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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维，博士，东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神经发育与自闭症发病机制研究，发现了自闭

症关联基因参与调控学习记忆、递质释放和视黄酸的转运和突触发育，

参与社交行为的环路调节。谢维现任教育部“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神经科学会常务理事、儿童认知与脑功能障碍

分会会长，江苏省神经科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生物学学科联盟第一届

理事长；东南大学-康宁杰瑞治疗性抗体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抗体药

物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理事等。



罗敏敏，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北

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现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副理事长、《Neuron》编委、曾任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程序委员会认知

分会 Chair 及神经科学技术分会 Chair。获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

（1995）、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1997）及神经科学

博士（2000），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杜克大学博士后，自 2004

年起回国建立独立实验室。 主要研究决策奖惩相关的行为的神经

机制。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以转基因小鼠为模型，采用电生理、光遗传

学、行为分析、光学成像、自动控制、及分子遗传学等多学科手段，

集中探索奖惩信号处理的神经机制及相关环路与人类精神疾病的关

系。除基础研究外，其领导的课题组也着力于研发生物技术，探索抑

郁症的药物靶点和小分子化学药物等。发表论文 80 多篇，包括以通

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50多篇，Google Scholar 总引用 6600 多次，

H指数 42。此外还有中国及国际专利 10多项。

荣誉包括臻溪生命学者奖（2018），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2017）、

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2016）、万人计划（2016）、北京学者

（2015）、药明康德生命化学奖（2011）、中国青年科技奖（2011）、

张香桐青年神经科学家奖（首届2009）、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6）、

Young Investigator Grant （Human Frontier Science Program，



2006）、Career Awards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美国 Burroughs

Wellcome Fund，2002）。



周江宁，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1996 年荷兰 AMSTERDAM 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6-1998 年荷兰皇

家科学院脑研究所博士后。1998-2003 年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老年医学教授、神经病学副主任医师。2003 年至今任中国科大生

命学院教授。兼任中科院脑功能和脑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

研发专项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B类先导项目“脑功能联结图

谱”课题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主要学术贡献：

系统揭示了抑郁症发病的应激环路机制。在 Nature, Nature

Neuroscience, Neuron, Acta Neuropathologica, Molecular

Psychiatry, Biology Psychiatry, Brian 等期刊发表论文 180 余篇，

他引 7588 篇次，H 指数 49。关于“变性的脑结构基础”的发现，被

诺贝尔奖获得者 Kandel 教授主编的权威神经科学教科书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收录。



黎明涛，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广东省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主

任，蛋白质组学转化医学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

实验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荣誉，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神经元凋亡信号转导及基因调

控研究，尤其专注于帕金森病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机制及防治靶标。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2011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 2011 年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近年来，共发表了 SCI 论文 40 余篇，

其中包括作为通讯作者发表在 J Neurosci，Mol Cell Biol，J Biol

Chem, Neuropharmacology 和 Proteomics 等国际主流期刊。作为主

持人共获得 38项基金，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B类杰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政府联合资助基金(集

成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广东省科技厅重点领域研

发计划、广东省自然团队项目等二十多项基金资助等。



张永清，博士，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1991

年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1993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作博士后。1994 年在荷兰 Wageningen 大学作访问学者。1995-1997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博士后。1998-2003 年先后在美国 Utah 大学和

Vanderbilt 大学作博士后和访问学者。2004 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2005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2 年获批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主要以果蝇、猕

猴和家犬为模式体系，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包括基因编辑，脑影

像和电生理分析以及行为学分析等致力于研究神经突触的发育和功

能，以及相关重大神经疾病特别是自闭症的分子细胞和神经环路机

制。

报告题目：

家犬自闭症模型的创建



于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IDG/麦戈文

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

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孤独症研究中心主

任、北脑学者。本科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

院，获英国剑桥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博士学位，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2019 年任中国科

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调节大脑皮层神经环路形成与

可塑性的分子机制，以及孤独症的发病机理。长期目标是解析基因与

环境因素调控脑发育与可塑性的关键分子与环路节点，并将其应用于

孤独症等发育性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曾获国家杰出青年、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上海领军人才、张香桐青

年科学家奖等荣誉。通讯作者研究论文发表在 Cell、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 等国际学术刊物。现任 Journal of Cell

Biology、eLife、Autism Research 等期刊编委, Oxford Open

Neuroscience 期刊副主编。

报告题目：

Social touch activates a tachykinin 1-oxytocin pathway to

promote social interactions

摘要：

The sense of touch, which provides pivotal information for

perceiv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and among individuals,



can be discriminative and/or affective. Discriminative touch

is important for spatially localizing the source of stimulus,

and encoding its intensity, while the affective aspect encodes

the valence of the stimulus, and its motivational relevance.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brain regions mediating

affective touch are distinct from those mediating

discriminative touch, although the precise central circuits

and pathways remain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show that social

touch enhances firing of oxytocin neurons in the mouse

paraventricular hypothalamus (PVH), and promote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positively reinforcing place preference.

These results link pleasant somatosensory stimulation to

increase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positive affective valence.

We further show that Tac1
+

neurons in the lateral and

ventrolateral periaqueductal gray (l/vlPAG) project to the PVH

and increase firing of oxytocin neurons. Together, our results

identify a dipeptidergic pathway from l/vlPAG Tac1
+
neurons to

PVH oxytocin neurons, through which pleasant sensory

experience promotes social behavior.



仇子龙，博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学术及社会机构任职：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未来论坛青年理事，果壳网科学顾

问

上海市徐汇区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上海市徐汇区科协常委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理事，儿童认知与脑功能障碍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理事，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理事

中国医促会 认知障碍分会 常务委员

学习和工作经历：

1994-1998 年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学士

1998-2003 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博士

2003-2009 年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神经生物学系 博士后

2009 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二级）、博士

生导师

主要学术成绩及奖励：



仇子龙研究员从事自闭症、瑞特综合征等神经发育疾病的生物学

研究，研究成果阐述了神经发育疾病的遗传、分子与神经环路机制，

并建立了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在 Nature, Developmental
Cell, Molecular Psychiatry,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等国际生物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与应邀综述数十篇，引用逾三

千余次。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工作入选科技部 2016 年“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协 2016 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仇子龙研究员课题组长期受中科院、科技部、国家基金委等项目

资助。仇子龙研究员于 2016 年获中科院上海分院杰出青年科技创新

人才奖，2016 年获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7 年获药

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2017 年任中科院特聘研究员，2018 年晋升

中科院神经所高级研究员，2018 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2019 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与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仇子龙研究员还长期致力于自闭症与生命科学的科普工作，与知

