部，参编 40 余部。任

《Addiction》编辑等杂志编委，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4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药物成瘾机制及综合干预模式研究

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411 排名第八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overy 

consequences among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after compulsory 

treatment programs. 

Scientific Reports, P17974. 

他引 0 次 
201505 通讯作者 

Impaired processing speed and 

attention in first-episode drug naive 

schizophrenia with deficit syndrome 

Schizophr Res, P478-484. 

他引 8 次 
201411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联合基金重

点项目 

苯丙胺类兴奋剂成瘾者前额叶-

纹状体环路谷氨酸/GABA 缺陷

机制及新型干预 

201601-201912 224.024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2-201606 文献导读 8 硕士研究生 

201602-201606 精神病学 4 博/硕士研究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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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谢斌 性别 男 
年龄

（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精神病学专业，199207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华预防医

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会长等学术兼职及国内外多家专业期刊的编委。主要从事心理健康促进与健

康教育、青少年行为问题、心理健康相关政策与立法等研究，近年来参与指导多名博士生。领衔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8项国家卫生计生委心理健康相

关政策研究项目。   

目前担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项目负

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主要起草专家。获 2006 年上

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9 年上海市优秀发明金奖、2016 年华

夏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普奖”等。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城市重点人群心理健康促进

行动 
华夏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普奖” 201611 

第一 

完成人 

精神卫生服务的组织和效率

研究报告 

卫生部疾控局制定精神卫生工

作规划采用 
2012 

第一 

完成人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专业

人员分类配置研究报告 

卫生部疾控局制定精神卫生工

作规划采用 
2012 

第一 

完成人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

程 
201501-201712 529 

哈佛大学-国际合作 

Building Research Capacity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in China 

across the Lifespan 

201312-201712 74.79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 / / /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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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陈珏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4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6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进食障碍国际学术期刊编委。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焦虑障碍亚专科）项目执行人，2010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三完成人）。

共发表进食障碍相关论文20余篇，其中SCI论文6篇，主编《进食障碍》专著1部，参编《中国进

食障碍防治指南》等学术专著9部，主译、校译著作4部。1项美国NIH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3项上海市卫生局课题。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近年来负责多次举办过全国性继续教育培训项目。近来来负责承担心理

学、应用心理专业研究生《心理学技能实践基础》和《心理学技能实践》课程，同时参与博士研

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opamine receptor D2 and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gene polymorphisms associated 

with anorexia nervos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Neuroscience Letters, P147-51. 

他引 2 次 
201603 通讯作者 

Negative Affect Mediates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Disordered Eating in Young 

Chinese Women.  

PLoS ONE, Pe46878. 

他引 4 次 
201210 第一作者 

进食障碍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09 主编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催产素及催产素受体基因DNA

甲基化在神经性厌食病理机制

中作用的研究 

201607-201906 20 

上海市科委引导类项目 
强化动机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对神经性厌食的疗效初探 
201606-201906 20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2-201606 医学心理学 5 本科生 

201309-201408 心理学技能实践 48 研究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scm.nsfc.gov.cn/scmwebsns/publication/viewSimple?des3Id=KSuB48aE2TjvCaHgRHNGZA%253D%253D%2C1
http://scm.nsfc.gov.cn/scmwebsns/publication/viewSimple?des3Id=KSuB48aE2TjvCaHgRHNGZA%253D%253D%2C1
http://scm.nsfc.gov.cn/scmwebsns/publication/viewSimple?des3Id=KSuB48aE2TjvCaHgRHNGZA%253D%253D%2C1
http://scm.nsfc.gov.cn/scmwebsns/publication/viewSimple?des3Id=KSuB48aE2TjvCaHgRHNGZA%253D%253D%2C1
http://scm.nsfc.gov.cn/scmwebsns/publication/viewSimple?des3Id=KSuB48aE2TjvCaHgRHNGZA%253D%253D%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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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王振 性别 男 
年龄

（岁） 
39 

专业技术 

职务 
副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

“青年科技启明星”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1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焦虑抑郁工作组委员、上海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长期从事焦虑障碍、强迫症、心理应激与创伤相关障碍及常见情绪问题的临床诊疗与

病理机制研究工作，尤其对强迫症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神经环路异常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

发表于 JAMA psychiatry等高水平杂志。先后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3项、上海市科委科研基金及国

际合作课题 10余项，编译著作 10余部，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作为主要撰写人

参加了《中国强迫症防治指南》的编写；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作为

第一完成人获得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参与多名博士研究生的指导，作为主要授课老师之一

承担《医学心理学》本科生授课。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ssociation of 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the acute phase of motor vehicle accid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 Affect Disord, P714-722. 

他引 0 次 
201601 通讯作者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and anatomical 

conne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traffic 

accident-induced PTSD: a study combining 

fMRI and DTI.  

J Affect Disord,P80-88.  

他引 3 次 
201512 通讯作者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lterations in default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atients following recent trauma 

Brain Res, P50-56.  

他引 29 次 
201211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症状的

脑功能网络纵向研究 
201401-201712 7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基于长三角地区远程专科医疗

协同平台的强迫症诊疗模式构

建与应用 

201507-201706 43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2-201606 医学心理学 5 本科生 

201609-201612 心理学研究方法 4 研究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12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仇剑崟 性别 女 
年龄

（岁） 
50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200707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

（学

术骨

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女性精神卫生的临床和基础研

究，方向为女性生殖相关的情绪障碍。以第一承担人主持多项局级和部级课题，以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发表相关论著近 40篇。负责心理治疗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包括中德班精神分析治疗

连续培训项目。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多项心理治疗研究，探索心理治疗临床疗效和作用机制，并在

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著。2013 年获上海市卫生系统以及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担任交大普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课程的骨干教师，交大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心理治疗基础

和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两门核心课程的负责人，该两门课程历年均获学生好评，近年来参与多名

博士生指导工作。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Chines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P1331-1337. 

