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专项研修生招生简章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院）是

全国首批（2001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中唯一的精神科基地。2007 年被

批准为全国精神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连续 11 年全国专科声誉排行榜首位，牵

头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卫生部唯一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涵盖最齐全而且最

强实力的各亚专业学科的科研型教学医院。我院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中国

科学院院士 1人，长江学者 1人，国家杰青获得者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名。临床设有老年、儿童、物质依赖、临床心理、睡眠、社区康复、临床药理

等多个亚专业门类，许多专家在精神科各亚专业领域具有丰硕成就，是专项研修

的宝贵教学资源。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始终秉承“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以循证医

学为基础，以求实创新为动力，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最优质的临床服务。教学培

训方面，始终坚持着开放、民主、尊重、包容的传统，素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溯

本求源的精神气质。为适应精神医学教育和培训的形势发展，我院自 2009 年起

招收三级学科（亚专业）专项研修生。 

一、基本条件 

1、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精神病学及相关专业临床工作 3 年

以上（部分项目要求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 

2、有亚专业发展的目标和准备。能使用 Windows office 办公软件、借助字

典能阅读一般的英文文献。 

3、熟练使用电脑及外语能力突出者，或带着相关课题来研修者，优先录取。 

4、身体健康。 

二、招生程序 

凡符合以上条件者，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报名： 

1、直接和指导老师联系。通过引荐或自荐的方式，由指导老师面试符合招

收要求并获准录取后，由指导老师向我院教育处推荐备案。 

2、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向我院教育处（bdlyjyc@126.com）递交单位盖章的报



名表扫描件（在我院网站下载（http://www.pkuh6.cn/），教育处安排有关指导老

师进行面试符合招收条件，并获准录取后，在我院教育处推荐备案。 

3、接到我院教育处的录取通知后，按要求准备相关文件（如盖章、签字等）。 

4、全年报名，每季度招收一期，招生通知长期有效。 

三、学习安排和管理 

1、研修生在教育处报到，签署研修培养协议后，即可开始研修。 

2、研修生的学习内容和考核方式，由指导老师和研修生商定，并由指导老

师全权负责实施。研修生跟随指导老师做课题、出门诊、查房，以及完成指导老

师分派的其他学习任务。教育处负责监督和检查。 

3、延长学习期限需与指导老师商定后报教育处备案。延长期占用名额。 

4、研修生可以免费旁听我院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4、研修生可参加我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5、结业时经指导教师考核合格，报教育处审核，获得结业证书。 

6、其他相关事宜详见研修培养协议。 

四、生活安排和管理 

1、食宿自理。我院没有宿舍和食堂。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个人安全自负责任。  

3、遵守国家及医院的防疫要求。 

五、收费 

收费标准 1000 元/月。  

六、招生项目表 

专业方向 导师姓名 研修项目 联系电话 学习时间 招生人数 

睡眠医学 陆林 睡眠医学 010-62723704 6-12 个月 2 人 

孙洪强 睡眠及相关障碍的临床诊治

与研究 

010-82805960 6-12 个月 2 人 

孙伟 睡眠障碍  3-12 个月 4-6 人 

儿童精神

医学 

刘靖 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临床

诊疗技能培训 

010-82805969 3-12 个月 3 人 

刘靖 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临床

研究技能培训 

010-82805969 3-12 个月 3 人 

http://www.pkuh6.cn/


贾美香 门诊常见儿童精神障碍的诊

治及处理 

010-82801905 3-6 个月 2 人 

贾美香 儿童孤独症的早期识别，评估

诊断及康复措施 

010-82801905 3-6 个月 2 人 

王力芳 儿童孤独症临床特征与遗传

研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2-3 人 

王力芳 儿童孤独症易感基因遗传研

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2-3 人 

郭延庆 应用行为分析   3-12 个月 2-3 人 

郭延庆 儿童精神病学   3-12 个月 2-3 人 

杨莉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药物非药

物治疗与复杂 ADHD 

010-62350880 6-12 个月 1 人 

杨莉 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障碍的

评估、诊治与研究 

010-62350880 6-12 个月 1 人 

曹庆久 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非自杀

性自伤及自杀尝试的影响因

素及神经机制研究 

010-61955434 6-12 个月 2 

曹庆久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患病的

影响因素及神经机制研究 

010-61955434 6-12 个月 2 

钱英 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临床技

能与研究 

010-82801654 6 个月 4 人 

刘璐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分子遗

传学、影像遗传学研究 

010-62070258 3-12 个月 1 人 

刘璐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失调

的系统性研究 

010-62070258 3-12 个月 1 人 

李雪 儿童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010- 61955431 3-6 个月 2 人 

