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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环境与儿童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上海优生儿童队列 

研究方向 2 生命早期暴露与妊娠及儿童代谢健康 

研究方向 3 睡眠对儿童健康影响 

研究方向 4 重金属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及其防治 

研究方向 5 基于儿童发育行为障碍的转化医学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张军 研究方向 生殖生育健康，围产儿童健康 

出生日期 1965.01.23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1.03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王伟业 研究方向 生物信息学与临床信息的融合应用 

出生日期 1959.10.05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3.01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颜崇淮 研究方向 环境重金属污染与儿童健康 

出生日期 1964.12.02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05.01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黄红 研究方向 儿童生长发育与心理健康 

出生日期 1963.05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3.06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田英 研究方向 环境与儿童健康 

出生日期 1962.11.08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6.04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江帆 研究方向 儿童睡眠医学 

出生日期 1975.04.05 职称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07.08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李斐 研究方向 儿童发育行为障碍 

出生日期 1976.06.05 职称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9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曾溢滔 研究方向 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出生日期 1939.05.27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6.08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74 篇 EI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899.06 万元 纵向经费 
1879.06 万

元 
横向经费 20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项 授权数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39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3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千人计划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沈晓明 亚太地区新生儿筛查学会 主席 

张军 英国妇产科杂志 编辑 

张军 WHO生殖健康研究部 顾问 

张军 美国新生儿研究网顾问委员会 委员 

颜崇淮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ISEE) 

会员 

颜崇淮 
国际环境与儿童健康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ldren's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SCHE) 

始创会员 



 

 

骆忠诚 美国流行病学研究协会 会员 

王伟业 国际生物样本库协会（ISBER） 会员 

江帆 美国睡眠学会 会员 

张劲松 亚洲 EMDR 委员会 副理事长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2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儿科学 学科 2 妇产科学 学科 3 临床病理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7 人 在读硕士生 12 人 

承担本科课程 354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4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3200M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shkeylab-ceh.org/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聚焦于理化和社会环境对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发生的影

响。实验室的研究理念是以疾病谱的变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研究的终极目标，

从临床实践中选题，通过科学研究，制定行业标准，推动政府决策，从而提高儿

童生长发育和健康水平。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是学科交叉结合的产物，本

着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结合、流行病学与基础研究相结合，采用多学科交叉结

合的理念开展和推进科学研究。实验室已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包括理化环

境因素对生命早期生长发育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对儿童发育行为问题影响等一

系列开拓性研究，研究方向点面结合。本年度重点实验室新增各类项目 22 项，

其中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 6 项；上海市科委项目 7 项；其他 6 项。共发表科研论文 89 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74 篇。参编专著 3 部。获得上海市预防医学会预防医学科技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1、上海优生儿童队列 

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实验室建立了“上海优生儿童队列”，旨

在从胎儿期开始直到出生后乃至成年，定期收集发育、成长、健康等相关医学数

据，开展长期的前瞻性研究，以发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多种因素。队列研究是目

前国际上的前沿研究领域，WHO 已牵头组建了由中（上海）美、德、法、日组

成的“全球大型出生队列”，制定了统一标准化的出生队列研究体系，以便能在

更大范围内进行数据整合来研究疾病的发生原因。 

“上海优生队列”的设计与实施是基于“全球大型出生队列”制定的统一框

架，形成了从队列设计、样本收集与管理、污染物检测、随访结局到质量控制的

一系列和国际接轨的队列研究模式。我们建立起了可以复制的稳步推进的队列研

究模式，培训了来自全国 100 多个机构 400 多名人员，将此研究模式扩展到了南

京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等多家医院和大学。“上海优生队列”



 

 

的研究模式已经得到国内众多学者的肯定以及一致好评。据此，“生命早期环境

暴露与母婴健康：上海优生队列的平台建设与模式推广”获得了 2018 年度上海

市预防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上海优生队列” 研究工作正处在稳步推进阶段。上海 10 家医院参与了该

项事关国民健康素质和“治未病”的基础性工程。目前已招募到课题所需要的 5000

对夫妇参与者，已有近 4200 个小孩出生，42 天，6 个月，1 岁，2 岁的随访已经

全部完成。4 岁随访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及预试验，已经于 2018 年正式启动，目

前完成 246 人次。我们正在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以期回答环境、基因等因素

究竟如何影响儿童健康等问题。队列研究对象的数据也应成为国内正在力推的医

联体的基础数据。队列研究的数据和医联体的数据连在一起，在病因学的探讨上，

意义和作用更大。 

截至 2018 年，已有 20 余篇学术文章发表到国际权威 SCI 期刊，其中关于孕

期全氟及多氟烷酸类化合物和三氯生影响母婴健康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两

篇高水平论著在环境健康领域顶级杂志《环境与健康展望》（影响因子 8.3）期刊

同期发表。“上海优生队列”总体研究设计以及目标定位等介绍已经在《国际流

行病学》（影响因子 8.4）杂志发表。以此为平台，支撑了科技部 973 项目 1 项，

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1 项，国自然重点 1 项，面上项目 6 项，青年项目 7 项，

经费总额超过 2500 万；获得专利 3 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才，包括

国自然优青、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通过多种媒体方式（如上海电视台等）向社

会公众普及早期环境暴露等对母婴健康的危害，提升公众对此方面的认知。 

2、孕前及生命早期暴露因素与女性生殖健康，妊娠结局及儿童健康 

我国育龄妇女中不孕和自然流产发生率逐年上升，不仅给家庭带来极大的不

幸，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既往研究表明，传统的环境内分

泌干扰物（EEDs）暴露是损害女性生殖健康，降低妊娠力的重要危险因素，如

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症，受孕力下降，早早孕丢失、胚胎发育及分化

异常而致流产。而新兴 EEDs 与女性生殖功能障碍关系的研究还十分匮乏，有效

可行的干预措施更是空白。 

全氟化合物（Perfluoroalkyl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三氯生

（Triclosan, TCS）, 双酚 A(bisphenol A, BPA)是一类新兴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

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中。PFASs 被广泛应用于地毯、皮革、灭火剂、不粘



 

 

锅、食品的包装等领域。TCS 是一种杀菌剂，广泛用于日常洗化产品，如牙膏，

漱口水，香皂等。BPA 则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盒，塑料水杯，奶瓶等生活用品中。 

我们聚焦这些新近发现的 EEDs 类物质，在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发现，随着

BPA 暴露浓度的增加，女性生育能力降低，不孕风险增加，此外，BPA 对生育

能力的影响在年长女性（超过 30 岁）中更加显著；高浓度 TCS 暴露与不孕的发

生也具有显著相关性；PFBS 是一种短链 PFAS，孕期 PFBS 暴露显著增加妊娠期

子痫的发生风险。在多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我们发现 PFNA, PFUA 和 PFHpA

这三种全氟化合物的暴露，显著增加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发生风险。多囊卵巢综

合症（PCOS）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其患病率高达 21%，是导致女

性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发现，即使 TCS 较低水平暴露，仍然与 PCOS 疾

病的发生相关；PFDoA（一种 12 碳的 PFAS）的暴露也可增加 PCOS 疾病的发生

风险。 

尽管人群研究已证实 BPA 暴露与多囊卵巢综合症、习惯性流产、不孕症等

的关系，但国内缺少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迄今，国内外关于 PFAS 及 TCS 对不

孕和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影响的证据不足，既往研究多局限在动物实验或体外研

究，罕见人群流行病学研究。基于大规模的人群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环境内

分泌干扰物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孕及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有力证据。 