他引 11 次 
201212 第一作者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Obstetrics 

&Gynecology,P60-67. 

他引 15 次 

201306 第一作者 

Estradiol decreases rat depressive 

behavior by estrogen receptor beta but 

not alpha: no correlation with plasma 

corticosterone 

Neuroreport, P100-104. 

他引 6 次 
201401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

心培育项目 

抑郁症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

正念认知治疗疗效及治疗前后的

脑 fMRI 研究 

201501-201712 5 

/ / / /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409—201612 心理治疗基础 12 硕士研究生 

201409—201612 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 12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医学心理学 16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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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程文红 性别 女 年龄（岁） 48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5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儿童青少年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认知行

为组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为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早期诊断与康复、心理治疗新技术运用、创

伤应激障碍早期干预等。近五年承担市科委课题 1项，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市级及以上课题

3 项。近五年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2篇，其中 3篇 SCI论文。2012-2014年间作为亚洲唯一儿

少精神科专家参加 ICD-11儿少精神疾病诊断系统修订国际小组工作。近五年作为负责人共承担

5 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3项其他类别培训项目。曾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参与研究生课程教

学及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issociable Change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Cortices in Inherent 

Functional Flexibility across the 

Human Life Spa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P10060-10074. 

他引 0 次 
201609 通讯作者 

The use of the SDQ with Chinese 

adolescents in the clinical context 

Psychiatry Research,P520-526 

他引 0 次 
201612 通讯作者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mygdala-based network in 

resting-state FMRI in adolesc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Medical Sci ence Monitor, 

P459-467 

他引 4 次 

201502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1-201612 心理咨询与治疗 27 硕士研究生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76839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67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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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宋立升 性别 男 
年龄

（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上海医科大学， 

精神病学，199007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担任上海市心理服务行业协会会长。长期从事精神病学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参与指导多名

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涉及重性精神病的临床康复和生活质量研究，率先引进有关评价疾病负

担和生活质量的工具，编制了适合国内的生活质量量表。重点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教育性

家庭干预开展了系列研究，制定了本土化的个案管理规范，目前已在社区心理康复中得到较为

广泛的应用。主持制定了临床常见疾病的诊疗质量标准，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阿

尔茨海默病，已作为上海市临床质量控制标准。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栗宗华精神科基金会二

等奖、中/法-罗那普朗克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新事件相关电位诊疗干预技术在精神

分裂症社区防治预警康复中的推广应

用——附 10 家推广单位资料分析 

现代电生理杂志,P67-72. 

他引 0 次 
201602 第一作者 

Two-year prospective case-controlled 

study of a case management program 

for community-dwelling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Shanghai Arch Psychiatry, 

P119-128. 

他引 3 次 
201406 通讯作者 

Effectiveness of Antipsychotic Drug for 

24-Month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first-Episode Schiozophrenia: Evidence 

from a Community-Based 

“Real-World” Study 

J Clin Psychiatry, Pe1460-e1466. 

他引 0 次 
201611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科委医学引导项目 
针灸治疗躯体化障碍及事件相

关脑电位和 Quisi 监测研究 
201507-201806 10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 / / /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11448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11448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11448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11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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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姓名 蔡军 性别 男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康复精神医学学科建设负

责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207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领域为精神疾病社区防治与康

复。参与相关领域研究生教学及博士生指导工作。主持或参加国家级、市局级课题 10 余项，参

与国家 686 项目 10 余年，先后三次担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项目负责人，发表论文 20

余篇，SCI 论文 3 篇。参与编写《社区康复学》和翻译《分裂症的精神康复》等专著。在精神疾

病社区康复中引进程式化技能训练、探索个案管理和主动式社区干技术，制定了《上海市社区精

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康复服务记录手册》、《康复学员档案手册》和《操作手册》，翻译

并拍摄了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康复训练教材、《上海市精神卫生社区康复服务示教片》。2016 年获

上海优质康复服务先进个人奖。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上海优质康复服务先进个人 
上海康复医学科技奖办公室

颁发 
201612 

第一 

完成人 

社区康复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01303 参编 

家庭教育联合技能训练对社区精神

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作用及其社会功

能影响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P176-179. 

他引 17 次 

201402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第四轮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 

上海市严重精神障碍服务管

理规范化建设 
201501-201712 769 

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重要薄弱学科

建设项目 
康复精神医学 201601-201812 200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612 精神病学 6 本科生 

201409-201612 社会精神病学 2 本科生 

201409-201612 法医精神病学 4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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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方贻儒 性别 男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领军人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5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担任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长

期从事精神科医教研工作，丰富的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对多种精神疾病有深厚的学术理论与实

践基础。带领研究生及其团队潜心于临床精神病学（心境障碍的客观诊断与优化治疗）、生物精

神病学等领域的探索。2013 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在国内外相关杂志上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SCI收录的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逾 60篇。获专利 3项。主编《精神病学》、

《抑郁障碍》等教材和专著 20多部。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二

版）》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508 主编 

亚综合征抑郁基因表达诊断芯片 发明专利，ZL 01110033299.7 201303 
第一专利

权人 

基于智能终端实现情绪特征参数采

集和处理的系统及方法 
发明专利，20140384511.8 201408 

第一专利

权人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 

基于抑郁障碍临床病理特征的

多维度诊断、个体化治疗及管

理技术”项目 

201609-202012 566 

申康市级医院慢病防治项目 
基于移动医疗平台的心境障碍

综合防治模式研发与应用 
201512-201811 15 

申康新兴前沿技术项目 

心情温度计—心境障碍早期识

别与治疗管理前沿技术的开发

与应用 

201601-201812 5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501 心境障碍 16 博士研究生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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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徐一峰 性别 男 
年龄

