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2021 年度项目第一批视频答辩评审专家名单 

 

评审 1 组 
（1.神经细胞的起源、分化与老化进程；2.突触和神经环路形成的机理研究；21.

小型模式动物介观神经联接图谱；22.人类全脑单细胞基因及蛋白表达图谱）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徐礼胜 教授 东北大学 

2 曾春 高级会计师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 高峰 研究员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4 曹罡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5 栾佐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6 毛兰群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7 薛孟周 教授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 贾竑晓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9 张通 主任医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 胡旺平 教授 湖北科技学院 

11 陈会生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2 张昆南 主任医师 江西省人民医院 

13 孙玉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4 刘睿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15 罗时文 教授 南昌大学 

16 尹金龙 教授 河南大学 

17 李霞 高级会计师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 

 



 

评审 2 组 
（5.情绪与情感的神经环路机制；6.情感障碍的环路机制及其防治；7.感知觉与

情绪相互作用的神经机制；10.睡眠与节律调节的神经机制；17.社交障碍的神经

环路机制及其干预）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张文胜 研究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 张丽 高级会计师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闫智勇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4 崔丽英 教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5 陈骐 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 

6 赵敏 主任医师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陈敬洲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8 申秀萍 研究员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9 王文强 教授 厦门市仙岳医院 

10 车峰远 主任医师 临沂市人民医院 

11 梁佩鹏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12 唐小卿 教授 南华大学 

13 陈乃宏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 

14 葛金文 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 

15 张军平 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6 钱昆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评审 3 组 
（4.多模态感觉整合的神经机制；8.机械力感知的分子细胞与神经机制；12.记

忆存储与提取的神经机制；14.注意与抉择的神经环路机制；18.语言发生及演化

机制；19.意识的神经机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叶京英 教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 董惠琴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 马骏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4 王佳伟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5 李玉生 主任医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 吕泽平 主任医师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7 唐洲平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8 官志忠 教授 贵州医科大学 

9 吕继辉 主任医师 北京老年医院 

10 周宗潭 教授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1 梁平 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2 刘雪梅 研究员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3 王贵生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14 冀俊忠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15 曾曦 
（研究员级、教

授级）高工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16 梁宏 高级会计师 
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评审 4 组 
（23. 痴呆的临床队列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杨泽 研究员 北京医院 

2 张柯 高级会计师 林科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3 张占军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4 周江宁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曾芳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6 霍小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7 李锦 研究员 军科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8 张永红 教授 苏州大学 

9 陈国俊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 朱铃强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11 王平 教授 湖北中医药大学 

12 袁增强 研究员 军事医学研究院 

13 王保国 教授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有限公司 

14 王亮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5 隋婧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6 丁自立 高级会计师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 

17 高越 高级会计师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评审 5 组 
（27. 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28. 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

术研究；29. 药物成瘾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张永清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2 马超 教授 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3 王瑜 高级会计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4 刘志朋 研究员 医科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5 喻田 教授 遵义医科大学 

6 胡慧 教授 湖北中医药大学 

7 汪凯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王红星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9 俞昌喜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 

10 张玉林 主任医师 北京佑安医院 

11 吕路线 主任医师 新乡医学院 

12 荣培晶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13 汪志云 主任医师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 董铭心 教授 青岛大学 

15 徐广明 主任医师 天津市安定医院 

16 牛建国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 

17 左松洁 高级会计师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

所 

18 张媛 高级会计师 湖南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评审 6 组 
（32. 基于新型纳米器件的神经形态芯片；38. 面向癫痫诊疗的反应性神经调控

脑机交互技术）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闫镔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

学 

2 张芳 高级会计师 北京创高助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3 张晓玲 高级会计师 河南师范大学 

4 常素华 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5 陈兴栋 研究员 复旦大学泰州健康科学研究院 

6 丁伟利 教授 燕山大学 

7 封红青 副研究员 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8 黄德双 教授 同济大学 

9 金晶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10 李康 主任医师 重庆市人民医院 

11 李明吉 教授 天津理工大学 

12 刘健 教授 南开大学 

13 汤艳清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 

14 杨帮华 研究员 上海大学 

15 杨志 研究员 北京肿瘤医院 

16 张建华 教授 河北工业大学 

17 赵菁华 高级工程师 威讯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评审 7 组 
（36. 仿生智能无人系统）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王兆其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2 闵丽艳 高级会计师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 王建明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4 刘庆俊 高级会计师 北京航天云路有限公司 

5 陈彪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6 陈菊祥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7 陈勋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葛琛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9 贺威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 

10 黄廷磊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11 龙军 教授 中南大学 

12 马国林 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13 秦川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14 王涌天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15 杨亦鸣 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 

16 张强 教授 大连大学 

17 张晓哲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评审 8 组 
（34. 基于神经可塑性的脉冲网络模型与算法；37. 高可信类脑听觉前端模型与

系统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吴幸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2 曹烨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3 张婷 高级会计师 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4 李莹 高级会计师 沈阳农业大学 

5 曹政才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6 单保慈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7 梅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8 邱学军 研究员 北京大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 宋勇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10 孙洪强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11 王宏 教授 东北大学 

12 王军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13 王哲龙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14 徐蔚海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 赵新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评审 9 组 
（42. 脑智异常的脑白质发育机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符辉 教授 武汉大学 

2 杨梅 高级会计师 北京科技大学 

3 刘博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4 俞明艳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5 曹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 韩鸿宾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7 刘强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刘长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9 孙涛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 

10 王蓬文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11 王晓群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2 肖波 教授 四川大学 

13 张丹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14 张建民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15 张亚卓 主任医师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6 赵丽 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 

17 郑毅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8 钟凯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评审 10 组 
（44. 神经活动记录与调控新技术）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尧德中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2 夏金枝 高级会计师 武汉方瑞会计师事务所 

3 孔德领 教授 南开大学 

4 史岸冰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5 明东 教授 天津大学 

6 操晓春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7 陈志波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徐富强 研究员 
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

院 

9 王卫东 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 刘光慧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1 陈林 研究员 第三军医大学 

12 陈弘达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3 蔡新霞 研究员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4 张建宁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 

15 杨旗 主任医师 北京朝阳医院 

16 王晋辉 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 龙翔凌 高级会计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