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儿童脐带血中可检出多种 PFASs 物质；其中 PFOA

含量远远高于其它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提示关注生命早期 PFASs

暴露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的重要性。“上海优生儿童队列”是在国内首次开展的基

于较大样本量的、配对的母亲及新生儿 PFASs 暴露特征、健康风险及可能机制

三位一体的研究。基于此课题，我们发现在女童生命早期阶段，PFOS 暴露可能

通过增加氧化应激影响胎儿白细胞端粒长度，“重编程”胎儿端粒系统。有证据

表明，出生时白细胞端粒长度与晚年各种疾病的易感性有关。在后续随访过程中，

我们发现孕期 PFOA, PFDA, PFDoA 和 PFHxS暴露会增加儿童 2岁内湿疹的发生

风险，而这种效应也仅在女孩中可见。我们的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上报道，研究结果受到同行的关注和肯定，扩大了研究团队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积极的向社会公众普及新型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母婴

健康的危害，并基于我国女性暴露情况，协助国家制定科学可行的干预措施，是



 

 

课题组努力的方向之一。我们采用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女性环

境内分泌干扰物暴露普遍，较高频率的食用动物肝脏，海鱼、河鱼、贝类、虾、

螃蟹增加 PFASs 的暴露水平，相反，豆类产品的食用和多种 PFAS 浓度（PFOS、

PFNA、PFDA、PFUA、PFDoA）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有剂量反应效应；母亲的

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以及妊娠周期都会影响脐带血 PFASs 的含量。

TCS 在孕妇尿液中高达总检出率 97.7%；结合问卷及生物学指标分析发现，围孕

期使用洗涤剂、防晒霜及香水的孕妇，尿液 TCS 更高，提示我国孕妇使用日用

品及护理品可能是重要暴露来源。人群研究发现，桶装水 PFAS 浓度很低，但有

存在 BPA 的暴露风险。人群数据研究为针对 EDDs 的公众暴露和影响提供了可

开发干预策略的线索。 

此外，在发育关键期农药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影响方面我们开展了系列研

究。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农药污染问题突出，发育关键期农药暴露对子

代生长发育影响是国际研究热点，更是在我国农药残留较为普遍的国情下，亟待

阐明的问题。我们以胎儿-新生儿-婴儿-幼儿为研究主线，在国内外率先通过动物

实验发现线索，进一步人群验证，从横断面研究到前瞻性研究，开展发育关键期

农药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影响的系列研究。 

项目研究结果：①动物实验提示，孕早期农药暴露可以导致受精卵的发育迟

缓及细胞遗传损伤。②多中心横断面研究发现，我国孕妇和儿童农药暴露普遍，

且暴露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③进一步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发现，孕期农药

暴露可以影响新生儿出生结局（出生体重和胎龄）及婴幼儿神经行为发育。④分

子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农药暴露可能通过甲状腺激素干扰和/或氧化应激损伤来影

响子代的健康结局。 

项目的创新点为：①在国际上领先发现孕早期农药暴露可以导致受精卵发育

迟缓及细胞遗传损伤，提出孕早期环境暴露可能是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

期。②基于动物实验结果，在国内率先开展多中心（三地）易感人群（孕妇与儿

童）多时点（孕期及出生后早期）农药暴露特征研究，有效弥补了单一研究的局

限性，发现我国孕妇和儿童农药暴露普遍，且暴露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同类人群。



 

 

③在国内率先开展前瞻性出生队列，以发育关键期（胎儿-新生儿-婴儿-幼儿）为

研究主线，多时点、前瞻性探讨农药暴露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反映全面；发

现，孕期农药暴露会影响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和胎龄，以及婴幼儿的神经行为发育，

且胎儿期及出生后早期为农药影响的发育关键窗口期。④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发

现，农药可能通过甲状腺激素干扰作用和/或氧化应激损伤机制影响子代的健康

结局。 

“发育关键期农药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影响的系列研究”, 2018 年获上海市预

防医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截止 2018 年底，共发表 SCI 论文 18 篇，单篇最高

8.44，累计影响因子 63 分，他引次数达 200 次，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著名杂志,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Environ Int.和 Environ Sci Technol.上。成果获得

了国外同领域专家的一致好评与肯定,已获基金资助 10 项，包括 4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培养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 1 名,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2 名,上海市

研究生优秀成果 1 名。通过举办学习班，开展科普活动，提升了公众对于农药健

康风险及预防策略的认知，将为推动我国在制定农药限量标准和妇幼健康制定早

期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3、睡眠对儿童健康影响 

睡眠对儿童肥胖影响的研究 

我们开展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0～18 岁儿童睡眠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填

补了我国儿童睡眠基础资料的空白，揭示了我国儿童睡眠不足与睡眠问题存在的

普遍性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发育阶段性和多维性特征，并发现课业负担过重和上学

过早是导致儿童睡眠不足的高危因素。以肥胖和学习记忆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研

究睡眠对儿童体格生长和神经发育的影响。首次提出中国儿童睡眠不足已成为肥

胖的高危因素，并描绘出睡眠和肥胖相关性在不同年龄段儿童中呈现的不同曲线

特征，研究结果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并配发评论认为对儿童早期肥胖的预防具有重

要意义；率先提出慢性睡眠不足对儿童学习记忆功能的损伤具有隐匿性和不可逆

性。率先在国内研制出国际认可的儿童睡眠标准化评估工具并被推广使用，规范

了国内儿童睡眠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 

在睡眠和肥胖的研究基础上，联合使用随访密集的前瞻性出生队列以及大型



 

 

流行病学断面调查两大数据库，年龄涵盖婴幼儿（0-4 岁）和青少年（11-18 岁）

不同年龄段，探索生物钟昼夜节律外在输出形式之一的静息-活动节律年龄变化

趋势以及对儿童 BMI 的影响。研究不仅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生物钟昼夜节律对

BMI 水平有显著影响，还首次发现在儿童早期，即婴幼儿时期就已经对体格生

长具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与 BMI 的增量互为因果，即生物钟节律越差体重增长

越多，而体重增长越多也干扰生物钟节律的正常运行。另外，婴幼儿时期晚上

22 点之后是否进食不仅对生物钟节律有显著的影响，对肥胖相关指标也有明显

的影响。这为日后制定相关策略，改善生物钟节律，进而促进儿童更好的健康成

长等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据支持。 

睡眠对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 

心理疾病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而睡眠通过情绪调节在心理疾病发

病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越来越多重视，现有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睡眠与情绪识别及

调控存在一定关系，但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尚未得到很好研究。儿童良好的社会-

情绪发展水平不仅能保障很好地适应学校及社会环境，同时也是成年后取得职业

成就的必备因素之一。因此探索婴儿社会-情绪发展的特点，以及不同睡眠特征

（睡眠时间、节律以及睡眠质量）下婴儿社会-情绪的发展轨迹，不仅是对现有

睡眠对情绪调节功能影响模型在婴幼儿阶段的拓展，更将为早期睡眠干预改善情

绪调节能力，进而预防心理疾病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我们先期建立的儿童睡眠研

究出生队列，以高密度的随访，多模态的睡眠监测工具，对儿童的睡眠情况进行

全面准确的评估，已绘制出 0-4 岁儿童睡眠-觉醒模式的发展轨迹图。并在国内

首次在婴幼儿的发育评估中使用眼动追踪仪，利用面孔偏好实验范式及情绪面孔

识别实验范式评估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同时在分析儿童早期的睡眠特征影响其

社会情绪发展时发现，睡眠时间充足的 6 月龄的儿童较睡眠不足者表现出更显著

的社会性偏好。在 12 月龄的儿童中，使用情绪面孔识别范式评估儿童在不同睡

眠特征下对情绪面孔注视的眼/嘴比，发现儿童的睡眠情况与儿童对不同情绪面

孔注视的眼/嘴比有显著的相关性。夜醒时间较少，睡眠质量较好、睡眠节律更

稳定的儿童对情绪面孔更偏向注视眼睛，而睡眠时间短的儿童则更少的偏向注视

眼睛。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于 2018 年开始建立 600 对的儿童睡眠研究出生队