（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上海医科大学 

医学系，1990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理事。研究方向为重性精神障碍的生

物学及社会医学。主持国家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WHO双年度国家项目、上海市精神疾病

临床医学中心重点项目等，是国家十五攻关项目、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主要参

与者和子项目负责人。 

曾获 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第二完成人）1项；目前承担国家级课题 5项；

完成及参与省部（市）级、国际合作及局级课题 14 项；发表文章 230 余篇(含 SCI99 篇)，其中

9篇获得各级学会优秀论文奖；主编、主译及主审专著 12部，参编专著及教材 20部；参与申请

国家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并授权 16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11人，并参与指导多名博士生。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ssociation between SCAP and SREBF1 

gene polymorphism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World J Biol Psychiatry, 

P467-474.  

他引 1 次 

201609 通讯作者 

Evaluations of treatment efficacy of 

depression from perspective of both patients' 

symptoms and general sense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large scale, multi-centered,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a 

Psychiatry Res,P55-60. 

他引 0 次 
201607 通讯作者 

Regional Abnormality of Grey Matter in 

Schizophrenia: Effect from the Illness or 

Treatment? 

PLoS One, Pe0147204. 

他引 2 次 
201601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课题 

构建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代谢

综合征的综合干预策略 
201609-202012 160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级医院

新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 

基于大数据的精神分裂症优化治

疗方案研究 
201609-201909 120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2-201606 精神疾病中的科研伦理 4 硕士研究生 

201509-201601 社会精神医学 4 本科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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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彭代辉 性别 男 年龄（岁） 45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6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兼秘书在国内较早开展抑郁障碍的临床

与基础研究，围绕优化治疗、神经网络、神经心理等相关研究，探索抑郁障碍影像学标志，阐释

抑郁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将神经心理-脑影像学模型应用于抑郁障碍高危人群的影像早期识别、

诊断分析与随访管理中。曾获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奖（第九完成人）。目前发表论文 50 余篇，

获得多项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科学委员会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与

编写《抑郁障碍》、《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担任所属医学院校、研究生、基层

精神卫生机构的授课老师，进行卫生部精神疾病的防治及心境障碍诊治进展相关知识的培训。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单相和双相障碍的脑磁共振

影像差异标志 

2015 年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

与临床分会优秀大会发言论文奖. 
201506 通讯作者 

Surface Vulnerability of 

Cerebral Cortex to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LoS One,Pe0120704. 

他引 15 次 
201506 第一作者 

Altered brain network modules 

induce helplessnes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P21-29. 

他引 14 次 
201410 第一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ERK）对于

抑郁症“无助感”相关脑功能网络的作

用及调控机制 

201601-201912 57 

上海市科委医学引导类项目 
基于海马多模态 MR 的纵向序列影像

特征辅助诊疗抑郁症的研究 
201606-201906 20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10-至今 神经心理测评 4 硕士研究生 

2016/04-至今 心境障碍的研究进展 3 硕士研究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50327


 

 

19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李霞 性别 女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1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专业委

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老年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的诊断与治疗。主持国家科技部

重点专项基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等研究 4 项，已发表 50 余篇文章。2016

年获首届上海最美女医师奖。在老年情绪障碍、认知障碍的神经心理评估与早期诊断、治疗与

干预、管理社区情绪障碍、认知障碍的研究队列经验丰富，多年致力于在社区推广情绪障碍与

认知障碍的科学病案管理模式，全国首创建立了初步的“社区-老年专科医院-养老院”的全病

程、多学科、分级的管理与干预模式。承担老年精神科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及参与博士研究

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ecreased platelet 

5-hydroxytryptamin (5-HT) levels: 

a response to antidepressants 

J affect Disord,P84-90. 

他引 3 次 
201511 第一作者 

Enhanced Diabetes Susceptibility 

in Community Dwelling Han 

Elders Carrying the 

Apolipoprotein E 3/3 Genotype 

PLoS One, Pe0151336. 

他引 0 次 
201603 通讯作者 

Increased Plasma S100 Level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 

P248-250. 

他引 0 次 

201603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miR132/212 调控神经保护因子预测

老年抑郁症转归的纵向随访研究 
201701-202012 57 

上海市科委医学引导项目 

PST 团体技术及 miRNA132/BDNF

调控通路作为外周标记物在老年抑

郁症中的应用 

201507-201809 30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7 老年精神障碍（英文教学） 8 本科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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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杜亚松 性别 男 
年龄

（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中南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996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全国理事，儿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中华精神科杂志》等

多本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心理卫生问题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青年基金、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基金和青年基金、与英国 Dundee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多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共发表和进行国际会议交流论文近 200篇，SCI

收录论文 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获得优秀论文奖。主编和参编书籍 50余部。曾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中华医学会科技进步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Deficits in 

Unmedicated Chinese Children 

with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P277-287. 

他引 9 次 
201605 通讯作者 

Assessment of in vivo 

microstructure alterations in gray 

matter using DKI in Internet 

gaming addi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Functions, P37. 

