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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未来 3 年的目标

实验室研究方向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神经遗传性疾病、神经血管

性疾病及情感障碍性疾病的临床队列、发病机制及药物防治研究。

1、 神经退行性疾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一类由于脑和（或）脊髓神经元结构和功能

渐进性退变缺失、以认知和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

统疾病，常见的包括 AD，PD，PDD，DLB，ALS，MSA 等。随着社会人

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神经退行性疾病患病人数在世界范围内逐年上

升，但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与识别困难、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加强其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迫在眉睫。进一步完善高标准、严管理

的认知和运动障碍人群的遗传-影像-生物样本数据库，开发新型特

异性分子影像探针及临床转化，为疾病早期预警、诊断及疗效监测

提供诊断参考指标；探讨衰老、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影响 AD、PD、

ALS 等的病理生理机制，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标和

干预策略。

神经退行性疾病常伴随精神与行为相关的并发症，抑郁和感情淡

漠是 AD中最常见的精神性疾病并发症。AD病人抑郁症的患病率高达

40%左右，而抑郁症最终发展成为 AD的概率也有 20%左右。紧密围绕

抑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关联机制，深入研究抑郁与 AD 在

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致病的共性机制，为这两种重大神经精神疾病的

防治提供基础。

2、 神经遗传性疾病

神经遗传病位居遗传性疾病首位，症状复杂且致残率高，多缺

乏有效治疗手段，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与人口质量，是当前医学领域

的研究难点和前沿热点。明确致病基因、阐明发病机制是突破当前

瓶颈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我省神经遗传与肌肉疾病临床诊断与科

研基础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临床资料与生物样本数据库，建立或引

进的神经遗传性疾病动物模型，搭建的干细胞平台以及逐步完善的

基因编辑系统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撑。以研究院的建立为契机，建设

区域性神经遗传医学联盟，加强学科辐射能力，扩大影响力，整合



区域乃至全国神经遗传与肌肉疾病资源；同时，深入开展神经遗传

与肌肉疾病分子机制的研究，以提高对散发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整体

理论认识；另外，进一步加强新致病基因的自主发现，以此探索新

发神经遗传与肌肉疾病的治疗，包括基因编辑修复和干细胞移植。

3、 神经血管性疾病

脑血管病是神经系统常见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

和死亡率高，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亡和致残原因，也是国

家重点防控的慢病之一。

遗传性脑血管病(缺血性和出血性)是我们探知散发性脑血管病

发生发展机制的天然研究模型，遗传性卒中的致病分子机制的深入研

究将极大提高对脑血管病的整体认识。同时将靶向遗传性血管病，在

血管性认知障碍领域进行机制和干预研究，深入探索其与神经退行性

认知障碍的共性机制。新近发现卒中新的易感基因常与抗栓药物基因

重叠，强烈提示存在潜在的防治靶点，亟需深入功能研究。急性缺血

性卒中的大血管开通治疗是脑血管性疾病治疗最活跃的研究领域，针

对目前大血管开通治疗的局限性，加强延长时间窗、血管神经单元保

护的机制及干预研究。降低脑卒中残余风险是缺血性卒中的防控难

点，亟需多重机制研究、多策略干预探索。干细胞研究进展将大力推

动损伤脑组织修复、神经功能康复新策略的探索。

4、 情感障碍性疾病

抑郁症的现患病率已超过心血管疾病和肿瘤，跃居发达国家的第

一位。我国的城市中有高达 6%的人群患有重度抑郁症，超过一半的

诊断患者有自杀倾向的行为。抑郁症的病因及致病机制复杂，遗传和

环境相互作用可能参与了疾病的发生。应用模式动物，借助高通量的

平台，结合临床数据库，筛选出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的关键遗传因素和

信号通路；借助转基因小鼠、病毒介导的靶向调控表达，探讨关键基

因在抑郁症防治中的可能作用；借助临床数据库，验证靶分子在抑郁

症的诊断和治疗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病，据统计我国患病率达 7‰，每年约有

65-70 万新发病例，另外癫痫共患认知情感障碍（焦虑和抑郁）的现

象日益突出。然而药物难治性癫痫以及癫痫共患认知情感障碍的机制

不明确，缺乏安全有效的干预手段。临床上基于药物基因组学的抗癫



痫精准治疗至关重要。针对福建地区癫痫患者，自主设计药物基因组

学芯片对入组患者进行分子分型，监测患者服用不同药物的血药浓

度、脑脊液药物浓度，随访患者服药后对药物疗效的反应以及药物的

不良反应，并记录患者药物浓度达到稳态浓度的维持药物剂量，最终

根据分子分型与上述指标的关联性探讨个体化患者精准治疗的分子

学分型策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决策模型，试图对抗癫痫药物

基因组学的个体化分子分型以指导临床选择最优的治疗策略。基础实

验，通过动物及细胞实验深入探讨 5-HT 及其受体在氯化锂-匹罗卡品

诱导癫痫大鼠痫性发作及共患病的作用及可能的机制，包括影响海马

神经凋亡及突触可塑性的作用，为药物难治性癫痫及共患病的发生机