列，同样以多模态的睡眠监测工具，对儿童的睡眠情况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同



 

 

时评估社会情绪发展的多个维度，包括面孔识别，情绪信息识别，情绪信息加工，

共同注意，社会性信息偏好等。设计婴儿社会-情绪发展研究特定任务，包括强

迫选择偏好范式，人脸处理及情绪识别任务，社会互动注视范式，共同注意范式，

全面评估儿童早期社会情绪发展。配合功能性近红外成像技术（fNIRS）与眼动

追踪技术（eye-tracking）的同步使用，从行为-神经生理-功能影像三个层面，探

索婴儿社会-情绪发展的特点，以及不同睡眠特征（睡眠时间、节律以及睡眠质

量）对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最后将通过持续 9 个月的婴儿睡眠行为干预，进

一步验证其对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 

2018 年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

慢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在内的 2 个国家级项目、3 个局级项目、3 个市级项目、1

个校级项目、1 个横向课题，2018 年共获得科研经费 1457.43 万元。2018 年以第

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 SCI 7 篇，累计影响因子 25.084。《中国儿

童保健杂志》编委，《Sleep》《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以及《Sleep 

Medicine》等国际杂志同行评议专家。为全国儿童睡眠学组组长带领睡眠学组成

员与中国妇幼中心共同完成《0-5 岁儿童睡眠卫生指南》，得到国家卫生和计划委

员会的批准通过，将作为标准常规用于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儿科门诊的临床筛查

工作，在儿童保健的临床和科研上均做出了贡献。期间出版了国内首部本领域专

著《儿童睡眠与睡眠障碍》。 

4、重金属对儿童健康影响及防治研究 

（1）开展铅的神经发育毒性机制研究 

铅是一种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神经毒物，幼年期铅暴露可引起严重的多器

官、多系统损伤，其中以引起的神经认知功能损伤最为严重。本研究采用刚出生

的雄性幼鼠，通过母乳途径和饮水途径使其铅暴露 31 天，从而构建幼年期铅中

毒大鼠模型，以考察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GM1）对幼年期铅暴露导致的

神经认知损伤的改善作用，并探索其潜在的分子机制。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单唾液

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可通过缓解氧化应激压力、抑制凋亡、激活 SIRT1/CREB/BDNF

通路，修复儿童期铅暴露引起的神经认知功能损伤，为临床铅中毒治疗提供一种

新的辅助治疗方案。 

我们复制发育期大鼠铅暴露模型，采用免疫荧光、免疫组织化学、 western 

blot 以及实时定量 PCR 等方法初步探讨胆固醇稳态在铅暴露致 Aβ 沉积可能的



 

 

毒理学机制。研究发现，发育期的铅暴露增加了大鼠皮层和海马组织 Aβ 蛋白的

表达和老年斑（senile plaques，SP）的形成。发育期的铅暴露上调了大鼠皮层和

海马组织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Amyloid Protein Precursor，APP）的表达并激活

了 SREBP2-BACE1 通路。此外，我们还发现铅通过上调蛋白 LXR-α、ABCA1

并抑制 HMG-CR、LDL-R 的表达，降低了大鼠脑胆固醇的水平。动物实验表明，

发育期的铅暴露可诱导早期 Aβ 在脑中的表达和老年斑的形成，其可能的机制是

铅导致脑胆固醇稳态的改变。 

（2）开展发育期重金属暴露致神经损伤的人群和毒理学机制研究 

基于 2013 年在我国浙江省台州市开展的横断面队列研究，调查台州儿童血

铅、血汞、血锰和血铝的暴露水平，分析儿童体内重金属水平和血清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的相关性并初步探讨性别

差异在重金属联合暴露中可能的相互作用。通过构建发育期大鼠不同剂量的铅暴

露模型，探讨铅暴露致淀粉样蛋白（β-amyloid，Aβ）沉积的毒理学机制。 

利用 2013 年在我国浙江省台州市招募的儿童，指导家长填写《儿童健康调

查问卷》，测量儿童的身高、体重并采集儿童静脉血标本，测定其血铅、血汞、

血锰、铝的暴露水平以及血清 BDNF 的浓度。通过 SAS 9.4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应用几何均数及 95%置信区间来描述儿童的血铅、血汞、血铝、血锰的分布和血

清 BDNF 的浓度。研究发现儿童血铅水平与血清 BDNF 的浓度存在负相关性；

在对性别进行分层后，我们只在男孩中发现其血铅水平与血清 BDNF 的浓度存

在负相关性；血铅和血汞的水平对血清 BDNF 浓度的影响呈负相互作用；血铅

与血锰的水平对血清 BDNF 浓度呈临界正相互作用；在对性别进行分层后，仅

在男孩中发现血铅和血汞水平之间的负相互作用以及血铅和血铝水平的正相互

作用。 

5、基于儿童发育行为障碍的转化研究 

自闭症和多动症属于神经发育性疾病。按照 DSM-Ⅴ的标准，自闭症是以社

会交流和社会互动受损、重复行为过多和兴趣狭隘为特征。多动症是以注意、组

织、活动水平和冲动控制受损为特征，可分为三个亚型：注意缺陷、多动冲动、

注意缺陷合并多动冲动。有研究表明，ASD 合并多动的儿童表现出两种疾病的



 

 

症状，同时认知和社交障碍可能更严重些。另外，ASD 合并多动的患者智力发

育迟缓的概率是单纯 ASD 的两倍多。同时 ASD 患者伴随一定程度焦虑的情况也

能见到。课题组针对孤独症、复杂多动症、进食障碍等疾病的临床需求提出问题，

从病因、诊疗和预防学展开研究，相关研究结果有力促进临床实践。 

研究成果：1）关注复杂多动症的发病机制以及相关共病机制，通过比较自

闭症、自闭症合并多动及正常对照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发现 ASD 和 ASD

合并多动的患者大脑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脑区和行为的异常有直接的

关联。2）针对难治性进食障碍疗效不佳现状，通过进食障碍动物模型，证明中

央杏仁核参与调控进食障碍，且甲基丁香酚这种中药成分能通过中央杏仁核改善

进食障碍，我们的发现有望为缓解或治疗难治性进食障碍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和

手段。中央杏仁核在包括病理性焦虑障碍在内的情感行为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甲基丁香酚增强中央杏仁核 GABA 能抑制性并降低焦虑，提示中央杏