他引 8 次 
201410 通讯作者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P5135-5143 

他引 2 次 

201609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301 发展心理学 16 硕士研究生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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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陈剑华 性别 男 
年龄

（岁） 
36 

专业技术 

职务 
副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1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

员。从事神经精神疾病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并参与该领域的博士生指导工作。作为负责人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青年课题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工交叉”青年科

研项目等多个课题，被评为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博士），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九

龙医学优秀青年人才提名奖”，上海市遗传学会青年遗传学家论坛报告海报奖。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并列）发表 SCI论著 15篇，

代表性论文发表于 Cell Research（IF=14.812）、Nature Communications（IF=11.47）、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IF=11.202）、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IF=7.991）等

杂志，累积影响因子 98.098分，获专利授权 4项。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Role played by the SP4 gene in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Br J Psychiatry, P441-445. 

他引 0 次 
201605 第一作者 

The genome-wide mutational 

landscape of pituitary adenomas. 

Cell Res,P1255-1259.  

他引 0 次 
201611 

第一作者

（并列） 

Recurrent gain-of-function USP8 

mutations in Cushing's disease 

Cell Res, P306-317.  

他引 5 次 
201503 

第一作者

（并列）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let-7 介导的 ceRNA 调控网络对奥

氮平/氯氮平相关代谢综合征的作

用机制研究 

201601-201812 25 

/ / / /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 / / /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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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异常心理学 

姓名 邵阳 性别 男 
年龄

（岁） 
40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2009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精神科非自愿住院服务的相关研究，

提出精神障碍者非自愿住院的可行措施和如何进行立法的相关建议。主要关注非自愿医疗过程

中医患双方的心理、行为以及互动关系及对非自愿决策过程的影响。参与制定《精神障碍诊疗

工作规范》以及相配套的风险评估手册、知情告知文书，作为操作标准在整个上海地区的 20 余

家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中统一使用，并被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作为参考样本推荐给各地

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二完成人），上海市发明金奖（第二完

成人）。承担上海交通大学通识课程《社会精神医学》与医学院《医学心理学》的授课任务，

参与多名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Psychiatris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cedure of involuntary admission 

to mental hospital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P440-447. 

他引 3 次 

201207 第一作者 

Approaches to involuntary admission 

in China: changing in legislation 

from 2002 to 201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Law, P35-44. 

他引 1 次 

201503 第一作者 

/ / / /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社会精神医学 每年 8 课时 本科生 

201509-201612 医学心理学 每年 10 课时 本科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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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李春波 性别 男 
年龄

（岁） 
48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

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

市医学会行为医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01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提出中国成功老龄的操作标准，对成功老龄相关因素和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创立多维度

认知训练方法，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础上开展认知老化可塑性的神经机制研究。同时，将认知

训练拓展到精神障碍群体（精神分裂症），提出序贯认知训练原则。在国际上较早进行焦虑症功

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进行量表引进工作和新型认知功能工具的研发，目的在于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适合国人的普适性认知功能测评工具。近年获得 2 项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奖和 1 项

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开设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研究生 2门必修课程。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The effects of multi-domain versus 

single-domain cognitive training in 

non-demented older peopl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MC Medicine, P30. 

他引 36 次 
201203 通讯作者 

Differential alterations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panic disorder 

Human Brain 

Mapping,P1459-1473.  

他引 7 次 

201604 通讯作者 

The Lateralization of Intrinsic Networks in the 

Aging Brain Implicate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Training 

Front. Aging Neurosci, P32.  

他引 3 次 
201603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认知训练和有氧锻炼对常态老

化大脑可塑性的共同神经机制

研究 

201401-201712 70 

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医

学和农业领域科技支撑项目 

心理干预对焦虑和抑郁障碍的

疗效、预测及方法学评价：多

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201507-201809 160 

申康新兴前沿技术项目 
磁抽搐技术治疗难治性精神分

裂症的优化方案研究及推广 
201410-201709 120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心理学研究方法 36 硕士研究生 

201309-201612 学术报告会 32 硕士研究生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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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杨志 性别 男 
年龄

（岁） 
36 

专业技术 

职务 
副研究员 学术头衔 

北京市“科技新星”、中国

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认知心理学，2008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学

术骨

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北京市科技新星”、“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3项。近五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5篇，总影响因子 61.3，他引 108次。

其中 6 篇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影响因子高于 5，均为在国内独立主导的工作。3 篇论文发表于神

经影像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 Neuroimage（中科院分区 top 期刊），一篇发表于神经解剖领域排

名第一的 top 期刊(中科院分区，下同) Brain Structure & Function，一篇发表于神经科学领

域的 top 期刊 Cerebral Cortex。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八完成人)。在中科院心理所及

中国科学院大学讲授心理统计和测量、认知心理学、认知发展等课程，获得学生高度评价，参与

指导博士生多名。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Brain 

Cerebral Cortex, P2341-2352. 

他引 1 次 
201602 第一作者 

Connectivity trajectory across lifespan 

differentiates the precuneus from the 

default network 

Neuroimage,P45-56. 

他引 16 次 
201401 第一作者 

Generalized RAICAR: Discover 

homogeneous subject (sub)groups by 

reproducibility of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vity networks 

Neuroimage, P403-414. 