李雪 儿童孤独症的诊断与治疗 010- 61955431 3-6 个月 2 人 

非药物治

疗和危机

干预 

黄悦勤 老年期痴呆非药物治疗 010-82802836 3-12 个月 1 人 

马弘 创伤心理干预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孔庆梅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010-62723851 3-6 个月 1 人 

李雪霓 辩证行为治疗的临床应用 010-61955474 4-6 个月 2 人 

董问天 音乐治疗 17896082180 3-6 个月 2 人 

孙黎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基于全面

认知功能评估的移动化靶向

干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010-62350880 6-12 个月 1 人 

黄薛冰 针对焦虑抑郁障碍、强迫障

碍、躯体形式障碍、睡眠障碍、

其他心身疾病及物质依赖的

标准化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及

010-61955484 6-12 个月 2-3 人 



正念治疗；标准化个案心理治

疗； 

黄薛冰 AI 医疗应用研究 010-61955484 6-12 个月 2-3 人 

宋煜青 情绪障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相障

碍 

010-82806164 3-6 个月 5 人 

刘肇瑞 老年期痴呆非药物治疗 010-82801962 3-12 个月 1 人 

刘肇瑞 精神卫生领域经济学评价 010-82801962 3-12 个月 1 人 

公共精神

卫生 

马宁 精神卫生政策与服务研究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精神疾病

的管理和

康复 

姚贵忠 精神疾病社会心理康复 010-82088261 3-6 个月 2 人 

程嘉 精神康复 010-82088261 3-6 个月 1 人 

马宁 精神疾病康复模式研究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梁英 精神分裂症专家门诊处理 010-82801955 6 个月 1 人 

管丽丽 青少年高危人群早期识别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精神疾病

基础与临

床研究技

能 

岳伟华 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计与

实施 

010-82805307 6-12 个月 2 人 

马弘 精神障碍高危人群筛查与评

估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刘琦 精神药品临床试验方法和操

作 

010-61955454 6-12 个月 2 人 

石川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神经认

知功能研究 

010-82806157 3-6 个月 1 人 

石川 量表工具研发 010-82806157 3-6 个月 1 人 

钱英 成人综合治疗（心理治疗+药

物治疗+数字化治疗）临床技

能与研究 

010-82801654 6 个月 4 人 

梁英 精神分裂症临床评估与研究 010-82801955 6 个月 1 人 

管丽丽 双相障碍临床高危评估 010-82802834 6-12 个月 2 人 

精神科大

数据分析 

董问天 人工智能  17896082180 3-6 个月 2 人 

吕晓珍 研究设计、数据挖掘与论文撰

写 

010-62723705 6-12 个月 1 人 

精神科临

床技能及

督导 

闫俊 强迫症 010-61955450 6 个月 2 人 

闫俊 重性疾病的诊治 010-61955450 6 个月 2 人 



李雪霓 进食障碍的诊疗研究 010-61955474 4-6 个月 2 人 

孔庆梅 青少年抑郁症的诊治 010-62723851 3-6 个月 1 人 

刘琦 重性精神障碍的管理 010-61955454 6-12 个月 2 人 

蒲城城 精神障碍的早期识别和预防 010-61955462 6 个月 1-2 人 

蒲城城 难治性精神障碍 010-61955462 6 个月 1-2 人 

精神药理

学和药物

治疗学 

张鸿燕 临床精神药理学 010-82806163 6 个月 1 人 

张鸿燕 药物临床试验管理和实施 010-82806163 6 个月 1 人 

司天梅 临床精神药理学 010-62352880 6-12 个月 1 人 

老年精神

医学 

于欣 早期精神病的识别与干预 010-82801999 3-6 个月 1-2 人 

于欣 老年期精神障碍的识别与干

预 

010-82801999 3-6 个月 1-2 人 

王华丽 老年认知障碍认知与精神行

为特征及生物学标记物研究 

010-82802837 6-12 个月 4-6 人 

王华丽 老年认知障碍全程管理模式

研究 

010-82802837 6-12 个月 4-6 人 

孙新宇 老年精神障碍的诊疗思路及

实践提高 

 