仁核的 GABAA 受体可能是干预焦虑的潜在靶点，同时甲基丁香酚是潜在的焦虑

干预工具。3）针对目前孤独症、多动症整体疗效不佳的现状，通过多动动物模

型，发现莪术醇降低皮层抑制性（GABA 能）突触转递并改善 MK801 诱导的多

动，提示莪术醇是一个具有对抗多动的负向 GABAAR 变构调剂因子，也许能作

为一个新的干预工具。4）通过核型和染色体芯片  (CMA) 测试，在 ASD 病人

中找到 17 个明显的 CNVs，其中的 12 CNVs 和已知的风险基因重叠，为临床诊

断 ASD 提供证据；同时用全外显子测序(WES) 进行家系基因测序，有 8.8%（ASD

组 9.2%，ASD 疑似组 6.7%）的综合诊断量被观察到，WES 是一个诊断 CNVs 阴

性及共患其他神经疾病 ASD 患者的有效方法，是精准诊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创新点：1）发现和临床症状相关的差异脑区，为后期行为干预提供脑区靶

标；2）甲基丁香酚能改善进食障碍行为，为缓解或治疗难治性进食障碍提供了

新的治疗思路和手段；3）发现甲基丁香酚能降低焦虑，是潜在的焦虑干预工具；

3）莪术醇能改善 MK801 诱导的多动，也许能作为一个新的干预工具。4）通过

CMA 和 WES 相关结合的方法，在兼顾成本的前提下提高精准医疗的水平。 

2018 年，以上研究结果在 Neuroharmacology，J Pharmacol Exp Ther，

EBioMedicine 等国际杂志上发表。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促进相关的领域对



 

 

疾病的认识，同时为疾病干预提供新的视角及潜在的干预手段。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8 年度，实验室新争取的科研项目共 22 项，合同总经费 1285.43 万元。

本年度实验室成功申请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 1 项面上项目，6 项青

年项目。 

实验室在研项目共 64 项，合同总经费 6239.21 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级项目

30 项、省部级项目 13 项，其他 21 项。获得上海市预防医学会预防医学科技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ADHD 儿童青少 
年共享服务：中 
加融合模式 

8171101223 李斐 2018.1.1-2020.12.30 500 

基金委

国际(地
区)合作

与交流

项目 

2 
生命早期内暴露解

析与 POPs 履约生物

监研究 
2017YFC1601502 

颜崇淮、

田英 
2018.1.1-2021.12.30 240 

国家重

点研发

项目 

3 
睡眠在儿童早期 
社会-情绪发展中 
的作用机制研究 

81773443 江帆 2018.1.1-2021.12.30 6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面

上项目 

4 

肠道菌群介导的 
维生素 D 影响婴 
幼儿食物过敏的 
前瞻性研究及作 
用机制 

8177341 1 余晓丹 2018.1.1-2021.12.30 6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面

上项目 

5 

基于出生队列研究

孕期全氟化物暴露

影响婴幼儿生长发

育的健康风险及分

子机制 

81773387 高宇 2018.1.1-2021.12.30 6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面

上项目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发育行为儿科 沈晓明 李斐 

2 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及预测模型 张军 余晓丹、陈丹 

3 重金属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及其防

治 
颜崇淮 徐健 

4 生命早期暴露与妊娠及儿童代谢健

康 
骆忠诚 欧阳凤秀 

5 睡眠对儿童健康影响 江帆 李生慧 

6 儿童心理行为的干预和治疗 张劲松 沈理笑、李锋 

7 生命早期发育暴露基因调控 王伟业 陈丹、杜亚涛 

8 上海优生儿童队列 田英 高宇、余晓丹、赵莎莎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沈晓明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30 

2 张军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4 8 

3 颜崇淮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4 33 

4 田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6 13 

5 李斐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2 12 

6 骆忠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3 6 

7 王伟业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59 7 

8 江帆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3 17 

9 盛晓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1 25 

10 高宇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13 

11 薛敏波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49 12 

12 章依文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任医师 55 12 

13 余晓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7 25 

14 余晓刚 技术人员 男 学士 主管技师 45 12 

15 黄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5 30 

16 沈理笑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9 12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7 张劲松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2 12 

18 马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

师 
48 12 

19 徐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

师 
43 13 

20 杨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治医师 42 10 

21 刘军霞 技术人员 女 学士 技师 32 10 

22 赵丽 技术人员 女 其他 技师 31 10 

23 欧阳凤秀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7 7 

24 马星晔 管理人员 女 学士 护士 33 7 

25 吴宇航 技术人员 男 学士 
研究实习

员 
28 6 

26 周光迪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助理研究

员 
35 7 

27 赵莎莎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实习

员 
32 5 

28 陈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37 4 

29 杜亚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0 3 

30 李宁 技术人员 女 学士 
研究实习

员 
25 1 

31 魏梦丹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实习

员 
31 1 

32 单红云 技术人员 女 学士 
研究实习

员 
24 1 

33 王惠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

员 
29 2 

34 潘晖 技术人员 女 学士 
研究实习

员 
24 1 

35 梁玮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

员 
32 1 

36 吴军 管理人员 女 学士 工程师 51 1 

37 黄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

员 
32 1 

38 郭亮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助理研究

员 
33 1 

39 李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治医师 36 7 

40 王俊丽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36 7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

限 

1 董辰寅 
博士后研

究人员 
男 28 无 中国 新华医院 2018.11 

2 马文娟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37 

助理研究

员 
中国 新华医院 2016.05- 

3 陈倩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30 无 中国 新华医院 2017.05- 

4 刘勇杰 
博士后研

究人员 
男 33 

助理研究

员 
中国 新华医院 2018.06- 

5 汪雪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28 无 中国 新华医院 2018.10 

6 谢和辉 其他 男 47 副教授 中国 
上海交大医学

院公卫学院 
2018.01 

7 冯丽萍 其他 女 45 副教授 美国 杜克大学 2018.01 

8 李煚 其他 男 54 副教授 丹麦 奥胡斯大学 2018.01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本学科以转化医学为宗旨开展儿童疾病的预防、干预和诊治研究。一级预防

研究：研究理化和社会因素对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发生的影响，推进公共卫生政

策转化，从源头预防疾病发生。二级预防研究：研究疾病的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措施，推广有效可行的方法和措施，降低儿童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

三级预防：研究疾病早期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推广普及先进的诊治技术，提高

治愈率，防止并发症和后遗症。 

（一） 前瞻性研究平台的建立 

1、“上海优生儿童队列”及“千天计划” 



 

 

两项研究从孕前开始建立了基于医院的长期随访的出生队列。通过预调查试

点，建立了一套最优的入组和随访流程。制定了一整套问卷、随访流程、标本采

集转运与储存流程及项目运作流程。 

队列中涉及的所有问卷均由各个领域专家讨论商定，由专职调查员进行询问

记录，并统一录入到专业的数据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及保存，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及

准确性。所有相关样本均按既定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处理、分装、保持和转运。

项目整个开展过程由专业的第三方管理机构予以管理并根据一系列既定的标准

操作流程进行质控。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管理机构定期和主要研究者沟通进展情

况，包括入组、随访率，样本采集率以及数据收集及录入等全方位的情况。及时

跟进并解决项目中任何环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上海优生儿童队列”整个项目流程包括，从志愿者最开始前往医院进行孕