他引 21 次 
201206 第一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0809-201703 心理统计与测量 48 硕士研究生 

201509-201612 认知心理学 60 硕士研究生 

201609-201703 认知发展 24 博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2&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27&doc=270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2&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27&doc=270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2&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27&doc=270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4&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71&doc=703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4&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71&doc=703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4&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71&doc=703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5&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17&doc=168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5&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17&doc=168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5&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17&doc=168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65&SID=1ACvhneq694iDgYz2Tx&page=17&doc=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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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王继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1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日本琉球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专业，200403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

带头

人

（学

术骨

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曾被教育部评选为“国家优秀

自费留学生”。多年来进行精神疾病的脑电和磁共振信号研究，开发神经症、睡眠障碍、抑郁症

等精神障碍的物理干预技术-跨颅磁刺激。国内率先引进重复经颅磁刺激和磁抽搐治疗技术。针对

严重精神病性障碍，率先引进“精神病风险综合征”的识别工具，牵头国家科技部“十三五重大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精神分裂症分期识别生物学标记与多级风险布控体系建

构”项目，获多项卫生部级和市级科研成果奖。目前完成科技部 863 面上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多项，发表论著 150篇以上。负责开设心理学研究生专业课《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

物、页码及引用次数，出

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

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Correlation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neurocognition on 

psychotic outcome: a naturalistic follow-up study of 

subjects with attenuated psychosis syndrome 

Sci Rep, P35017. 

他引 1 次 
201610 通讯作者 

Abnormal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drug-naive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weeks of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Schizophr Res, P1-8. 

他引 5 次 
201604 通讯作者 

Faux pas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in a help-seeking 

population at clinical high risk of psychosis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P71-78. 

他引 9 次 

 201507 通讯作者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防控研究专项 2016 年度项目 

精神分裂症分期识别生物学标

记与多级风险布控体系建构 
201609-202012 709 

上海市医学引导类科技项目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磁抽搐治

疗技术开发研究 
201408-201709 30 

美国 NIH  (1 R01 MH111448-01)  

A Psychobiological Follow-up 

Study of Transition from 

Prodrome to Early Psychosis 

201610-202112 $499,999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9-201612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8 硕士研究生 

201509-201512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10 硕士研究生 

201609-201612 心理学研究方法 4 硕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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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范青 性别 女 
年龄

（岁） 
37 

专业技术 

职务 
副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上海交通大学“SMHC-

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

划”优秀青年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006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中医药促进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行为医学专科分会委员。研究领域

为强迫症特异性的临床诊断生物标志和治疗方法。曾获 2012-2013 年度申康团委系统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近五年，作为负责人承担国自然 1项，市科委 1项，卫计委项目 1项，校级 2 项；

发表相关 SCI论著 7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 5篇（IF共 17.061 分）；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

种 MRI用检查床”、上海交大“SMC-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优秀青年教师 B类。担任上海市

职业技能鉴定（心理咨询师）考官。承担硕士研究生《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本科生《医学

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课程，并参与多名博士研究生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Surface anatomical profile of the 

cerebral cortex in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a study of cortical 

thickness, folding and surface area 

Psychological Medicine, 

P1081-1091. 

他引 11 次 

201305 第一作者 

Abnormalities of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unmedicate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changes after medication 

PLoS ONE, Pe35889. 

他引 36 次 
201204 第一作者 

Decreased Thalamic Glutamate Level in 

Unmedicated Adul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tients Detected by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 

P193-200. 

他引 2 次 

201506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12-201612 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 10 硕士研究生 

201201-201612 医学心理学 85 本科生 

201201-201612 普通心理学 24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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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唐莺莹 性别 女 
年龄

（岁） 
33 

专业技术 

职务 
副研究员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200909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上海市医学会“脑电图与临床神经生理”分会委员。研究方向为重性精神障碍早期诊

断与转归的脑影像标记物研究以及新型颅外无创物理治疗技术的开发和优化。以第一作者(含共

同第一)发表 SCI 论著 10 篇；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科委项

目、上海市卫计委项目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工交叉项目等 6 项；作为研究骨干参与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究计划、美国 NIMH R01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项。承担硕士课程《神经科

学和心理学》，参与指导博士生多名。2012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晨星优秀青年教师，2013年获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教师，2014 年获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学国外访学进修计划和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飞翔计划”人才项目等资助。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Prolonged cortical silent period 

among drug-naive subjects at 

ultra-high risk of psychosis 

Schizophrenia Research,  

P124-130. 

他引 2 次 

201412 第一作者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preserved 

inhibition of return in schizophrenia 

Plos One, Pe0119521.  

他引 0 次 
201504 第一作者 

Reduced gamma-Aminobutyric Acid 

and Glutamate plus Glutamine Levels 

in Drug-Naiv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but Not 

in Those at Ultrahigh Risk 

Neural Plasticity, P3915703.  

他引 0 次 
201611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 3 硕士研究生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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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 

姓名 易正辉 性别 男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 

职务 
主任医师 学术头衔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010 
所在院系 精神卫生中心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委会常务委员。长期从事精神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曾入选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研究方向为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的心理康复

及遗传学研究。以第一负责人主持完成多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创新基金项目、上海市卫

生局局级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究工作；目前以第一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项目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认知专项项目 3项。发表论文 100余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 30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文章 10篇。2016

年获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奖。承担专业理论授课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Prodromal, First-Episode, and Chronic 

Psychosis: Assessing RBANS Performance 

PLoS One, Pe0125784. 

他引 2 次 
201510 通讯作者 

Exploring the pathogenetic association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diseases based on pathway analysis 

BMC Med Genomics,PS17. 

他引 0 次 
201310 通讯作者 

Blood-base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models for classification of subsyndromal 

symptomatic depression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LoS ONE, Pe31283. 