 3-12 个月 1-2 人 

孙新宇 老年期精神心理障碍正念疗

法临床应用及研究 

 3-12 个月 1-2 人 

李涛 常见老年期认知障碍的早期

识别 

 6 个月 1 人 

李涛 老年期抑郁的规范化诊疗  6 个月 1 人 

吕晓珍 认知障碍的社区防治 010-62723705 6-12 个月 1 人 

情感精神

障碍研究

与实践 

马燕桃 双相障碍BD临床干预的大数

据分析 

  6-12 个月 3-4 人 

马燕桃 双相障碍 BD 光照研究   6-12 个月 3-4 人 

情感障碍

研究及实

践 

司天梅 情感障碍的规范化诊疗、情感

障碍相关临床研究设计 

010-62352880 6-12 个月 2 人 

苏允爱 情感障碍疾病的临床研究设

计 

010-62723767 3-12 个月 1 人 

苏允爱 抑郁症的生物标记物研究 010-62723767 3-12 个月 1 人 

社会精神

病学 

黄悦勤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 

 

010-82802836 3-12 个月 1 人 

生物精神

病学 

岳伟华 生物精神病学 010-82805307 3-12 个月 2 人 

李俊 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神经发

育相关基因功能研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1-2 人 



李俊 精神疾病相关行为的脑区环

路和分子机制研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1-2 人 

睡眠障碍 王雪芹 抑郁睡眠障碍 010-82077885 3-12 个月 1-2 人 

物质依赖 孙洪强 物质依赖及相关障碍的临床

诊疗及研究 

010-82805960 6-12 个月 2 人 

心身医学 陆林 心身医学 010-62723704 6-12 个月 2 人 

医学伦理

学 

王雪芹 精神伦理学 010-82077885 3-12 个月 1-2 人 

精神影像 阎浩 神疾病影像学研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1 人 

阎浩 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的影像遗传预测指标研究 

010-82805307 3-6 个月 1 人 

 



七、研修导师及内容介绍 

姓名 研修项目 研修内容和教学计划 团队或资源 

陆林 睡眠医学  

 

 

 