识分子、果壳网公众号等科普新媒体长期合作，撰写了大量自闭症与

生命科学方面的科普文章，多次参加中科院 SELF、墨子沙龙、一席、

造就、上海科普大讲坛等科普活动，荣获 2018 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创

新二等奖与上海市科技系统优秀志愿者称号，2020 年获得全国科普

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代表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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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Y., Wang, R., Zhou,C., Liu,Y., Cai,Z., Wang,Y., Fan,L.,

Xu,H., Yu,J., Cheng,J.,*, Li,F.,*, Qiu,Z.*(2021) SENP1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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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stic-like symptoms in mice. Cell Reports 37,10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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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inergic neuron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5(2):415-420

 Dang T, Duan W, Yu B, Tong DL, Cheng C, Zhang YF, Wu W, Ye

K, Zhang WX, Wu M, Wu B, An Y, Qiu Z*, Wu BL* (2018)

Autism-associated Dyrk1a truncation mutants impair neur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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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dritic and spine growth and interfere with postnatal

cortical development. Molecular Psychiatry 23(3):747-758

 Qiu, Z* (2018) Deciphering MECP2 - associated disorders:

disrupted circuits and the hope for repair.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48:30-36 (Invited review)

 Wen Z, Cheng TL, Li GZ, Sun SB, Yu SY, Zhang Y*, Du YS*, Qiu

Z* (2017) Identification of Autism-Related MECP2 Mutations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and Functional

Validation. Molecular Autism 8:43

 Yang K, Yu B, Cheng C, Cheng TL, Yuan B, Li K, Xiao JH, Qiu

Z*, Zhou YX* (2017) Mir505-3p regulates axonal development

via inhibiting autophagy pathway by targeting Atg12.

Autophagy 13:1679-1696

 Liu,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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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ang, J., Cai, Y., Cheng, T., Cheng, C.,

Wang, Y., Zhang, C., Nie, Yan., Chen, Z., Bian, W., Zhang,

L., Xiao, J., Lu, B., Zhang, Y., Zhang., X., Sang, X., Wu,

J., Xu, X., Xiong, Z., Zhang, F., Yu, X., Gong, N., Zhou, W.,

Sun, Q.*, Qiu, Z.* (2016) Autism-like behaviors and germline

transmission in transgenic monkeys overexpressing

MeCP2. Nature. 530:98-102

 Cheng, T., Wang, Z., Liao, Q., Zhu, Y., Zhou, W., Xu, W.,

Qiu, Z.* (2014) MeCP2 suppresses nuclear microRNA processing



and dendritic growth by regulating the DGCR8/Drosha complex.

Developmental Cell 28:547-560

报告题目：

孤独症的遗传基础与神经机制



张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2012—）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20）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2012）

科技部 973 首席科学家（青年，2014）

安徽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主要从事感知觉与情绪相互作用的神经机制，发展靶向感知觉系统改

善情感障碍的生物物理手段。近年来解析了疼痛与抑郁相互作用的神

经环路基础（Nature Neuroscience，2019；Nature Neuroscience，

2021），并揭示了小胶质细胞调控的神经环路可塑性参与抑郁样行为

的形成（Neuron，2021）。

报告题目：

小胶质细胞调控的神经环路与疼痛和抑郁行为



杜久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原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副主任（主持工

作）；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本科毕业于中

国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曾先

后在东京大学、复旦大学、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和工作

过。其研究团队创建多项国际领先的斑马鱼在体研究技术，建立“既

见森林（全脑）、又见树木（神经元）、甚或树叶（突触）”的神经科

学在体研究体系，结合多学科交叉手段，阐明动物产生适应性行为的

神经机制，提出“Bi-Pathway Brain Function”假说；同时，侧重

于全脑神经联接图谱的研究，揭示大脑结构设计和功能运作的基本原

理，开展基于生物脑的全脑结构与功能模拟研究。研究成果和创建的

方法体系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部分方法已被国际同行广泛使用；受邀

四十多次在国际会议和国外研究机构做学术报告。万人计划、杰青、

中科院百人、上海市领军人才等获得者，获中国神经科学学会首届

CST 杰出神经科学家奖、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

等奖等。

报告题目：

斑马鱼全脑神经联接图谱绘制

摘要：人类大脑含有数百种不同类型、总数达近千亿个的神经元，神

经信号经由神经元间的百万亿个突触联接所形成的神经环路进行接

受、传递和处理。脑功能涉及大脑多个脑区、多个核团和多种类型神

经元群体之间的协作。因此，在全脑尺度上、在细胞甚至突触分辨率

水平上解析神经联接的结构，是揭示脑工作原理的关键途径。大脑是



上亿年演化的结晶，其复杂而有序的精巧组织结构是动物适应和改造

自然的优化产物，蕴含着必然的合理性、先进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

揭示其组织规律和功能机制，不仅是理解大脑奥秘的必由之路，也将

为发展类脑智能算法与系统、突破冯·偌依曼构架提供策略和思路。

当前，脑科学研究处于关键的历史拐点，正从聚焦于研究局部脑区推

进到在全脑尺度上探索神经系统结构的设计原理和神经信息的处理

机制。在基因 - 信号通路 - 神经元形态与功能 - 神经环路等多个

层次上，脊椎动物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因此可以通

过研究结构上简单的脑来剖析人类大脑的基本工作原理。斑马鱼是目

前可以从全脑尺度上解读脑工作原理的模式脊椎动物，其大脑相对小

而简单（体积约 0.1 立方毫米）、且又具有相当的复杂度（共含约十

万个神经元和数亿个突触联接）。目前已可实现从宏观（脑区分辨率）、

介观（细胞分辨率）、亦或微观（突触分辨率）层面上，在全脑尺度

上对斑马鱼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解析。本报告将结合

交叉技术的研发，讲述我们研究团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及领域未

来发展前景。



李毅，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原中科院神经所）研究员。2014 年博士毕业于东

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从谢维教授与韩俊海教

授 。2014 年至 2020 年间就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

属波士顿儿童医院，在何志刚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以第一或

共同第一作者在 Nature、Cell、EMBO、Current biology 及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与神经轴突再生、

脊髓损伤后修复及功能重建相关的研究工作。2021 年加入中科院担

任中枢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研究组组长 。

近五年发表文章

1. Fei Wang#, Kendra Ruppell#, Songlin Zhou#, Yun Qu , Jiaxin

Gong, Ye Shang, Yi Li*, Yang Xiang*. (2021) Glial chemical

transmission orchestrates neuronal type-specific axon

regeneration Neuron (under review) （*共同通讯作者）

2. Faith H. Brennan, Yang Li, Cankun Wang, Anjun Ma, Yi Li,

Nicole Pukos, Warren A. Campbell, Kristina G. Witcher, Zhen

Guan, Kristina A. Kigerl, Jodie C.E. Hall Jonathan P.