他引 28 次 
2012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 / / / 

/ / / / 

/ / /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1-201706 精神病学 50 本科生 

/ / / / 

/ / / /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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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人才培养 

Ⅲ-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相近学科□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招生人数 7 9 10 9 6 

授予学位人数 6 3 3 7 11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相近学科□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招生人数 6 6 7 18 21 

授予学位人数 6 7 12 6 6 

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

培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 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

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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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专业必修课 王继军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2 心理学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课 李春波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3 学术报告会 专业必修课 李春波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4 心理学技能实践基础 专业必修课 陈珏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5 心理学技能实践 专业必修课 陈珏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6 心理治疗基础 专业必修课 仇剑崟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7 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 专业必修课 仇剑崟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8 病理心理学 专业必修课 张海音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9 高级心理统计学 专业必修课 文剑冰 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 32/2 中文 

10 发展心理学专题 专业必修课 宋永宁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32/2 中文 

11 文献导读 专业选修课 赵敏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2 应用心理学案例开发 专业选修课 王建玉 心理治疗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功能神经解剖 专业选修课 唐莺莹 副研究员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2 脑电技术概论 专业必修课 王继军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16/1 中文 

3 
磁共振成像技术及其

数据分析 
专业必修课 张天宏 助理研究员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4 神经电生理技术概论 专业必修课 王继军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5 生理心理学 专业必修课 吴志国 副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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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院系 

6 生物信息学概论 专业必修课 孙俊峰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16/1 中文 

7 人脑功能连接组学 专业选修课 杨志 副研究员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8 认知心理学 专业必修课 孙锦华 副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9 心理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丁卫红 教授 外国语学院 32/2 中文 

10 高级认知加工 专业必修课 杨志 副研究员 精神卫生中心 48/3 中文 

11 心理语言学前沿问题 专业选修课 汪玉霞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32/2 中文 

12 
眼动跟踪在认知科学

研究中的应用 
专业选修课 王继军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3 临床心理学前沿研究 专业选修课 仇剑崟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4 
高级临床心理诊断技

术研究 
专业选修课 李春波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5 心理创伤与援助 专业选修课 张海音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16/1 中文 

16 认知老化神经科学 专业必修课 李春波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7 认知发展与社会行为 专业必修课 仇剑崟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18 毕生发展与心理健康 专业选修课 杜亚松 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16/1 中文 

19 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 专业必修课 范青 副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20 心理神经免疫 专业选修课 陈楚侨 教授 精神卫生中心 32/2 中文 

21 情绪心理学 专业选修课 苑成梅 副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16/1 中文 

22 人格心理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王振 副主任医师 精神卫生中心 16/1 中文 

23 视觉认知神经科学 专业选修课 陈垚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 
32/2 中文 

24 神经运动控制 专业选修课 蓝宁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 
32/2 英文 

25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专业选修课 钟杨 教授 
国际与公共事

务学院 
48/3 中文 

26 多元统计分析 专业必修课 韩广华 讲师 
国际与公共事

务学院 
48/3 中文 

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的， 

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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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提升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的实践 
张国栋 2013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赛事名称、展演、创作设计等）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参赛项

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 

（录取类型/入学

年月/学科专业） 

1 

Persistent Microstructural 

Deficits of Internal Capsule in 

One-Year Abstinent Male 

Methamphetamine Users: a 

Longitudinal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Journal of Neuroimmune 

Pharmacology, P523-530. 

他引 2 次 

201609 庄文旭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2 
正念防复吸治疗在物质成瘾

中的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P188-190. 

他引 1 次 
201603 王姗姗 

硕士（全日制

/201409/心理学） 

3 

"动机+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对

女性苯丙胺类使用障碍者心

理健康的疗效评估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P1143-1145. 
201606 王姗姗 

硕士（全日制

/201409/心理学） 

4 

上海市非毕业班中学生 7978

名焦虑障碍筛查及危险因素

分析 

中华精神科杂志,P160-166. 201606 程永琛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5 

上海和北京及长沙三个城市

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大众知

晓度调查 

中华精神科杂志,P220-226. 201509 王琰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6 

中文版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

表测评青少年样本的效度与

信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P413-418. 

他引 1 次 
201507 周慧鸣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7 
渥太华自我伤害调查表中文

版信效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

版）,P460-464. 

他引 1 次 

201503 张芳 
硕士（全日制

/201209/心理学） 

8 
简化认知行为治疗对广泛性

焦虑的疗效初步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P1479-1484 

他引 1 次 

201510 朱智佩 
硕士（全日制

/201209/心理学） 

9 
上海市非毕业班中学生抑郁

障碍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P1539-1544. 

他引 1 次 

201510 程永琛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10 
简化认知行为治疗对广泛性

焦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

版）,P1485-1490. 

他引 1 次 

201510 张丽 
硕士（全日制

/201309/心理学） 

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http://qikan.cqvip.com/article/detail.aspx?id=669219099&from=zk_search
http://qikan.cqvip.com/article/detail.aspx?id=669219099&from=zk_search
http://qikan.cqvip.com/article/detail.aspx?id=669219099&from=zk_search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88.com%2Fp-1951584801419.html&q=%E7%AE%80%E5%8C%96%E8%AE%A4%E7%9F%A5%E8%A1%8C%E4%B8%BA%E6%B2%BB%E7%96%97%E5%AF%B9%E5%B9%BF%E6%B3%9B%E6%80%A7%E7%84%A6%E8%99%91%E6%82%A3%E8%80%85%E7%94%9F%E6%B4%BB%E6%B2%BB%E7%96%97%E7%9A%84%E5%BD%B1%E5%93%8D&ts=1497432825&t=c4ce5a3be2951e451bd0b8aad1f6016&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88.com%2Fp-1951584801419.html&q=%E7%AE%80%E5%8C%96%E8%AE%A4%E7%9F%A5%E8%A1%8C%E4%B8%BA%E6%B2%BB%E7%96%97%E5%AF%B9%E5%B9%BF%E6%B3%9B%E6%80%A7%E7%84%A6%E8%99%91%E6%82%A3%E8%80%85%E7%94%9F%E6%B4%BB%E6%B2%BB%E7%96%97%E7%9A%84%E5%BD%B1%E5%93%8D&ts=1497432825&t=c4ce5a3be2951e451bd0b8aad1f6016&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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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计数 