1. 参与精神病学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 

2. 参加睡眠门诊、病房查房等临床学习； 

3. 学习睡眠监测和分图技术； 

4. 纳入研究室科研培养系统，定期举办临

床和科研组会； 

5. 参加研究室睡眠医学和精神医学相关科

研项目和实验；  

6. 指导独立完成实验课题设计和学术论文

撰写。 

团队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临床医生和多

名科研人员组成，可开展精神心理疾病和

睡眠障碍的教学科研和临床诊疗工作以及

睡眠监测技术的培训。同时，还围绕精神

心理疾病及睡眠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发

病机制和干预策略开展了大量研究，先后

承担科技部 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

研课题，在 Science、JAMA Psychiatry、Am 

J Psychiatry、Biol Psychiatry 等 SCI 期刊上发

表论文 200 余篇。 

陆林 心身医学 

黄悦勤 精神障碍流

行病学 

1.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设计 

2. 科研资料分析方法 

3. 学术论文撰写 

4. 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的

管理 

团队：社会室教授 1 人，副研究员 1 人、

助理研究员 2 人 

资源：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

国精神障碍队列研究”，经费充足，全国合

作单位逾 40 家。 

黄悦勤 老年期痴呆

非药物治疗 

张鸿燕 临床精神药

理学 

结合药物临床试验项目了解项目管理和实

施，方案设计、伦理审查、项目实施、项目

管理。主要针对机构办人员和项目研究者 

系统学习临床药理学，结合试验开展相关基

础研究 

每年新开展项目 5 项左右 

团队有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多名 

张鸿燕 药物临床试

验管理和实

施 

于欣 早期精神病

的识别与干

预 

参加临床研究室的组会，文献学习和讨论，

参加相关临床评估工具的培训，学习电生理

及 MRI 影像学数据初步分析处理的相关软

件，学习初步的临床统计方法的运用 

临床研究室开设了临床研究培训课程，相

关老师可以提供神经生理与影像学数据分

析的基本培训，研究团队可以提供常用神

经认知测评工具培训。 于欣 老年期精神

障碍的识别

与干预 

司天梅 临床精神药

理学 

掌握如何查阅及学习中英文文献； 

学习情感障碍临床研究设计、实施、分析和

总结的理论知识； 

学习情感障碍常用评估工具、方案及病例收

集表格制定、情感障碍病理及药理的理论知

识； 

参与“北大六院抑郁专病”门诊、临床研究

及专病大讲堂的相关工作； 

完成 1-2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著的分析、写作

和投稿； 

学习和尝试英文论著的书写。 

北大六院药理室团队学习，该团队已经具

有 10 余年的情感障碍疾病研究经验，已

培养国内访问学者和研修生 20 余名。 

司天梅 情感障碍的

规范化诊疗、

情感障碍相

关临床研究

设计 

刘靖 

 

儿童少年精

神心理障碍

1、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临床诊疗相关理论

知识学习 

1、优秀的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临床服务

队伍（病房及门诊） 



临床诊疗技

能培训 

2、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临床诊疗临床实践

和督导 

3、临床科研相关理论知识学习及实践指导 

指导下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并撰写文章 1-2

篇 

2、具有丰富经验的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

临床科研队伍 

刘靖 儿童少年精

神心理障碍

临床研究技

能培训 

马弘 精神障碍高

危人群筛查

与评估 

1、参与相关领域培训和学术活动，掌握学科

进展、理论知识； 

2、参与相关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干预项

目的设计、实施、分析和总结；  

3、掌握评估工具和干预方法，参与诊疗服务

工作，提升临床业务水平； 

4、结合自身研修目标开展研究工作，完成 1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著的分析、写作和投稿；

支持英文论著撰写。 

1、依托我院门诊、病房在相关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临床服务队伍； 

2、带教方式为教师组团队指导，依托 CAFF

花园公益项目、公共卫生事业部、临床研

究室的多学科临床科研平台和课题资源。 

马弘 创伤心理干

预 

贾美香 门诊常见儿

童精神障碍

的诊治及处

理 

1. 熟悉了解掌握门诊常见的儿童精神障碍

的诊治及处理。 

2.学习儿童孤独症的早期识别，评估诊断及

康复技术。 

3.参与部分孤独症培训基地的科研。 

4.了解孤独症康复训练的基本方法。 

北大六院儿童门诊和北京孤独症康复协会

相关资源 

贾美香 儿童孤独症

的早期识别，

评估诊断及

康复措施 

姚贵忠 精神疾病社

会心理康复 

康复多学科团队管理，医院社区一体化，个

案管理，团体治疗，同伴支持，健康教育。 

1、 学习各类精神疾病临床诊疗技术 

2、 作为个案管理员，学习和实施精神疾病

个案管理 

3、 参与康复多学科团队的管理和查房 

4、 团体治疗的设计与实施 

5、 参与康复团队的课题申请与实施 

北大六院康复中心是由医生、护士、社工、

康复师、心理师、志愿者组成的多学科团

队，科室成立 10 余年，为住院、门诊和

社区患者提供全方位康复服务，为精神康

复示范基地，曾荣获“精神分裂症回归社

会奖” 

孔庆梅 青少年抑郁

症的诊治 

1．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诊断要点、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要点。完成一篇综

述和初步的科研设计。研修时间为 6 个月的，

完成科研设计和初步的数据收集。 

2． 掌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规范，撰写一篇

综述。 

1. 临床方面，本人所管理的病房收治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已形成较完善的个体-