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为寻找兼具减少痫性发作同时改善共患病提供

新的治疗靶点。

二、承担的科研项目

表 1：代表性在研项目登记表（1）

主

要

在

研

项

目

1

项目名称：原发性家族性脑钙化症的钙磷代谢机制研究

项目来源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峡联合基金

主持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3） 合作单位：无

（4） 应用领域：神经科学、神经病

（5） 立项时间：2020年 1 月 1 日

（6）研究性质：√A 基础研究 B 应用基础研究

C 应用研究 D 开发研究

（7）与国家政策关系：A 重点发展 √B 鼓励发展

C 引导发展 D 一般

（8）投资总金额：300 万元

（其中：政府投资：300万元；自主投资 万元；

合作方投资 万元）

（9）研究进展：A 方案设计阶段 √B 专题研究阶段 C 技术集成阶段

D 实验室成果阶段 E 小试阶段 F 中试阶段

（10）研究项目概述（立项背景、研究内容、关键技术、研究目标、应用前景等）：



主

要

在

研

项

目

1

项目名称：闽台常见遗传性神经疾病的分子机制及治疗研究

项目来源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峡联合基金

主持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3） 合作单位：无

（4） 应用领域：神经科学、神经病

（5） 立项时间：2016年 1 月 1 日

（6）研究性质：√A 基础研究 B 应用基础研究

C 应用研究 D 开发研究

（7）与国家政策关系：A 重点发展 √B 鼓励发展

C 引导发展 D 一般

（8）投资总金额：254 万元

（其中：政府投资：254 万元；自主投资 万元；

合作方投资 万元）

（9）研究进展：A 方案设计阶段 B 专题研究阶段 C 技术集成阶段

√D 实验室成果阶段 E 小试阶段 F 中试阶段

（10）研究项目概述（立项背景、研究内容、关键技术、研究目标、应用前景等）：

三、科研队伍信息

1. 学术带头人介绍

（1）实验室主任简介

王 柠，男，1963 年 1 月出生，医学博士，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副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神经病学研究

所所长，兼任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

经内科分会常务委员，神经遗传专业组组长。长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

医疗、科研及教学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得到 5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以及卫生部基金、国家高等学校骨干教师项目、福建省

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重大科技项目任务、福建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

团队、国家临床专项经费及福建省临床专项经费、福建省科技重大专

项专题项目以及福建省高水平医院建设-神经医学中心项目等经费资

助，入选国家发改委、卫计委-“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储

备库”名单并获得资助。对“肌营养不良症”、“肝豆状核变性”以

及“脊髓性肌萎缩症”等多种神经肌肉疾病及神经遗传病进行了深入

临床和基础研究；对脑血管病的分子发病机制亦进行了初步探讨。近



年来的突出成绩是在国际上最早发现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

（PKD）的致病基因 PRRT2，相关研究结果以共同通讯作者于 2011 年

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Genetics》发表；发现原发性家族性脑钙

化病（PFBC）的首个隐性遗传致病基因 MYORG，相关研究结果以共同

通讯作者于 2018 年在神经科学领域顶级期刊《Neuron》发表。此外

近年来在《FASEB J》、《Neurology》、《Archives of Neurology》、

《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国内外知名的专业杂志上

发表了近 100 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先后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1项（第二完成人）；二等奖 3项（第一、二完成人）；三等奖

4项。1997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 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01 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专家，2002 年获第一届卫生部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称号，2007 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2010 年获福建省全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2014 年入选福建

省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2016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领军

人才，2018 年入选“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

（2）学术带头人情况介绍

陈晓春，男，1963 年 5 月出生，医学博士，神经病学教授、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建医科大学校长。兼任中华医学会老年

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神经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