 

类

别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项目

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

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

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

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

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

级项

目 

24 990.5 28 721  34 586 36 601.7 33 400 

其他

政府 

项目 

69 297.7 80 1489.5 86 507.8 94 1258.8 90 323.3 

非政

府项

目 

（横

向项

目） 

57

（28） 

453.7 

（189.3） 

46 

（18） 

775.7 

（223.3） 

50 

（14） 

641.5 

（237.5） 

56 

（10） 

713 

（243） 

55 

（6） 

971 

（172.3） 

合计 150 1741.9 154 2986.2 170 1735.3 186 2573.5 178 1694.3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59 5407.4 342 9665.8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68 3299.2 97 1827.5 

年师均科研

项目数（项） 
3.22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41.3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37.2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6 

出版专著数 31 师均出版专著数 0.6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898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17.27 

对照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补充说明科学研究情况（限填 400 字） 

近 5 年，本学科围绕异常心理的病理机制、临床心理治疗技术及认知神经科学开展了大量前沿研究

工作，获得各级别科研项目经费共计 10731.2 万元；承担纵向科研项目 342 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 165 项。基于前述科研项目的开展，本学科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加深了对心理现象和心

理疾病机制的理解，促进了临床心理干预策略及新技术的建立和优化；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相关

成果共计 898 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6 项。在研究项目的实施中，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创新实

践，已发表学术论文 251 篇；此外，近五年本学科获得专利 6 项，出版包括全国统编教材和专著等 31

部。 

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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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5 项）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海洛因依赖者心理行为干预模式的建立及其

应用 
赵敏 2013 

2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难治性抑郁症的优化治疗策略及其应用 方贻儒 2012 

3 华夏医学科技奖 科普奖 城市重点人群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谢斌 2016 

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二等奖 

分段审查抑或归口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

改革逻辑 
林喜芬 2016 

5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三等奖 

变革性领导对团队的影响：团队冲突管理的

中介效应 
张新安 2012 

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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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 20 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 

（限 100 字） 

1 

Social correlates of mental, neurological,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 China and 

India: a review 
程辉 201609 Lancet Psychiatry IF=11.588 

2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and bipolar disorder in patients in their first 

depressive episode:3-year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李则挚 201407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IF=7.991 

3 

Role played by the SP4 gene in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陈剑华 201601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IF=6.347 

4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bout the 

harms of smoking and smoking status in the 

2010 Global Adult Tobacco China Survey  
程辉 201508 Tobacco Control  IF=6.321 

5 
Morita 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 

adults 
吴卉 201502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IF=6.103 

6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overy 

consequences among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after compulsory treatment 

programs 

江海峰 201511 Scientific Reports IF=5.228 

7 

Fluvoxamine increased glutamate release 

by activating both 5-HT3 and 

sigma-1receptors in prelimbic cortex of 

chronic restraint stress C57BL/6 mice 

傅迎美 201204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Molecular 

Cell Research 

IF=4.808 

8 

Prospective memory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drug-naïve,first-episode 

psychosis 
卓恺明 201202 

Schizophrenia 

Research 
IF=4.59 

9 

Down-regulation of PRKCB1 expression in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ubsyndromal 

symptomatic depression  
郭晓云 201510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IF=4.465 

10 

Correlation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neurocognition on psychotic outcome: a 

naturalistic follow-up study of subjects with 

attenuated psychosis syndrome 

张天宏 201610 Scientific Reports IF=4.259 

11 

Alterations of microRNA-124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 pre- 

and post-treatment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和申 201607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IF=4.183 

12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methamphetamine dependent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 controls 

钟娜 201608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

macology 

&Biological 

Psychiatry  

IF=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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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 20 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 

（限 100 字） 

13 

Negative affect mediates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disordered eating in 

Young Chinese women 
陈珏 201210 Plos One IF=3.73 

14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hort TEMPS-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mood disorders  
苑成梅 201501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IF=3.57 

15 

Clinical features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major depression with history of 

postpartum episodes in Han Chinese 

women: A retrospective study 

杨福中 201509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IF=3.57 

16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on in Chinese Women  
陈静 201401 Plos One IF=3.234 

17 

Freguency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in 

shanghai 
王兰兰 20120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F=3.073 

18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Prodromal, First-Episode, and Chronic 

Psychosis: Assessing RBANS Performance 
张天宏 201505 Plos One IF=3.057 

19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opiate use and retention in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China: 

arandomised trial 

潘淑均 201506 Plos One IF=3.057 

20 

Enhanced diabetes susceptibility in 

community dwelling Han Elders carrying 

the apolipoprotein E 3/3 Genotype 
班春霞 201604 Plos One IF=2.806 

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

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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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高度重视公安执法案件转

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危害

与对策 

决策咨询报告 
林喜芬、陈

橙、谢澍 
被教育部采纳 

2 电生理实验微电极夹持器 专利 
巢乃键、李胜

天 

 2013.9 获得该专利。 

一种电生理实验微电极夹持器，其特

征在于，包括：若干微电极、对称布

置的悬臂和底板，其中：悬臂包括形

成一体的柔性垫片和硬质基片两部

分，柔性垫片用于固定微电极，硬质

基片的一个点固定于底板上且围绕

该固定点旋转，使得分别设于对称布

置的两个悬臂上的微电极之间距离

可调 

3 一种当归承气汤及其用途 发明专利 周康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应用 

4 
一种治疗心病型神经衰弱

症的合剂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周康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应用 