前检查时，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对其进行招募，纳入队列。随后根据标准操作流程

进行一系列随访。包括电话随访，了解其怀孕情况，以及志愿者怀孕后，分别于

孕早、孕中及孕晚对其进行随访问卷调查，并收集这三个阶段样本，包括血样及

尿样。待志愿者分娩时，收集其脐带血及胎盘组织若干，并测量新生儿的基础数

据，如身高、体重及皮下脂肪等数据。同时摘录志愿者分娩及产前检查的结果。

分娩后继续随访志愿者的宝宝，包括在宝宝 42 天随访、6 个月、12 个月、24 个

月以及 4 岁和 7 岁，这几个时间截点。主要随访内容包括问卷填写，体格检查以

及神经行为发育的评估。项目从 2013 年起正式启动，24 个月随访工作已经全部

结束，目前 4 岁随访完成 246 名。 

在“优生队列”良好的前期基础上，在做实验室牵头下，新华医院于 2016

年 6 月启动“千天计划”，是一项基于疾病及高危因素的出生队列。研究设计、

项目流程等于“优生队列”类似，随访策略上有所区别。项目启动至今，已招募

孕妇 7126 名，已分娩 4174 名，完成各期儿童随访共计 4257 人次。 

2、生命早期环境内分泌污染物对生殖发育的影响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女生生殖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项目，为探索我

国育龄妇女新兴 EEDs 暴露与不孕、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关系搭建了多中心大规

模的病例对照研究平台。这项研究在上海，山东，浙江及成都招募近 2000 例不

孕，以及 2000 例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女性，并纳入无不良妊娠史的女性作为对

照。目前完成了问卷调查，病史摘抄，暴露信息的采集；血、尿、卵泡液及流产



 

 

组织的收集，以及部分环境暴露、内暴露的检测。“上海优生儿童队列”是国际

上基于孕前期育龄妇女最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开展 EEDs 暴露水平的定量检测, 

探讨其与不孕之间的关系,手段先进,增加了结果的可靠性。 

我们聚焦以双酚 A（BPA），全氟化合物（PFASs）和三氯生（TCS）为代表

的常见新兴 EEDs，为 EEDs 对女性生殖健康以及儿童健康的不良影响提供了有

力的科学证据，补充和延续了国际上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毒理学研究，充实了

我国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生殖和发育毒性数据。 

在我们现有的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基础上，我们从内分泌学，免疫学，表

观遗传学的角度以及环境-基因交互作用，将流行病学与多学科交叉，深入探索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增加女性不孕，流产及儿童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的潜在机制。

将流行病学与基础研究相结合,进一步验证，发现可调控的靶点，为临床实现靶

向防治新策略。形成一支女性生殖领域具有创新性和实践力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团队，具有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问题实现团队合作集中力量突破的优

势。根据时代发展、社会需求，课题组将从一种全局的理念，全新视角探索女性

的衣食住行，生活工作环境，行为方式，睡眠习惯，精神心理状况等多方面因素

对不孕及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影响。 

基于环境、女性生殖健康及儿童健康研究平台，我们完善了新兴环境内分泌

干扰物的标准化检测体系，优化内分泌干扰物检测领域的检测手段。从体内蓄积

内暴露和室内灰尘等环境外暴露两方面，系统检测各年龄段人群，特别是育龄女

性、新生儿、婴幼儿的 EEDs 在血液、尿液、母胎界面生殖相关细胞内暴露水平、

暴露状况和暴露特征，系统建立和优化 PFASs、TCS、BPA 等新兴 EEDs 的标准

化检测体系，结合制定和优化的问卷调查和关注结局，为国家未来制定相应限制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研究新兴 EEDs 在女性生殖功能障碍病因中的作用

及相关机制提供线索和可靠检测手段。目前，已申请和授权三项中国发明专利。 

3、多队列合作，建立中国 0-2 岁婴幼儿生长曲线图 

我们基于多中心出生队列研究建立中国 0-2 岁婴幼儿生长曲线图。我们与国

内多个出生队列合作，采用 2012-2014 年中国上海、南京、安徽、广州、武汉等

5 省市 6 项前瞻性出生队列的 0-2 岁婴幼儿体格发育调查的数据，分别绘制男婴

和女婴的身长、体重、头围以及身长别体重的百分位生长曲线，并建立婴幼儿生

长发育曲线图。应用于儿科临床和婴幼儿保健健康服务中，进行婴幼儿早期生长



 

 

及营养监测。 

儿童生长发育的定期评估可以早期发现生长过慢或增重过快等问题，以便及

时进行早期干预。生长曲线图是评价儿童体格生长发育简便、直观的一种方法，

也是评价儿童营养及健康状况最常用的方法。可用于个体儿童生长和健康状况的

追踪观察、早期识别生长偏离现象。生命早期 1000 天是快速的生长发育期，生

命早期的生长发育状况可能与其儿童期和成年期的健康和疾病息息相关。因此，

建立婴幼儿期正常生长模式图对早期发现婴幼儿生长问题非常重要。国内已有的

生长曲线图大多基于横向研究数据绘制而成。 

在建立正常生长曲线的基础上，我们研究了影响儿童生长发育和肥胖的生命

早期危险因素。 

 

（二）临床基础和应用研究 

本方向围绕儿童神经发育常见的发育性障碍，如多动症（ADHD）、自闭症

(ASD)、喂养困难等展开基础和临床研究，旨在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

线索。 

多动症(ADHD)和自闭症(ASD)是儿童期重要的神经行为障碍。由于 ASD 合

并 ADHD 的病例存在，如何准确的区分 ASD 及 ADHD 是临床急需的。而基因

检测手段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方法。考虑到表型和严重度的异质性，遗传因素被

认为在 ASD 的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脆性 X 综合征的常规检测，近几

年核型和染色体芯片 (CMA) 已经作为 ASD 病人的第一测试。ASD 相关的基因

被陆续发现，例如 PTCHD1, NRXN1, NLGN3, SHANK3, SHANK1 等。通过高分

辨 CMA 检测中国 ASD队列的罕见 CNVs (n = 401, 包括 177 轻/中和 224 重度), 

同祖先对照 (n = 197). 诊断量为 4.2%, 在 ASD 病人中找到 17 个明显的 CNVs，

其中的 12 CNVs 和已知的风险基因重叠。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罕见的缺失型破

坏性基因多是失功能变异。在这些众多高度限制基因中，RIMS2 是一个很有希

望的 ASD 患病风险候选基因（Frontiers in Genetics, 2018）。该研究用候选基因作

为潜在的风险因素来评价 CMA 在临床的应用以及中国 ASD 的罕见 CNVs 特点，

为临床诊断 ASD 提供证据。 

最近准确性显著提高成本明显降低的全外显子测序(WES) 使得家系基因测

序成为可能。通过全基因测序，大约∼ 20.0%疑似 ASD 的病人被鉴别出来。然



 

 

而，当 CMA 不能检测到危险变异时，核心家系全外显子测序在中国疑似 ASD

儿童的诊断领域的认识仍存在不足。 

为进一步探索拷贝苏变异阴性结果的中国 ASD 儿童的遗传原因，我们用

WES 检测 80 个只有一个 ASD 或疑似 ASD 后代的单纯家庭，发现：有 8.8%（ASD

组 9.2%；ASD 疑似组 6.7%）的综合诊断量被观察到。在诊断为 ASD 的病人中，

发育迟滞或智力低下(DD/ID) 是最常见的共病，占诊断量的 13.3%，癫痫 (50.0%) 

及颅颌面畸形(40.0%)。所有发现 de novo SNVs and indelsASD 病人是失功能变异

且女性稍多一些 (男 vs. 女: 7.3% vs. 8.5%)。有七个推测与病因有关的基因被鉴

定 出 来  (CHD8, AFF2, ADNP, POGZ, SHANK3, IL1RAPL1, and PTEN) 

Frontiers in Genetics, 2018）。总的来说，WES 是一个诊断 CNVs 阴性及共患其他

神经疾病 ASD 患者的有效方法，是精准诊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 应用基础研究 