Godbout, Andy J. Fischer, Dana M. McTigue, Zhigang He, Qin

Ma, and Phillip G. Popovich. (2021) Microglia coordinate

cellular interactions during spinal cord repair. Nature

neuroscience (In revision)



3. Li Y#, He X#, Kawaguchi R#, Zhang Y, Wang Q, Monavarfeshani

A, Yang Z, Chen B, Shi Z, Meng H, Zhou S, Zhu J, Jacobi A,

Swarup V, Popovich P, Geschwind D, He Z*.

(2020) Microglia-organized Scar-free spinal cord repair in

neonatal mice. Nature 587: 613-618

4. Wang J#, He X#, Meng H, Li Y, Dmitriev P, Tian F, Page J,

Lu Q, He Z* (2020) Robust Myelination of Regenerated Axons

Induced by Combined Manipulations of GPR17 and

Microglia Neuron 108: 43841

5. Boaz Barak#, Zicong Zhang, Yuanyuan Liu, Ariel Nir, Sari S

Trangle, Michaela Ennis, Kirsten M Levandowski, Dongqing

Wang, Kathleen Quast, Gabriella L Boulting, Yi Li,Dashzeveg

Bayarsaihan, Zhigang He*, Guoping Feng* (2019) Neuronal

deletion of Gtf2i, associated with Williams syndrome,

causes behavioral and myelin alterations rescuable by a

remyelinating drug; Nature neuroscience 22(5): 700

6. Chen B#, Li Y#, Yu B#, Zhang Z, Brommer B, Williams, P.R,

Liu Y, Hegarty, S. V, Zhu, S, Zhu, J, Guo, H, Lu, Y, Gu, X*,

and He, Z*. (2018) Reactivation of Dormant Relay Pathways

in Injured Spinal Cord by KCC2 Manipulations. Cell 174(3):

521-535 （#共同第一作者）



7. Liu Y#, Wang X#, Li W#, Zhang Q, Li Y, Zhang Z, Zhu J, Chen

B, Williams PR, Zhang Y, Yu B, Gu X, He Z*. (2017) A

Sensitized IGF1 Treatment Restores Corticospinal

Axon-Dependent Functions. Neuron 95(4): 817-833

8. Norsworthy MW#, Bei F, Kawaguchi R, Wang Q, Tran NM, Li Y,

Brommer B, Zhang Y, Wang C, Sanes JR, Coppola G, He Z*.

(2017) Sox11 Expression Promotes Regeneration of Some

Retinal Ganglion Cell Types but Kills Others. Neuron 94(6):

1112-1120

9. Li Q#, Li Y#, Wang X#, Qi J, Jin X, Tong H, Zhou Z, Zhang

ZC, Han J*. (2017) Fbxl4 Serves as a Clock Output Molecule

that Regulates Sleep through Promotion of Rhythmic

Degradation of the GABAA Receptor. Current Biology 27(23):

3616-3625（#共同第一作者）

报告题目：

中枢神经损伤后再生、修复及功能重建



徐天乐，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基础医学院教

授会主席，解剖学与生理学系主任，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

脑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神经科学会理事长。

报告题目：

离子通道与信号转导：酸敏感离子通道研究的启示



卢应梅,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导。长期从事神经

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研究。近 5 年发表代表性 SCI 论

文40余篇。作为通讯作者的研究论文发表在Neuron、

J Clin Invest、Molecular Psychiatry、J Exp Med

等国际刊物。日本 Tohoku University 客座教授，

担任 SCI 刊物国际编委《J Pharmacol Sci》编委。获得教育部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江苏省“双创人才”。兼任中国神经学会突触与神经

可塑性分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理学专委会委员；心血管

药理学专委会常委；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报告题目:细胞间炎性通讯异常与脑疾病

摘要：

癫痫、自闭症等脑疾病的病理过程大多具有“多病因、多细胞、复杂

交互”的临床病理特点，涉及神经血管单元的多种复杂组分。探索脑

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进而解析脑内微环境多种细胞组分功能动态变

化规律成为研究热点。了解神经血管单元功能障碍将有助于解析脑疾

病神经环路异常分子机制，其目的是调控修复神经元功能并缓解临床

症状。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周细胞和神经元在中枢神经系统

病理学中的参与细胞间通讯和调控的作用日益清晰，因此机制研究理

念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神经元，而应该关注维持神经血管单元组分间的



协同互动对神经环路的影响。近年，我们利用荧光示踪、药理学/基

因调控、电生理记录、组学等技术，解析脑疾病早期病理分子事件，

探究 CDK5、TMEM74 关联炎性信号分子介导的跨细胞类型通讯模式参

与细胞间功能耦合障碍和病理规律，最终期望通过解析病理条件下多

层面、立体的、复杂交互的细胞网络间调控状态，阐明脑疾病神经环

路异常分子机制。



张灼华，1989 年获湖南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硕士

学位；1995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分子病理学博士学位

(Ph.D)。现任南华大学教授、校长，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精准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国家

卫健委出生缺陷研究与预防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致力于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获得的主要荣誉包括：V Scholar（2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1999），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1），首届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2007），中央组织部“国家千人

计划”首批人选（2008），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0），湖南省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201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神

经变性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11），卫生部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严重致畸致残出生缺陷检测平台建立及其临床应用

评价》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13），澳大利亚Flinders大学 Honorary

Professor（2014），第六、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学学科评议组

成员，第六、七届教育部科技委生物与医学学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第四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研究基金 NOMD 评审专家，The BBA Molecular Basis of Disease,

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JGG 等杂志编委。张灼华在 Cell、Nature、

Nat Cell Biol、J Clin Invest、PNAS，EMBO Rep.共发表研究论文

80多篇。



报告题目：

Mitochondria in Parkinson’s Disease



刘力娟 ,东南大学副研究员。2014年博士毕业于东

南大学，作为彭汉川团队的核心成员，主持建立了东南大学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研究院的高通量单细胞形态重建和大数据管理计算分析平