5 
一种治疗神经衰弱的药物

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周康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应用 

6 

一种改善合成毒品成瘾者

认知功能的不太平衡训练

测试装置 

发明专利 赵敏 
在上海市解毒管理局应用，详见应用

证明 

7 一种腰部约束带 实用新型专利 施忠英 
在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应用，

详见应用证明 

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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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 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费 

（万元） 

1 

破坏性行为障碍发病机制

的执行功能缺陷假说与脑

影像学研究(81271510) 

2012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面上

项目 
201301-201612 杜亚松 65.00  

2 

雌激素对女性精神性厌食

5-HT通路相关基因的DNA

甲基化调控研究
(81201055) 

2012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

项目 
201301-201512 陈珏 23.00  

3 

上海地区自杀死亡与未遂

者冲动攻击人格特征、急性

生活事件等危险因素重要

性及其脑电生理特征的病

例对照研究(81371502) 

2013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面上

项目 
201401-201712 费立鹏 70.00  

4 

认知训练和有氧锻炼对常

态老化大脑可塑性的共同

神经机制研究(81371505) 

2013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面上

项目 
201401-201712 李春波 70.00  

5 

Develop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curriculum of 

psychotherapy for 

psychiatrists in china(中国

慢性病防控与精神科医师

心理治疗规范化培训课程

开发研究）(2014/420142-0)   

卫生部/WHO 双年

度项目（2014-2015） 

一般

项目 
201405-201411 仇剑崟 24.00  

6 

MicroRNAs 网络调控阿尔

茨海默病病理机制与临床

验证研究(81571298) 

2015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面上

项目 
201601-201912 王涛 57.00  

7 

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

（ERK）对于抑郁症“无助

感”相关脑功能网络的作用

及调控机制(81571327) 

2015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面上

项目 
201601-201912 彭代辉 57.00  

8 

基于抑郁障碍临床病理特

征的多维度诊断、个体化治

疗及管理技术
(2016YFC13071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防控研究专项

2016 年度项目 

重点

项目 
201609-202012 方贻儒 566.00  

9 

精神分裂症分期识别生物

学标记与多级风险布控体

系建构(2016YFC13068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防控研究专项

2016 年度项目 

重点

项目 
201609-202012 王继军 709.00  

10 

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症

状的脑功能网络纵向研究

（81371486） 

2013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1401-201712 王振 70.00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39 

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 5 项）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 5 项）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 300 字） 

 

 

 

 

 

 

 

 

 

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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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项目 

计数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学

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上报告

（次） 

邀请境外专家

讲座报告（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10 18 30 9 

年均 2 3.6 6 3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 5 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 

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第三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 201209 380 54 

制订国际性疾病分类（ICD-11）精神与行为障碍

国际顾问现场研究协调会议 
201301 34 19 

精神卫生立法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 201407 55 15 

第六届国际内观疗法大会 201510 160 17 

第三届亚洲家庭治疗学院（AAFT）年会 201610 635 35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 10 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Application of Eco-Map in Family 

Therapy 

AAFT 3rd Annual 

Conference--Asian Family 

Therapy in Transition, 

Shanghai, China 

杜亚松 分会报告 201610 

2 

Increased Resting State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Schizophrenia Subjects Treated 

with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Advanced Minimal 

InvasiveBiomedical 

Technologies,Shanghai, China 
王继军 分会报告 201605 

3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among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Digital andMinimal-Invasive 

Technologies in Healthcare, 

Minnesota, America 

王继军 分会报告 201603 

4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new type of 

intervention among mental 

disorders basing on tran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he 6th FANOS Congress and 

the 11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NS,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王继军 分会报告 201509 

5 

The homeostatic mechanism of 

mind-body connection  regulated  

by meditation 

III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gram Annual Conference, 

Minnesota, America 
崔东红 大会报告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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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 10 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6 

A Cross-Cultural Adventure - 

Psychotherapy in Mental Health 

Care 

Harvard-China Fogarty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仇剑崟 大会报告 201505 

7 
Mental Health Care and Mental 

Health Policy: The Challenge 

Harvard-China Fogarty 

Conference,Shanghai, China 
谢斌 大会报告 201505 

8 
Escitalopram in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MDD patients 

Thir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ymposium between UWA 

and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erth, Australia 

李华芳 大会报告 201410 

9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eroquel 

XR as mon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The 1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polar Disorders, Seoul, 

South Korea 

李华芳 专题报告 201403 

10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between 

migrant and native male delinquent 

adolescents in urban areas in China 

Pacific Rim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Scientific 

Meeting (PRCP 2012) , Seoul, 

South Korea 

邵阳 分会报告 201210 

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专

业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

数（个） 

外文数据库

数（个） 

电子期刊读

物（种） 

0.78 1.22 134 311 8 29 148733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 5 项） 

序

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科委 2013.9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48871.22 

实验室总面积

（M2） 
10205 

最大实验室面积

（M2） 
6000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 200 字） 

本学科拥有 3.0T 磁共振成像仪等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研究设施和规范系统的临床研究设施，主办全

国唯一精神医学中英文双语期刊《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被 PubMed、PsycINFO 等国际数据系

统收录。建立了超过 3 万份样本的心理疾病生物学样本库和影像数据共享平台。研究生培养经费充足，

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及学生奖助体系完善，有明确的学风建设要求与实施细则。开设专门心

理学研究伦理课程，有常设伦理审查委员。本学科设有专职的研究生培养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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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推荐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增列申请。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2017 年 7 月 12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

同意上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2017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