1、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影响生殖健康及机制研究 

随着世界范围的农药使用越来越普遍，农药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已成为大众面

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尤其是对女性生育力的影响。有机磷类农药(Organophosphate 

pesticides, OPs)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Pyrethroid pesticides, PYRs)是我国应用范围

广泛、使用量大的两类农药。许多研究报道我国非职业人群中尿液 OPs 和 PYRs

代谢产物的高检出率，提示我国普通人群广泛暴露于 OPs 和 PYRs。已有动物实

验指出 OPs 和 PYRs 可以引发雌性生殖损伤，但关于农药暴露对女性生育力影响

的人群研究的相关报道较少，更无定量的研究农药暴露水平与女性生育力的报

道。 

我们研究 OPs 和 PYRs 暴露及其交互作用对女性月经、女性备孕时间及不孕

的影响。依托上海优生儿童队列招募的准备怀孕的育龄期女性，收集尿液样本进

行 OPs 和 PYRs 尿液代谢产物检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月经情况，并进行为期 1

年的前瞻性电话随访收集其备孕时间及不孕信息。 

研究共纳入 615 名育龄期女性，我们的研究发现育龄期女性 OPs 和 PYRs

暴露可影响女性生育力，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和月经出血量异常风险增加、月经出

血天数的减少、以及女性备孕时间延长和不孕风险增加。在交互作用研究中，

OPs 的代谢产物 DETP 和 PYRs 的代谢产物 3PBA 在女性痛经具有协同相加交互



 

 

作用。我们的研究关注中国普通女性的农药暴露状况对其生育的影响，反映了一

般人群的实际情况，为现阶段农药暴露与女性生育力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流行病学

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8 July；126

（7）：077001） 

女性内源性性激素的分泌对维持正常的生育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内源性雌激

素的水平会影响正常受孕的几率、IVF 成功率及诱发排卵的过程；黄体期孕酮的

产生可以促进子宫内膜功能层的分化，刺激其分泌功能，为胚胎着床做准备。在

输卵管因素或男方无精导致的不孕人群中，分析 PFASs 和基础性激素水平之间

的关系，结果显示 PFBS 暴露浓度和睾酮(T)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高浓度 PFDA

和 PFUA 暴露人群中黄体生成素(LH)的水平明显升高。结果提示，PFASs 可能通

过干扰女性生殖激素水平，降低女性生殖力。分析 PFASs 和甲状腺激素的关系，

显示 PFBS 暴露和 TSH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和 FT4，TT4，TT3 的水平呈显著负

相关。结果提示，甲状腺有可能是 PFASs 作用的另外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

激素在女性生殖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和下丘脑-垂体-卵

巢轴在生理上是有关联的，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发挥作用，甲亢或甲减均可能导

致月经周期的紊乱。在女性中，甲状腺功能减退通常会影响正常排卵，导致月经

周期不规律及不孕。 

利用大规模人群研究，率先在国际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全基因组范围内单核苷

酸多态及其与全氟化合物的交互作用对复发性流产的影响。以足月分娩且无流产

史的育龄期女性作为参照，从特发性复发性流产的女性筛中，筛选出潜在风险位

点，包括 OPCML rs7119415 及 CDX3 rs9579135。OPCML 是 GPI 锚定的细胞粘

附分子家庭成员之一。与正常人卵巢相比，在大多数原发性卵巢肿瘤中、在卵巢

和非卵巢癌细胞系中 OPCML 的表达完全消失。CDX3 为 尾侧型同源转录因子

2/胰岛素调节转录因子 CDX，蛋白质 LMX1 和 CDX3 是同源结构域蛋白，它们

结合胰岛素启动子中富含 A / T 的序列并刺激其转录，在小鼠中 CDX3 的失活导

致胚胎死亡。CDX3 对滋养细胞发育、卵黄囊中胚层血管发生、尿囊生长和绒毛

尿囊素融合所必需的。研究结果为复发性流产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信

息，为复发性流产高危人群的筛查、复发性流产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实验依据。 

滋养层细胞是直接接触母体免疫系统的细胞群，在“母胎对话”中起了关键



 

 

作用。滋养层细胞位于胎盘的胎儿端参与妊娠过程中免疫反应，内分泌调节和养

分运输，对毒物更加敏感。人类胚胎的成功着床，胎盘形成和胎儿的生长发育需

要滋养层细胞适度的侵袭入子宫内膜。而着床后滋养层细胞对子宫蜕膜层和基层

血管进一步侵袭，进行胎盘血管重建。一些研究显示在凋亡/增殖、迁移和侵袭

异常，炎症、血管调节异常状况下的滋养层细胞与自然流产的发病相关。PFBS

属于短链全氟化合物，近年来，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家用产品中。虽然既往

研究表明其可能损害生殖系统，但 PFBS 对细胞滋养层细胞增殖和侵袭功能的影

响知之甚少。我们发现高浓度 PFBS 暴露极大地降低人细胞滋养层细胞系 HTR8 / 

SVneo 细胞活性, 促进滋养层细胞凋亡和坏死,显著抑制细胞增殖。高浓度 PFBS

不仅影响细胞侵入，也抑制细胞迁移。 

2、睡眠影响儿童期肥胖的机制研究 

肥胖的发生由环境和遗传因子共同决定，其与睡眠时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在儿童期尤为显著。肥胖和睡眠障碍是多种疾病的共同危险因子，同时又被多种

共同的危险因子影响。因此两者有着某些共同的病理机制。然而，关于睡眠对肥

胖发生的作用机理仍然不清楚，相关的研究也比较缺乏。 

研究中我们以两个独立的儿童肥胖和儿童睡眠 GWAS 数据为基础，进行了

睡眠和肥胖发生的遗传相关性研究，分析并检测了影响儿童睡眠时间的遗传基因

和遗传代谢通路，影响儿童肥胖发生的遗传基因和遗传代谢通路，儿童睡眠和肥

胖的基因相关性和代谢通路相关性。针对儿童睡眠时间和肥胖相关的前 5%的

GWAS 基因的分析表明，两者之间有 281 个共同基因，优势比（OR）为 4.25

（p=2.7*10-73）。基因相关分析表明，与儿童睡眠关联性较强的基因与儿童肥胖

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为 0.32，p<2.2*10-16。基因通路富集分析鉴定出 7 条

共同途径：4 个基因组与调控胚胎干细胞早期发育和分化的 PolycombRepression 

Complex 2(PRC2)有关；该基因组调控脑内神经细胞的分化和发育；该基因组是

肝癌的 基础；该基因组对紫外线有反应。辐照共享通路的 OR 为

336.8(p=3.9*10-14)，相关系数为 0.36(p=3.9*10-14)。针对所有年龄段的已发表的

肥胖症和睡眠 GWAS 变异体的通路分析呈现一致的结果。研究证实了儿童睡眠

基因和儿童肥胖基因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同时证实了两者的代谢通路也有着显

著的统计相关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得出，睡眠和肥胖的发生起源于影响胚胎细胞

分化和发育的代谢通路。早期的动物学研究发现人为的制造睡眠紊乱会诱导小鼠



 

 