台，产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全脑神经元数据集，作为共同一

作，成果发表在 2021 年 10月 6日的 Nature 杂志上。同时也为 Nature

杂志同期 2篇期刊哺乳动物初级运动皮层的多模式细胞普查和图谱

研究、小鼠初级运动皮层的细胞解剖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配准算法

mBrainAligner 工作的重要参与人(Nature Methods，2021)；多维影

像大数据可视化和分析平台“挖三维”系统 Vaa3D- TeraVR(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工作的主要作者。同时参与了其他神经元和

脑细胞形态的数据处理分析工作中，成果发表于 Current Biology。

她和团队的相关成果多次被科技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

报告题目：

Platform for large scale neuronal reconstructions in whole

brain



高天明，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精神健

康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广东省重大精神疾

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Pharmacol Res

及 Neurosci Bull 副主编。

第一军医大学获学士（1985）和硕士学位（1988），中山医科大学获

博士学位（1994），美国田纳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后

（1995-1998）。长期从事神经保护及抗抑郁的研究，先后主持了教育

部创新团队项目及滚动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 项）、

973 课题等基金课题，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项，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3项。通讯作者论文发表在Nat Med、Nat Neurosci、

Neuron、Nat Commun、JCI、PNAS 等国际学术刊物上，被他引 4000

余次。培养的博士中，获国家杰青 2 人、长江学者 1 人、国家“万人

计划”3 人、青年千人和国家优青 1人、广东省杰青 3人、全国优博

论文奖 1 人、全军/广东省优博论文奖 5 人。

报告题目：

Distinct roles of astroglia and neurons in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memory



摘要：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in the hippocampus is the most

studied form of synaptic plasticity. Temporal integration of

synaptic inputs is essential in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is

assumed to be achieved through Ca2+ signaling in neurons and

astroglia. However, whether these two cell type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LTP remain unknown. Here, we found tha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ynaptic inputs, astrocyte inositol

triphosphate (IP3) receptor type 2 (IP3R2)-dependent Ca2+

signaling was critical for late-phase LTP (L-LTP) but not

early-phase LTP (E-LTP). Moreover, this process was mediated

by astrocyte-derive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n contrast, neuron-derived BDNF was critical for both E-LTP

and L-LTP. Importantly, the dynamic differences in BDNF

secretion play a role in modulating distinct forms of LTP.

Moreover, astrocyte- and neuron-derived BDNF exhibited

different roles in memory. These observations enriched our

knowledge of LTP and memory at the cellular level and implied

distinct roles of astrocytes and neurons i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赖仞，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

百千万人才、以排名第一身份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奖励

研究方向：1、人类疾病机理和药物研发（如疼痛、血栓、自身免疫

性疾病、肿瘤、感染等）；2、生物生存策略及环境适应机制、探索有

毒动物捕食和防御策略，揭示生物环境适应的物质基础与分子机制。

到目前以通讯作者身份共发表 SCI 论文 200 多篇，如 Nature

Immunology、Immunity、Cell Research(2 篇)、Blood、Circulation

Research、Science Advances(2 篇)、Chemical Reviews、PNAS(5 篇)、

National Science Review、Nature Communications、Protein & Cell、

Science Bulletin、PLoS Biolog、Cell Death Differ、Mol Cell

Proteomics、Hypertension、J Med Chem 等；申请多项国际国内发

明专利、牵头获得国家 1.1 类新药临床批文二项。

报告题目：

新型脑卒中治疗药物的研发



唐勇，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中医

药大学首批讲席教授、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带头人、四川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副院

长、针灸与时间生物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广东省新黄埔中医药

联合创新研究院针灸装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嘌呤信号俱乐部（China

Purine Club）共同主席、中国针灸学会皮内针专委会秘书长、中国

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理学会

人体微生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实验针灸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针灸学会装备设施专委会委员、Purinergic Signalling

副主编, Neuroscience Bulletin、Current Opinion in Pharmacology、

Neuropharmacology、Current Research in Pharmacology and Drug

Discovery、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上海针灸杂志、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世界中医药杂志编委。

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课题、

中德科学中心国际合作项目等国家、部省级课题，建立成都中医药大

学 嘌 呤 信 号 大 科 学 计 划 国 际 合 作 中 心 。 先 后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 Trends in

Neuroscience、Cerebral Cortex、Neuroscientist、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 American Journal Gastroenterology 、

Neuropharmacology、Gastroenterology、 Glia 等杂志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

报告题目：

嘌呤信号和脑科学



关晓伟，医学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院整合医

学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成瘾等神经精神疾病的

环路机制与中医药干预策略研究。

报告题目：

成瘾及精神共病的环路机制及中医药干预

摘要：

药物成瘾（Drug Addiction）是一种以强迫性渴求药物、失去自我控

制能力为特征的慢性复发性精神疾病，是以脑损伤为核心，涵盖心理、

生理和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精神异常综合征。目前，由于成瘾的脑环

路机制复杂性，临床尚无防治成瘾的有效药物和干预措施。中医药戒

毒历史悠久，具有整体观、多靶点的优势。采用病毒示踪、化学遗传、

光纤记录、电生理、行为学、形态学等技术手段，本团队探究了甲基

苯丙胺与可卡因等神经精神兴奋药物成瘾及精神共病的脑环路机制

及针刺干预策略。

Drug addiction is a chronic brain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ompulsive drug-craving and high risk of relapse, which is a

kind of mental disorder syndrome with brain injury as the core

and covering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t presen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brain circuit mechanism of addiction, there are

no effective drug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treat addiction in clin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reating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cluding

addictio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holistic view and

multi-targets. However, the unclear mechanism limits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Using virus tracing,

chemical genetics, optical fiber recording, electrophysiology,

behavior, morphology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ods, our team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exploring the brain circuit mechanism and

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addiction and related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Here, we’d like to introduce some our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addiction.