家庭、药物-心理综合的治疗范式。科研方

面，本人所在抑郁症诊疗团队有丰富的科

研经验。 

2. 我院是国内较早开展无抽搐电休克治

疗的医院，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参与编写

国内电休克治疗规范。本人曾担任我院无

抽搐电休克治疗室主任，曾接受多次短期

和中期的专业人员来我院培训。 

孔庆梅 无抽搐电休

克治疗 

岳伟华 生物精神病

学 

有关精神疾病的遗传学、影像遗传学研究理

论和分析技术等，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计

方案的实施培训。 

团队有教授/研究员 2 名、副研究员 2 名、

助理研究员 1 名、技术员 1 名，在生物精

神病学方向有着反复的研究经验和研究病岳伟华 精神疾病的



临床研究设

计与实施 

例资源，导师本人及团队骨干曾在 Nat 

Genet, Mol Psychiatry, Lancet Psychiatry, 

PNAS 等国际有影响力杂志发表代表性论

著，足以保障带教需求。 

孙洪强 睡眠及相关

障碍的临床

诊疗及研究 

1、常见睡眠障碍及物质依赖的诊断与治疗 

2、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及结果判读 

3、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CBT-I） 

4、呼吸机的使用 

5、睡眠-觉醒障碍及物质依赖的临床研究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由睡眠障

碍病房、睡眠障碍专业门诊及睡眠检查室

三部分组成。睡眠医学中心现有多台多导

睡眠监测仪，每天可为多名患者提供多导

睡眠检查。睡眠医学中心主要是针对各类

常见的睡眠障碍，如失眠障碍、精神障碍

伴发失眠、嗜睡、发作性睡病、睡眠呼吸

暂停、昼夜节律异常、不宁腿综合征、快

速眼球运动睡眠期行为异常以及镇静催眠

药依赖等进行综合检查和全方位治疗。睡

眠医学中心现有医生 7 人，护理人员 7 人，

技师 3 人，其中博士 9 人。定期进行组内

会议和睡眠障碍及物质依赖相关的培训，

并参与睡眠障碍和物质依赖相关科研项

目。 

孙洪强 物质依赖及

相关障碍的

临床诊疗及

研究 

王华丽 老年认知障

碍认知与精

神行为特征

及生物学标

记物研究 

1、老年认知障碍全程管理与规范化评估与诊

疗培训 

2、BPSD 识别与管理培训 

3、临床研究设计培训 

4、指导开展神经认知与影像学数据分析及论

文撰写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研究室及 AD 中心

是国内较早开设记忆门诊的单位之一，已

建立临床认知与影像学数据库。目前团队

由于欣和王华丽两位教授领衔，拥有神经

影像学、脑电生理学、临床流行病学与生

物统计学以及神经认知评估专业人员数

名，承担国家科技部慢病重点研发项目 2

项、北京市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 1 项、北京市科委重点课题 2

项、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重点课题 1 项

以及国际国内合作课题多项，可为访问学

者提供系统临床技能辅导与科研技能培

训。 

王华丽 老年认知障

碍全程管理

模式研究 

闫俊 强迫症 1. 学习强迫症详细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包

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等 

2. 急性重症病房的病种学习，比如重性疾病

的诊治，药物，病房管理等 

3. 学习初步的心理治疗，沟通技巧，应急处

理 

综合一科病房是北大六院重性病房，床位

52 张，收治强迫症和重性精神疾病，青少

年情绪障碍为特色 

闫俊医生主持强迫症北大六院公众号，QQ

群，心理工作坊等 

闫俊 重性疾病的

诊治 

李雪霓 进食障碍的

诊疗研究 

 

进食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包括住院和门诊的

综合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和

家庭治疗。 

 

