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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个人介绍文字 

  张晨，男，39岁，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正高级职称）。现任职于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神经网络和神经疾病实验室”实验室主任，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中美共建麦戈文脑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生

物物理学会理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痴呆诊治转化医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显微光学成像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在

元》等。从 1999年攻读研究生期间开始参加科学研究工作，迄今共发表 30篇科学论文（所

有发表论文总影响因子为 258.25，SCI引用次数超过 600次，申请人的 h index为 12。曾

受邀在多个国际会议作会议发言，包括美国神经科学年会（2009，2010）、第十六届国际嗜

铬细胞大会、2012国际突触传递及可塑性学术研讨会、亚太第十一届双边神经化学年会及

日本神经化学第 55届年会等；作为会议主席主持多项国际、国内会议，包括国际阿尔茨海

默病协会第 15届亚太区会议、第一届国际暨第十三次中国生物物理学术大会神经环路分会

等。作为会评专家受邀参加国家基金委-美国国立卫生院海外合作重点项目、人力资源部留

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项目评审等。 

教育经历 

2008 - 2009 , 博士后 , 神经科学 ,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 2008 , 博士后 , 神经科学 ,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达拉斯） 

1998 - 2003 , 理学博士 , 神经生物学 , 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 

1994 - 1998 , 理学学士 , 生物学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作经历 



2010 - 至今 , 研究员 Principal Investigator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09 - 2010 , 助理研究员 Assistant Investigator ,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荣誉奖励 

通化东宝生命科学奖，2015      

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2015      

北京大学第七届实验技术成果奖，2013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 2012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2012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2011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 2005 

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 , 2005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 2004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 , 2002 

学术任职 

中美共建麦戈文脑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理事 

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痴呆诊治转化医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书籍编撰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synaptic cell adhesion molecules.（2016）iConcept 

Press 

科研领域描述 

  本实验室研究老年痴呆症和自闭症等病理情况下大脑神经突触连接、突触后受体、神经

网络的动态变化。突触的连接（包括突触的形成，成熟和退化）不论在大脑发育的早期，还

是成年时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过程。本实验室运用分子/生化，遗传学，电生理和光遗传

学的手段在神经环路层面研究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神经网络的变化，从而为老年痴呆症和自闭

症的治疗提供神经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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