李安安，博士，徐州医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感觉神经

生物学尤其是

嗅觉方向的研究，在清醒动物细胞外在体电生理记录、

动物嗅觉行为

学以及光遗传技术方面有丰富经验。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嗅觉中枢对

气味感知编码的神经机制研究、嗅觉相关脑疾病发病机理研究、嗅觉

相关行为的神经环路及调控机制研究等。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科研论文 30 余篇，其中多篇文章发表至 PNAS（2011, 2020），J

Neurosci（2014, 2015, 2017, 2019）以及 npj Parkinsons Disease

(2022)等神经生物学领域权威杂志。

报告题目：

VIP interneurons regulate olfactory bulb output and contribute

to odor dete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摘要：

In the olfactory bulb (OB), olfactory information represented

by mitral/tufted cells (M/Ts) is extensively modulated by local

inhibitory interneurons before being transmitted to the

olfactory cortex. While the crucial roles of cortical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expressing (VIP) interneurons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their precise function in the

OB remains elusive. Here we identify the synaptic connectivity

of VIP interneurons onto mitral cells (MCs) and demonstrate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olfactory behaviors. Optogenetic

activation of VIP interneurons reduced both spontaneous and

odor-evoked activity of M/Ts in awake mice. Whole-cell

recordings revealed that VIP interneurons decrease MC firing

through direct inhibitory synaptic connections with MCs.

Furthermore, inactivation of VIP interneurons leads to

increased MC firing and impaired olfactory detection and odor

discrimination. Therefore,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VIP

interneurons control OB output and play critical roles in odor

processing and olfactory behaviors.



孙坚原，现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所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大分子科教融合 卓越创新

中心骨干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学院教授，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 “百

人计划 ”学者并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曾入选上海市启明星计

划、美国华盛顿大学 O’Leary 奖，美国精神健康协会 (NARSAD)青

年研究者奖。现为中国神经科学会理事，国际杂志《SYNAPSE》编委。

他主要从事突触传递和神经信息处理研究，探索各类神经递质释放的

机制及其在神经生理学和神经病理学意义。他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NEURON》、《PNAS》、《 EMBO》、《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以通讯作者在《 NATURE》、《PNAS》

和《Journal of Neuroscience》发表过研究论文，其中部分工作已

被国际主流神经科学教科书收录。

报告题目：

Revisiting Katz's Quantal Release Theory by Observation of

Synaptic Transmission at Single Synapse



黄志力，黄志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药理学系主

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上海市领军人才，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学术任职：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中国药理

学会麻醉药理学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临床

药理学与治疗学》杂志主编、《Frontier in Neurosci》《Sleep and

Breathing》《Sleep Biol Rhythms》和《Sleep 中文版》副主编等。

研究方向: 睡眠与失眠机制、神经精神药理学。

论文著作：发表 SCI 论文 150 篇，包括 Nature Neuroscience, Light

Sci & Appl, Molecular Psychiatry, Nature Communications, Brain,

PNAS, Current Biology 等，连续入选 Elsevier 中国论文高被引学

者榜单。主编《药理学》等教材及大型参考书 10余部。

报告题目：

睡眠与失眠机制



毕国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讲席教授、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聘教授，教育部长

江学者、国家杰青。1989 年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

1991 年纽约大学物理学硕士，1996 年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生物物理学博士，1996-2000 年于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0-2008 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

授（终身教职），2008 年起受聘中科大首批新创讲席教授，2010 年起

任神经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系主任、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联合主任，2020 年起任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双聘教授、脑信息中心

主任。主要从事生物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研究，其关于神经放电时间

依赖的突触可塑性（STDP）的发现及其计算规则研究在神经科学、信

息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近期致力于发展与应

用显微成像新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其中冷冻光电关联成像首次解

析近生理状态下兴奋性与抑制性突触的超微结构和分子组织构架，多

维同步飞扫（VISoR）技术首次实现猕猴全脑图谱高效绘制，并实现

产业化。发表论文 70 余篇，被引用 10000 余次，入选爱思唯尔中国

高被引学者以及神经科学领域生涯影响力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

报告题目：

Whole-brain mapping with ultrahigh-speed VISoR imaging: from

mouse to monkey



摘要：

Whole-brain mesoscale mapping of rodents has provided cruc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wiring and function of the brain.

Similar mapping for the primate brain has been hindered by large

brain size and the relatively low throughput of available

microscopy methods. We have recently developed an

ultrahigh-speed, large-scale, volumetric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technique VISoR that is capable of imaging a whole

mouse brain at 1 µm × 1 µm × 2.5 µm voxel resolution within

1 hour, and a rhesus monkey brain within 100 hours. We have also

developed semi-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ethod capable of

handling terabyte- to petabyte-sized datasets. The VISoR

technique thus supports effective connectomic-scale mapping of

mammalian brains from rodents to primates, enabling efficient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neural circuits.



何成，海军军医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致力于胶质细胞功能及其在神经系统疾病中

的作用研究，通过分析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相互作用

的分子机制，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药研发提供新靶

标。 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

NSFC/MRC 国际合作、教育部创新团队等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9项、新药证书 1项；荣获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青年科技奖、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等科技奖励与荣誉。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Neurochem Res 副主编、

Neurosci Bulletin 副主编。

报告题目：

Glial Biology in Disease



钟春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上海日馨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上海日馨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职中国药理学会抗衰老与痴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Neurosci Bull 副主编等，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等项目首席科学家。独

立提出关于阿尔茨海默病（AD）发病机制的“脑能量（葡萄糖）代谢

障碍”创新理论假说，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诊疗新靶标——硫胺

素焦磷酸激酶（TPK）表达抑制导致的二磷酸硫胺素（TDP）减少是

AD 特异性的，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因子，制备了第一个全面反映

人类 AD重要病理生理特征的小鼠模型，创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 AD创新药研发体系和临床前评价平台、新型诊断研究体系。自

主研发的、显著提高机体和细胞内 TDP 水平的化学小分子新药——

RX01 经中、美两个Ⅱ期临床研究证明有效延缓轻中度 AD患者的认知

功能衰退，“脑能量（葡萄糖）代谢障碍”假说和 TPK/TDP 新靶标在

AD 研究史上第一个完成了全链条研究。

报告题目：

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损害机制关键因子的发现与创新药研发体系建立

和验证



摘要：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俗称老年性痴呆）是一

种严重损害中老年人群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疾病，缺乏有效

治疗策略。由于 AD 病理损害发生机制未能阐明，也缺乏能高度模拟

人类疾病多病理生理特征的动物模型，导致 AD研究领域重大科学问

题难以阐明，近 20 年来依据国际热门靶标和主流假说开展的几乎所

有 AD预防、治疗新药临床研究均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基于自主提出的“脑能量（葡萄糖）代谢障碍”创新假说，首次

发现二磷酸硫胺素（thiamine diphosphate，TDP）下降及其原因—

—硫胺素焦磷酸激酶（Thiamine pyrophosphokinase，TPK）表达抑

制——是 AD特异性的、外周血 TDP 水平检测对 AD具有较好的诊断价

值，TPK 表达缺陷是诱发 AD 所有重要病理生理特征发生发展的关键

因素，在 AD研究史上第一次利用单一 AD相关基因操作制备出全面反

映人类 AD疾病病理生理特征的小鼠模型。在此基础上，上海日馨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了全球领先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AD 创新药研发体系和临床前评价平台，通过计算机药物模拟计算等