的体重增加以及最终肝脏肿瘤的发生，并得出睡眠，肥胖以及肝脏肿瘤有着共同

的代谢调节通路。我们的研究发现和证实了肝脏肿瘤的代谢通路显著的影响儿童

睡眠时间和儿童肥胖发生。我们研究发现的基因和代谢通路，对我们理解和进一

步推进睡眠在肥胖发生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授课人 课时数 

儿童保健学 研究生 李斐 6 

神经科学前沿 研究生 李斐 8 

儿童保健学-双语课程 研究生 江帆 3 

现代环境卫生学 研究生 欧阳凤秀 4 

儿童保健学-双语课程 研究生 颜崇淮 4 

儿童保健学-双语课程 研究生 张军 4 

儿童保健学-双语课程 研究生 余晓丹 4 

儿童保健学-双语课程 研究生 张劲松 3 

现代环境卫生学 研究生 田英 4 

儿童少年卫生学 本科生 李斐 4 

卫生毒理学 本科生 李斐 3 

儿科学 本科生 江帆 8 

儿童保健学 本科生 江帆 1 

儿科环境污染性疾病 本科生 颜崇淮 3 

实验室及科研技能培训 八年制 颜崇淮 70 

理化环境对儿童健康影响 本科生 颜崇淮 3 

环境污染与儿童健康 本科生 颜崇淮 50 

儿童少年卫生学 本科生 余晓丹 3 

精神病学 本科生 张劲松 14 

普通心理学 本科生 张劲松 118 



 

 

精神病学 本科生 张劲松 10 

发育行为儿科学 本科生 张劲松 8 

公共卫生导论 本科生 田英 3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本科生 田英 10 

公共卫生实践 本科生 田英 15 

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 本科生 田英 9 

卫生毒理学 本科生 田英 4 

生长发育 八年制 沈理笑 3 

营养与喂养 八年制 沈理笑 3 

营养与喂养 本科生 沈理笑 5 

疾病早期筛查 本科生 沈理笑 2 

循证医学 八年制 欧阳凤秀 4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

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建立了青年研究人员的导师指导制，使青年研究人员得以迅速成长，

先后派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出国进修学习，并资助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学

术交流。本年度招收博士研究生 8 人、硕士研究生 7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5 人、

硕士研究生 3 人，培养了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的科研复合型青年

人才，全面带动了本学科发展。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

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 Gao ZY, Li MM, Wang J, Yan J, Zhou CC, Yan CH. Blood mercury 
concentration, fish  consumption and anthropometry in Chinese children: A 
national stud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8; 110:14-21.（IF7.297） 

2、 Yi Hu, Lin Ji,Yan Zhang, Rong Shi, Wenchao Han, Lap AhTse, Rui Pan, 
Yiwen Wang, Guodong Ding, Jian Xu, Qingying Zhang, Yu Gao, and 
YingTian. Organophosphate and Pyrethroid Pesticide Exposures Measured 



 

 

before Conception and Associations with Time to Pregnancy in Chinese 
Couples Enrolled in the Shanghai Birth Cohort.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8(7)126 077001-9（IF8.44） 

3、 Chen Q, Huang R, Hua L, Guo YF, Huang LS, Zhao YJ, Wang X, Zhang J. 
Prenatal exposure to perfluoroalkyl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and 
childhood atopic dermatitis: a prospective birth cohort study.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8 Jan 17;17(1):8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壁报交流 周灿灿 博士 
2018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年

会 加拿大，渥太华 
颜崇淮 

2 参会 罗凯 博士 
2018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年

会 加拿大，渥太华 
张军 

3 参会 范翩翩 博士 

Applying Nuclear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Link Between Early Life 

Nutrition and Later 

Childhood Health 南非 

欧阳凤

秀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为了促进环境与儿童健康研究领域的发展，促进合作，加强薄弱研究方向

特别是儿童疾病的病因、预防和干预等临床问题方面的研究，实验室设立环境

与儿童健康研究项目基金。基金侧重于促进合作及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的研究能

力，优先资助临床类（以胎儿、新生儿、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的研究课题，也资助应用基础类课题。本年度总结结题验收课题共 7 项。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

费

额

度 

承

担

人 
职称 

承担

人单

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微塑料中双酚 A 的释放机

制及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

影响 

3 

陈

启

晴 

研究

员 

华东

师范

大学 

2018.12.1-2020.11.30 



 

 

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对斑马

鱼胚胎生殖系统发育的影

响及相关机制研究  

3 

胡

晶

莹 

副研

究员 

上 海

市 计

划 生

育 科

学 研

究所 

2018.12.1-2020.11.30 

3 
锌干预子痫前期模型大鼠

的妊娠结局及其机制 
5 

黄

波 
教授 

桂 林

医 学

院 

2018.12.1-2020.11.30 

4 

LINC01480 靶向 miR-4306

调控胎盘功能在 IUGR 发

病中的作用和机制 

5 

肖

喜

荣 

副主

任医

师 

复 旦

大 学

附 属

妇 产

科 医

院 

2018.12.1-2020.11.30 

5 

典型溴代阻燃剂暴露对儿

童神经递质影响及其潜在

健康效应 

2 
徐

挺 

副研

究员 

同 济

大学 
2018.12.1-2020.11.30 

6 

高危妊娠预防项目——阿

司匹林预防子痫前期作用

的观察研究 

5 

薛

丽

丽 

副主

任医

师 

嘉 兴

市 妇

幼 保

健院 

2018.12.1-2020.11.30 

7 
雌激素受体干扰物通过缰

核影响斑马鱼幼鱼类焦虑

行为 

2 

张

翠

珍 

助理

研究

员 

复 旦

大学 
2018.12.1-2020.11.30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生命早期健康研究的

理论与实践 

环境与儿童健

康教育部和上

海市重点实验

室 

张军 2018.09 94 
全 国

性 

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

习班 

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发育行为

儿科 

马骏 2018.12 60 
全 国

性 



 

 

3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

童保健专科联盟暨儿

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

成立大会 

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 
江帆 2018.12 100 

全 国

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

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

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实验室注重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发展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

机构长期稳定合作的伙伴关系，构筑国内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框架，广

泛地进行学术合作交流活动。本年度，国际合作交流发展迅速，有效地促进了实

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国内合作 

合作单位 研究方向/课题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第一妇婴保健院、

儿童医院、儿童医学中心、红房子妇产

科医院 
上海优生儿童队列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降低剖宫产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华东师范大学 睡眠对儿童生长及肥胖发生影响 

全国 15 个省市妇幼保健院 中国儿童血铅水平流行病血调查 

全国 8 省市及上海地区妇幼保健院 
胎儿期环境因素对妊娠结局影响的流行

病学调查 

北京赛博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脑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分析 

国际和平妇婴保健院 剖宫产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南京医科大学 环境污染物检测方法 

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 孕期碘水平和妊娠结局的调查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医院 
胎儿期汞暴露对胎儿及儿童发育影响的

研究 

二、国际合作 

合作单位 研究方向/课题 

Developmental Pathways for Health 
Research Unit 

Applying Nuclear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Link Between Early Life 
Nutrition and Later Childhood Healt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everal ongoing studies to gain experience 

in conducting and analyzing epidemiology 

studies with a major focus on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and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pplied Clinical Research Unit (URCA) REDCap系统和数据管理 

国际原子能机构 
孕前期、孕期及婴儿生命早期营养情况以

及婴幼儿喂养及母乳喂养 

 

 

三、国际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情况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报告标题 报告人 