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福建省医学会副会长，《中华神经科杂志》

副总编。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阿尔茨海默

病、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从衰老和遗传风险因素（apoE4、

CD33、TREM2 等）探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从应激、遗传和性

别的角度，探讨抑郁症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筛选用于防治阿尔茨海

默病和抑郁症的天然植物单体或小分子化合物。在国际上比较全面地

报道了天然植物单体人参皂苷 Rg1 和雷公藤氯内酯醇改善阿尔茨海

默病认知功能的药理作用及分子机制；比较系统地报道了载脂蛋白

apoE4 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和抑郁症风险的分子机制。相关的研究成果

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 Neuron、Alzheimer & Dementia、J

Immunology、Mol Neurodegener、Neurobiol Aging、Glia 等国际著

名的 SCI 源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多篇，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

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3 项。曾先后有 20多

个科研项目分别获得国家 973 或 863 重大专项的子课题、国家科技支

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重大或重点科技项目、福建省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基金的资助。

陈万金，男，1975 年 6 月出生，医学博士，神经病学教授、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担任中国卒

中学会遗传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神经内科专委会青年委员，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副主任委

员、福建省遗传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研究方向围绕”神经遗传

病的诊断与治疗“开展深入研究。首次发现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

碍的致病基因 PRRT2，首次发现了常染色体隐性原发性家族性脑钙化

症致病基因 MYORG，发现了遗传性痉挛性截瘫新致病基因 UBAP1，并

进一步研究上述常见神经遗传病的发病机制；对脊髓性肌萎缩症进行

基因编辑的治疗研究。将这些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为患者解决

了早期基因诊断、早期治疗等临床实际问题。以通信或第一作者发表

Nat Genet、Neuron、Brain、NSR 等论文 30 余篇。获得发明专利授

权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 5项，先后获

中国杰出青年神经内科医师奖、福建省青年科技奖、运盛青年科技奖

共 8项。

2. 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职称 职务 专业

参加本实验室

工作时间

1 王 柠 1963.1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主任，PI

组长
神经遗传病 2012.01

2 陈晓春 1963.5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校长，PI

组长

认知与情感

障碍
2012.01

3 黄华品 1964.1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副主任，

PI组长
癫痫 2012.01

4 陈万金 1975.6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副主任，

PI组长
神经遗传病 2012.01

5 张 静 1978.11
博士

研究生

副研究员

博导

主 任 助

理

认知与情感

障碍
2012.01



6 叶钦勇 1970.4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PI组长

老年神经变

性疾病
2012.01

7 刘 楠 1963.4 本科
教授

博导
PI组长 卒中及康复 2012.01

8 付 莹 1976.3
博士

研究生
研究员 PI 组长

神经科学研

究
2019.01

9 潘晓东 1977.3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博导
PI组长

老年神经变

性疾病
2012.01

10 曾育琦 1977.4
博士

研究生

副主任医师

硕导
组员

老年神经变

性疾病
2012.01

11 刘昌云 1972
博士

研究生

主任医师

硕导
组员 脑血管病 2013.01

12 蔡 斌 1974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博导
组员

遗传性脑血

管病
2012.01

13 林 毅 1978.1
博士

研究生

副主任医师

博导
组员

脑卒中遗传

学
2012.09

14 王志强 1976.9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硕导
组员 肌肉疾病 2012.01

15 黄天文 1978.10
博士

研究生

副主任医师

硕导
组员

神经系统感

染和免疫
2012.01

16 邹漳钰 1978.7
博士

研究生

副主任医师

硕导
组员

运动神经元

病
2013.08

17 辛佳蔚 1985.11
博士

研究生
主治医师 组员

认知障碍及

睡眠障碍
2014.08

18 林婉挥 1981.1
博士

研究生
主治医师 组员 癫痫 2012.01

19 甘世锐 1981.6
博士

研究生

讲师、主治

医师
组员 神经遗传病 2012.01

20 林宇 1979.9
博士

研究生

副 主 任 医

师，
组员

运动障碍疾

病
2012.01

21 何瑾 1986.4
硕士

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组员 神经遗传病 2012.01

22 戴晓曼 1987.6
硕士

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组员

老年神经变

性疾病
2012.01

23 林翔 1988.10
博士

研究生
主治医师 组员 神经遗传病 2019.01

24 姚香平 1987.4
博士

研究生
主治医师 组员 神经遗传病 2019.01

25 吴锡林 1989.11
博士

研究生
主治医师 组员

老年神经变

性疾病
2019.08

26 林珉婷 1976.11 本科 助理研究员 秘书 神经遗传病 201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