技术先后发现、设计、合成和评价 1500 余个全新结构的小分子化合

物，已有多个候选药物进入研发管线。

特别重要的是，研究者发起的美国 IIa 期临床研究（已发表）和中国

注册 II期临床研究（未发表）均证明显著提高体内 TDP 水平的硫胺

素衍生物——RX01 能显著延缓轻中度 AD患者认知功能衰退（52周主

要终点指标为 ADAS-cog），其中 2020 年 10 月发表的美国 IIa 期临床



研究结果被 CNN 评为当年非新冠健康研究领域重大研究进展之一。

因此，“脑能量（葡萄糖）代谢障碍”假说基本完成全链条性实证研

究，TDP/TPK 是一个全新的 AD诊治靶标，为研发有效防治 AD新药、

诊断新方法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表现人类疾病所有重要病理生理特征

的 TPK 条件性敲除小鼠模型为阐明 AD研究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奠定了

基础。



赵春杰，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医学院副院

长，教育部“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作为首席

科学家主持科技部 973 和 863 项目。入选“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江苏省特聘教授，江苏省 333 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江

苏省十行百星科技之星，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江苏省

“333”工程突出贡献奖。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学系，在

日本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

博士后。主要研究端脑发育调控及相关脑高级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

特别聚焦于海马、新皮层等行使脑高级功能的重要脑区，揭示发育过

程中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神经元迁移和成熟的调控机制，旨在深

入理解神经环路的发育机制，为相关疾病的干预提供线索。研究工作

发表于 Cell、Development、J. Neuroscience、Cerebral Cortex 等

刊物上，曾被 F1000 推荐阅读，论文引用 1300 余次。

报告题目：

端脑发育调控



韩俊海，东南大学博士，1999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

大学，2004 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2004-2008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进行博

士后研究工作，2008 年 8 月受聘东南大学任教授。

现任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兼任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儿童认知与脑功能障碍分会秘书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神经细胞分

会副会长，江苏省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学会理事长，Neuroscience

Bulletin、BMC Neuroscience 编委。2015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青年项目”。目前主要以果蝇和小鼠模型开展神经发育与孤

独症致病机制的研究，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部项

目的资助；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ell、Molecular Cell、Neuron、

Developmental Cell、Current Biology、PLoS Biology、EMBO J、

JNs 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30余篇。

报告题目：

PQBP1 regulates brain development



张超逸，现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博士在读，

师从胡海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行为的神经环路基础

报告题目：

解析内侧前额叶皮层微环路在社会竞争行为中的调控机制

竞争是动物世界最普遍的社会行为之一，也是社会等级这一基本

社会组织方式的成因。对群体而言，稳定的等级结构限制族群内的耗

散性冲突，与社会稳定、种群延续息息相关；对个体而言，社会等级

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被认为是健康的最佳风向标。那么社会竞争背

后的神经机制是什么呢？2011 年，胡海岚团队在《Science》发文，

首次引入“钻管测试”来研究小鼠的社会竞争行为。基于此范式，胡

海岚团队发现增强或抑制内侧前额叶皮层中神经元的活动强度可以

即时改变小鼠在竞争中的获胜几率，从而确立了前额叶皮层控制社会

竞争意识、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作用。然而关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不

同细胞类型及其形成的皮层微环路在社会等级中的作用仍不清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浙江大学双脑中心胡海岚实验室的张超逸博

士等近期在《Neuron》发表论文进一步揭开背内侧前额叶皮层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不同抑制性神经元和锥体

神经元（pyramidal neuron, PYR）之间的连接与调控关系，及其在

小鼠社会竞争行为中的不同功能。该研究聚焦于占小鼠皮层抑制性神



经元约 80%的三大主要抑制性神经元，小清蛋白（parvalbumin, PV）

阳性、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

阳性及生长激素抑制素（somatostatin, SOM）阳性神经元，发现由

VIP-PV-PYR 组成的微环路通过抑制与去抑制的功能性连接，在社交

情境下精细地协作调控 dmPFC 锥体神经元的活动，从而影响小鼠在面

对社会竞争时的行为表现。

文章摘要：

Social competi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s’ social status. While the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 is essential in regulating social competition,

it remains unclear how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within its

local networks. Here, by applying optogenetic and chemogenetic

manipulations in a dominance tube test, we reveal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pyramidal (PYR) neuron activation, excitation

of the 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 or inhibition

of the parvalbumin (PV) interneurons induces winning. The

winning behavior is associated with sequential calcium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VIP and followed by PYR and PV neurons.

Using miniature two-photon microscopic (MTPM) and optrode

recordings in awake mice, we show that VIP stimulation directly

leads to a two-phased activity pattern of both PYR and PV

neurons—rapid suppression followed by activation. The delayed



activation of PV implies an embedded feedback tuning. This

disinhibitory VIP-PV-PYR motif forms the core of a dmPFC

microcircuit to control social competition.



潘玉峰，2004 年 7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物理学

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09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神经生物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自 2009 年 9月起在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Janelia Research Campus,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做博士后工作。2014 年受聘为东南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2016

年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以及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现为东南大学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研究方向：动物行为的遗传与神经生物学机制

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先天获得的或是后天学习的？先天获得、后天学

习的神经机制是什么？两性行为的天然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不同行

为之间的转换与选择（比如睡眠、觅食、求偶）在分子和神经元水平

的机制又是什么？本实验室以经典模式动物果蝇为模型，运用遗传学、

光遗传学、行为学、分子生物学、电生理以及功能成像等技术手段研

究动物行为的遗传与神经生物学机制

报告题目：

Genetic and neur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dimorphic sexu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Drosophila

摘要：

Most animal species display dimorphic sexual behaviors and



male-biased aggressiveness. We identify the sex-specific

isoforms of doublesex (dsx) that function in central brain

neurons to promote male courtship robustness and female

receptivity respectively. We reveal that the male-specific Dsx
M

functions in ~8 pairs of male-specific aggression-promoting

neurons to increase male aggressiveness, while the

female-specific Dsx
F
functions in ~2 pairs of female-specific

aggression-promoting neurons to inhibit female aggressiveness.