2018.10 北京 

2018 儿童营养

及营养性疾病发

展论坛暨全国儿

童营养及营养性

疾病进展学习班 

婴幼儿食物过敏的营养管理 余晓丹 

2018.03 北京 

科技部香山会

议：自闭症和阿

尔兹海默症诊疗

的创新探索 

自闭症精准诊疗探索 李斐 

2015.05 上海 
第四届亚洲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学

术会议 
中加多动症共享合作模式机制 李斐 

2018.10 厦门 
中华医学会第二

十三次全国儿科

学术大会 
遗尿症的阶梯式治疗 马骏 

2018.12 奥地利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nderstanding the 
Double Burden of 
Malnutrition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孕前期、孕期及婴儿生命早期营

养情况以及婴幼儿喂养及母乳喂

养情况 

欧阳凤

秀 

2018.06 法国 
The Healthy Life 
Trajectories 
Initiative (HeLTI) 

HeLTI 干预队列数据库的数据管

理 
欧阳凤

秀 

2018.08 南非 

Applying Nuclear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Link 
Between Early 
Life Nutrition and 
Later Childhood 
Health 

婴幼儿人体测量、成人的人体测

量、体成分评估 
欧阳凤

秀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2018 年 10 月，重点实验室制作了 10 分钟的教育部-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

重点实验室宣传片，对实验室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全面介绍，并制

成优盘 2000 只，进行分发传播，一方面宣传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扩大

实验室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千天计划”的宣传视频每天在产科门诊滚动播出，普及出生缺陷、环境对

母婴的健康影响，人群覆盖万余人次。制作千天计划宣传折页在孕期妇女中发放，

千天计划宣传易拉宝若干，摆放于产科门诊及儿童随访中心，宣传覆盖万余人次。 

2018 年与新华医院品牌拓展部合作，中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项目

的“科普影视内容开发和推广”，主题为“生命 1000 天的呼唤”，目标为结合“千天

计划”，精选 5 个主题制作科普宣传短视频，分别为：环境与儿童健康、出生缺

陷及发育不良结局、肠道菌群与儿童健康、儿童生长肥胖、孕期精神压力与健康。

目前已完成文本撰写、视频分镜头脚本制作，视频制作完成后将在澎湃新闻主频

道开设专栏视频推介、在腾讯医学科普平台播放。 

2018 年“千天计划”与“上海优生儿童队列”两大出生队列分别启动了微信公

众号，在公众号内，不定期推送母婴健康相关的专题科普文，由专科医生供稿，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传达简单易懂的健康知识。 

2018 年“千天计划”与“上海优生儿童队列”两大出生队列，共举办 3 场科普讲

座与 1 场专家义诊，分别为“母亲节”专题讲座（分娩及产褥期保健、婴儿抚触）、

“儿童节”专题讲座（儿童情绪情感教育、儿童科学喂养指导）与义诊、“儿童保

健”主题讲座（坚持母乳喂养、微量元素检测分析）。讲座还拍摄了视频、制作了

文案，发布于微信公众号上，供未能前来现场的人群在家收看。活动反响热烈，

覆盖人群余千人，充分发挥了两个队列的科普效应，并为随访工作奠定了重要的

群众基础。 

随着人才培养和引进，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设备的完善，实验室的研究特色

日益凸显，近年来承担了多项重大、重点课题，实验室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及影

响力不断提高，对学校、医院的科学研究发展起到了带动及促进的作用。实验室

在大型人群出生队列研究，理化环境、社会环境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等一系列



 

 

开拓性研究中取得的成绩推动了我国环境与儿童健康领域的研究水平。实验室依

托学科，围绕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求，搭建科学普及和传播工作平台。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曾溢滔 男 教授 79 上海交通大学 否 

2 陶芳标 男 教授 58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否 

3 毛萌 女 教授 62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否 

4 赵正言 男 教授 65 浙江大学 否 

5 陈荣华 男 教授 78 南京医科大学 否 

6 邬堂春 男 教授 53 华中科技大学 否 

7 张雁云 男 教授 6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否 

8 周志俊 男 教授 54 复旦大学 否 

9 阚海东 男 教授 44 复旦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2018 年 9 月 1 日，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在

在新华医院科教大楼召开。出席会议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有上海交通大学曾溢滔院

士，南京医科大学陈荣华教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毛萌教授，浙江大学赵

正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邬堂春教授，安徽医科大学陶芳标教授，复旦大学阚海

东教授和周志俊教授，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张雁云研究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生命早期健康研究院院长黄荷凤院士，我院郑忠民副院长，环境与

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军教授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曾溢滔院士主持。郑忠民副院长代表医院致欢迎辞，

感谢各位委员对实验室工作的长期支持与帮助。介绍了今年重点实验室的三项重

大举措，首先是以重点实验室为基础，建立了生命早期健康研究院，并诚邀黄荷

凤院士为生命早期健康研究院首任院长。其次是在院外租借 6000M2 的科研园区



 

 

作为生命早期健康研究院的场地，整体布局已经完成，10 月份进行内部装修，

半年后科研搬迁入驻。最后是人员规模由原来的 22 人扩大到 55 人，并通过了院

党政联席会议的审批。 

随后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军做实验室年度工作报告，从实验室基本情况、主要

研究工作进展、学术交流与开放合作、中长期工作设想等方面做了详细汇报。实

验室的研究工作聚焦于理化和社会环境对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发生的影响，以疾

病谱的变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实验室本着临床医学与预防

医学相结合、流行病学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理念开展和

推进科学研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包括理化环境因素对生命早期生长

发育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对儿童发育行为问题影响等。在流行病学调查、出生

队列研究、胎儿及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干预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实验室

田英、江帆、颜崇淮等教授分别代表课题组汇报了上海优生儿童队列、社会环境

与儿童健康、重金属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及防治的系列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

成果。 

与会委员认真听取了实验室的年度工作汇报和科研人员代表的工作报告，对

实验室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 

学术委员会认为，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聚焦于环境因素对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

发生的影响，以疾病谱的变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实验室本

着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相结合、流行病学与机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多学科

交叉的理念开展和推进科学研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包括环境因素对

生殖健康及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环境因素对儿童发育行为问题影响等。在前瞻

性出生队列研究、儿童生长、神经行为发育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及卫生政策转化

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实验室重视队伍建设，科研团队总体实力较强，学

科带头人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对实验室今后的建设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推进出生队列研究工作，优

化临床资源，搭建数据平台；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围绕重大疾病开展集中研究，

扩大实验室在国内外儿童健康领域的影响力，争取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实

验室队伍建设，改善和优化专业技术人员结构；以转化医学的理念指导科学研究，

实现临床与基础的一体化，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 



 

 

实验室主任张军教授代表实验室向委员们表示感谢，并表示实验室会聚焦环

境与儿童健康的研究，保持已有特色优势方向的发展，也将注重研究方向的凝练，

全力推进实验室发展。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重点实验室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人事和财务由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托管，学

校和医院给予重点实验室独立的建制和专项经费支持。本年度实验室运行状况良

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多个科研平台逐步完善，基地规模不断扩大，为实验室

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对完善实验室制度建设、促进科研发

展，提升实验室创新能力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院领导非常重视重点实验室建设

管理工作，在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上给予相应匹配，并统筹协调医院的相关部门，

从行政组织、后勤保障和条件支撑等各方面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重点实验室建

设项目顺利实施。科研管理人员与重点实验室密切联系，主动协助解决实验室工

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位于新华医院科教大楼 10 楼及 11 楼，总面积超过 3200 平方米，拥

有 ICP-MS、LC-MS/MS、HPLC 等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 2000 万元。 

本年度购置仪器设备包括（1）斑马鱼养殖系统 1 套、（2）样本库超低温冰

箱 4 台，均已投入使用，运行情况良好。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