Females with Dsx
F
knockdown in the ~2 pairs of neurons fight

much frequently even towards males. Thus, dsx functions in a

small number of neurons in both sexes to facilitate male and

female sexual behaviors and establish male-biased

aggressiveness, a mechanism that could be conserved as

dsx-related genes are broadly conserved.



王立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

研究所所长、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脑科学卓越中心骨干成员、中国科学院脑联结

解析与调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广东省脑连接图谱重

点实验室主任、深圳神经精神调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

于德国麦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MDC）攻读博士，美国斯

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14）获得者、

教育部 CJ学者特聘教授（2017）、WR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6）、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4）。曾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深圳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奖项。担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中国

认知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分会主任委

员。

主要致力于精神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着重于本能恐惧情绪神经

环路生理机制的跨物种解析，以及精神疾病发生的神经环路病理机制

和干预策略。已发表包括 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

Nature Communications，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Molecular Psychiatry、PNAS 等在内的 SCI 论文 84 篇（其中第一作

者/通讯作者 CNS 及其子刊论文 8 篇），被 Nature、Cell、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 等国际期刊引用超过 5154 次，其中单篇最高

被引超 1224 次（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承担的科研项目主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home.do?SID=8BCOkn7zY46pAmodZNy


要包括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基金委重点项目、中科院脑科学战

略先导专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培育专项等 40项。

报告题目：

本能恐惧行为的神经环路解析



江漫，2012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2013 至 2018 年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突触发

育和自闭症的神经机制。

报告题目：

PPP2r1a haploinsufficiency leads to excitation-inhibition

imbalance and spatial memory deficits



曲宜波，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

研究员，主要从事神经发育以及损伤后中枢神

经元轴突再生、联系重建等过程的细胞分子机

制研究。在清华大学和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分

别获得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获广东省杰出青

年基金，广东省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等项目资助。主要从事神经发

育和再生研究。揭示了平面细胞极性核心基因在神经系统发育中的关

键作用，并对发育关键基因在成体神经再生中的功能展开研究，探索

可促进脊髓损伤后再生修复的调控分子靶点。研究成果在 Nature

Neuroscience、Brain、PNAS 等期刊发表。

报告题目：

Celsr2: wiring, regrowth and plasticity



唐北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老年病科教授，

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届“湘雅名医”，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医院）名

誉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原副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湖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

长。主要从事神经退行性疾病与遗传病（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等）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长江学者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奖项 10余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

发表专业论文200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在Nat. Genet.、Nat. Commun.、

Mol Psychiatry、PNAS、AJHG、JAMA Neurology、Brain、Autophagy、

Neurology、Mov. Disord.等国际权威杂志上。主、参编学术论著 20

余部，获国家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15项。

报告题目：

PD与溶酶体贮积症基因



许华曦，厦门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荣誉所长，即

将 受 聘 为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杰 出 大 学 教 授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出

任脑科学与脑疾病研究院院长；国际顶级神经科

学期刊 Molecular Neurodegeneration 杂志

（SCI 影响因子 14.195）创办人/（共同）主编，首批国家特聘专家，

国家（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美国 AAAS Fellow。1993 年

获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学位、1994 年-1998 年在诺贝尔奖得主

Greengard 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2003 年任洛克菲勒大

学助理教授，2003 年-2019 年任 Sanford Burnham Prebys 医学研究

所(生物医学研究影响力全球排名前 10的研究所)教授、神经科学部/

计划主任、Jeanne & Gary Herberger 讲席教授。长期从事阿尔茨海

默病等脑疾病相关的神经分子及细胞生物学、神经信号转导、神经突

触毒性、神经免疫功能等方向/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原创性的成

果，为国际阿尔兹海默病研究的权威专家之一。在国际学术杂志（SCI）

发表论文 180 篇，总影响因子 1700 多，被引用 23,000 余次，H指数

高达75。担任独立PI二十三年多共主持过六千多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其实验室先后培养了一百多名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或其他研究人员，

其中多人已在国际知名大学/研究机构担任正教授、副/助教授或是在

各医药或生物技术公司任职，培养了多名国家杰青、优青、青年长江、

青年千人等国家级人才。荣获包括美国老年痴呆症协会的首届



Courage and Hope 奖和 Zenith Fellow（协会顶尖会员）奖、Ellison

医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Ruth Salta 青年成就奖等奖项。

报告题目：

阿尔兹海默病的分子机制：小胶质细胞及其特异表达的风险因子的作

用



Hui Shen CV（谌辉）

Dr. Hui Shen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medicine in 1985, a master's

degree in medicine in 1988 and a

doctor's degree in medicine in 1999. From 1999 to 2001, he was

engaged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Wester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He was once a

professor of Wuhan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He has

successively served as research lecturer,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of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from 2001 to 2013. He has been a

professor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ince 2013 and the

member of the 8th China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ember of synapse branch of China Society of neuroscience,

member of nerve branch of China Society of cell biolog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ianjin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ore than 30 papers of his research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s such as science and nature neuroscience. Among them,

nature neuroscience was the cover paper, with a review 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same journal,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by the world's major news media.

报告题目：

The effects of GABAA receptor δ subunit and neurosteroid on

depressiv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female mice

摘要：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has a steep increase from th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to the middle and late

adolescence, reaching the first onset peak of human, and the

depressive incidence of female is 2-3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The fluctuation of hormone level in adolescent female

may be related to the sharp rise. The lack of enough expression

of δ-GABAAR subunit to matching the rapid fluctuation of

hormone level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pathogenesis basi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a

compensatory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δ-GABAAR subunit

of hippocampal neurons was induced by the rapid fluctuation of

neurosteroids. However, the role of δ-GABAAR subunit in the

biological pathogenesis of the sharp rise in female adolescent

depression is still unknown. Thus,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e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 model for adolescent



female mice. We found that δ
-/-

female mice were susceptible

to CUMS. CUMS led to loss of tonic GABAAR currents but increase

GABAergic neurotransmission. Furthermore, CUMS reduced

hippocampal glutamatergic neurotransmission and decreased

surface expression of AMPAR in pyramidal neurons and δ subunit

surface expression in parvalbumin interneurons (PV) of WT mice.

Importantly, a δ-GABAAR selective agonist Gaboxadol (THIP)

prevented the decrease of δ subunit surface expression in PV

and increase of AMPAR surface expression in pyramidal neuron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CUMS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can

be reversed by THIP in WT mice, but not δ
-/-

mice.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activation of δ subunit in PV

weaken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pyramidal neurons to quickly

improv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female mice.



朱英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

脑疾病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内尔神经可塑性实验室

执行主任，深圳市药物成瘾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人才计划入选者，

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孔雀计划人才，美国 NARSAD 青年科学家。

2006 年于中山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2 年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

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2013-2017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2017 至今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任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药物成瘾的神经环路机制。发现及鉴定了丘脑室旁核(PVT)

环路在阿片类药物戒断反应及成瘾记忆中起了关键作用，为药物成瘾

患者提供了潜在的全新治疗策略。相关成果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

表在 Nature、Science、Neuron 等杂志。

报告题目：

The neural circuit mechanism of hedonic feeding



宋伟宏，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现任温州医科

大学学术副校长、

老年研究院院长、瓯江实验室（再生调控与眼

脑健康浙江省实验

室）主任，浙江省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重点实验

室主任。UBC 大学终

身讲座教授、Townsend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主任。

1964 年生于四川眉山。1978-1983 年重庆医学院儿科学学士。1983-

1986 年华西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硕士, 留校任精神科主治医生和讲师。

1991-1993 年

美国 Purdue 大学心理和行为遗传学硕士, 1993-1996 年 Indiana

大学医学院获神经

医学博士。1996 -2001 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神经病学讲师。

2001 年起受聘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2002-2020 任加拿大阿尔茨海默

病首席研究员,

2015-2020 任 UBC 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2009-2020 任 UBC 大学

校长高级助理。

宋伟宏长期从事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对阿尔茨海默病和儿童唐氏

综合症的发病机

制研究和药物开发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成果。2012 年入选加拿



大健康科学院

院士。获国家杰青(B 类，2005)、长江讲座教授(2006)、千人计划专

家(2011)。2018

年获聘北京市“海聚工程”战略科学家。2021 年入选浙江省”鲲鹏

行动”计划专

家。任十二届全国政协特邀海外列席代表。2014 年起任国务院侨办

“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

宋伟宏积极促进中加科技交流合作。为表彰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巨大

贡献，2011

年宋伟宏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 “友谊

奖”。

报告题目：

The role of deubiquitina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郑平，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生理

学报副主编，Neurobiology of Disease 编委

Neuroscience Bulletin 编委。研究方向：神经

活性物质对脑功能和脑疾病的影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重点项目、重点项目，973 课题等多项项目，研究成果：以通讯

作者在 Science Advances, Cell Reports, eLif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系列论文。

报告题目：

成瘾记忆提取的神经环路



吴海涛，课题组长期围绕突触与皮层发育及相

关神经精神疾病的细胞分子机制及干预措施

开展应用基础性研究。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承

担国家基金委、科技部、北京市科委、军委科

技委、军委后勤保障部重点和江苏省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等课题

20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Neuron、PNAS、Cell Reports、Development、

eLife 和 Neurosci Bull 等杂志。先后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2015）

和国防“卓越青年”基金（2019）资助，入选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中心首批合作研究员、“北脑学者”（2020）。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理事兼应激神经生物学分会副主委、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北京神经科

学学会常务理事兼青委会主任委员。荣获北京市科技新星、总后勤部

科技新星、军事医学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等奖励。

报告题目：

Decoding signal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rtical development

& function

摘要：

Deciphering cortical structure, connectivity, and coding

dynamics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brain function and pathology.

Our laboratory has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uncovering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developing

mammalian nervous syste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of the

brain, such as microcephaly, cerebellar hypoplasia,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our recent

two studies about cellular senescence of neural stem cells

(NSCs) during cortical development and neural ensemble

dynamics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during social behaviors using

cutting-edge miniature two-photon microscope. These studies

ma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hogenesis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effecti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such

disorders.



毛兰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98

年 9月- 2000 年 4月，在日本 BAS 公司任职；2000

年 4月-2002 年 10 月，在东京工业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2002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2021

年 1月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工作。曾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已在 JACS, Angew. Chem. Int. Ed.

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应邀在 Acc. Chem. Res., Chem. Soc.

Rev.撰写综述论文 3 篇，发表专论 4章节。现任 ACS Sensors 副主编，

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

Electroanalysis 编委。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2017 年度)，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201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12 年度)。

一直致力于脑分析化学的研究，尤其注重在活动物层次，建立和发展

神经化学分析新原理和新方法。提出了针对脑复杂的化学和生理，通

过调控电极/脑界面实现活体电化学分析的新思路；通过结合微电极

电化学和微透析取样等，创建了多种可用于脑内生理活性分子不同时

空分辨分析的活体原位和活体在线新技术，部分技术已应用于脑化学

的研究和探索。

报告题目：

脑化学分析新方法



徐涛，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

院院士。广州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生物岛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万人计划获得

者。1996 年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1996-1999 年在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9-2000 年在美国华

盛顿大学生理与生物物理系任高级研究员。2000 年被聘为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同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 年被德

国马普学会聘为中德马普合作实验室主任，2004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2006 年获得第十届中国五四青年奖章，2007 年获第

三世界科学院（TWAS）青年会士（Young Affiliate）称号，2008 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2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13 年被选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5 年获谈家桢生命科

学创新奖，2020 年 5月 30 日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报告题目：

超分辨光电关联成像



孙明宽，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青年学者，2019 年)

2009 年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遗传学专业。

2013-2019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

经病理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 现为南京医科大学教授，现

担任江苏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环境诱变剂学会模式生物毒

理学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神经发育疾病、脑疾病以及分子神经毒理

学研究，承担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青年学者）项目一项，参与

973 计划（重大科研研究计划）、973 计划（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等共 6 项，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 19篇，获得发明专利 2 项。

主要科学发现：系统的研究了孤独症相关的神经细胞粘附分子

（Neurexin 和 Neuroligin）在突触发育与突触可塑性方面的作用，

以及在学习记忆和睡眠等高级神经活动中的作用(FEBS Letters,

2007; Neuroscience Research 64, 2009;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1)。首次发现发现隐性外显子掺入发生在缺乏

TDP-43包涵体但仍显示TDP-43核清除的阿尔茨海默氏症病人的脑中

（Acta Neuropathologica, 2017）。 发现上调 ATG7 的表达可以缓解

与 TDP-43 相关的运动神经元的去功能化 (Autophagy, 2020)。证实

TDP-43 介导的剪接抑制是运动神经元生理学活性的核心，发明了一

种病毒介导的治疗 ALS 的基因疗法，已提交了专利申请（Acta



Neuropathologica, 2019）

报告题目：

Deciphering the role of TDP-43 in ALS/FTD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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