进食障碍诊疗团队：病房主任李雪霓带领

的医疗护理团队，主要成员杨磊，程章，

陈超，闫婧，耿淑霞，薛明华，宋培华，

宋文婷等。 

李雪霓 辩证行为治

疗的临床应

辩证行为治疗在病房用于有情绪失调问题的

患者，包括情绪管理技能团体和个体治疗，

辩证行为治疗团队：病房主任李雪霓带领

的医生和咨询师团队 



用 在门诊的多家庭团体和家长教练等。 参编《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主译《与

进食障碍分手》，《告别情绪性进食的 DBT

方法》《停止暴食的 CBT-E 方法》《神经性

厌食治疗手册-基于家庭的疗法》 

常年接受红十字会进食障碍救助项目资

助，开展进食障碍照料者培训、志愿者培

训、神经性贪食团体以及心理治疗干预督

导。 

孙黎 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基于

全面认知功

能评估的移

动化靶向干

预技术的开

发与应用 

ADHD 认知训练的原理和具体操作， 

学习相关课题设计及辅导撰写中文论文一篇 

儿童研究室 

程嘉 精神康复 精神疾病患者个案管理、团体治疗、健康教

育、职业康复。 

多学科团队工作，提供门诊、住院、社区

服务 

马燕桃 双相障碍 BD

临床干预的

大数据分析 

1、学习 BD 的情绪管理技术； 

2、学习 BD 神经心理评估技术； 

3、学习 BD 光照治疗技术； 

4、合作完成 BD 北京市科委项目数据分析； 

5、合作完成 BD 国自然影像学数据分析； 

北大六院双相团队多年来服务于双相障碍

患者和家属，业已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首，

高中级职称医生为主，集医教研于一体的

专业平台，在全国同行业中发挥先进和引

领作用。 

团队目前在研省部级课题两项（包含重大、

自主创新项目），在研基础研究项目两项，

在研国自然合作项目一项。团队在情感障

碍的大样本多中心队列研究、影像学研究、

光照治疗的基础及 RCT 研究方面有着丰富

的管理经验及高质量的数据积累。 

马燕桃 双相障碍 BD

光照研究 

孙新宇 老年精神障

碍的诊疗思

路及实践提

高 

1. 基础提升：深化老年精神医学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 

2. 实践提高：梳理和提升老年期常见精神

障碍诊疗思路，处理策略； 

3. 研究探索：结合专业特点和学员个人兴

趣学习及探索科研课题设计和实施。 

担任老年科主任，可以参与北大六院老年

科病房常规临床查房、教学和科研工作，

门诊见习和院内外相关教学活动，参加导

师团队课题工作。 

孙新宇 老年期精神

心理障碍正

念疗法临床

应用及研究 

董问天 人工智能  1.通过处理近红外成脑功能成像和脑电数

据，基本了解常用机器学习的分析方法。2.

目前正在开始音乐治疗研究，通过采集脑电

信号，根据 alpha 波偏侧化，与原音乐数据

进行叠加，转化为音频文件。让患者聆听。 

和国内几家人工智能处理领先公司合作处

理 fNIRS 数据，和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脑电

数据分析合作。目前有现成数据可以用来

分析讨论。 

董问天 音乐治疗 

刘琦 重性精神障

碍的管理 

通过在重性精神科病房的临床工作，可以全

面掌握急性重性精神障碍的诊治思路和全病

程管理。精神科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

综合一科核心团队 

药品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成员 

刘琦 精神药品临



床试验方法

和操作 

总结进行学习和实际参与，提高临床研究能

力 

王力芳 儿童孤独症

临床特征与

遗传研究 

1. 儿童孤独症临床诊断实践及家长训练指

导 

2. 学习掌握孤独症规范化临床评估，参与

临床队列收集 

3. 学习遗传统计软件,掌握遗传数据质控、

预处理和数据分析 

4. 学习临床科研思维，撰写研究性论文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资源丰富，拥有国

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

本课题组成员具有丰富的孤独症临床诊断

经验，熟悉遗传位点检测、遗传统计学方

法 

王力芳 儿童孤独症

易感基因遗

传研究 

郭延庆 应用行为分

析 

1、熟悉应用行为分析基本原理 

2、熟悉常用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教育干预技术 

3、掌握孤独症的诊断与诊断评估 

4、熟悉常见儿童精神障碍的识别与一般处理 

5、熟悉一般心理咨询与支持技术 

可以在整个儿童精神病学组进行观摩、互

动、交流。可以在儿童病房进行见习或实

习。 郭延庆 儿童精神病

学 

黄薛冰 针对焦虑抑

郁障碍、强迫

障碍、躯体形

式障碍、睡眠

障碍、其他心

身疾病及物

质依赖的标

准化团体认

知行为治疗

及正念治疗；

标准化个案

心理治疗； 

1. 针对焦虑抑郁等神经症性障碍及心身疾

病，接受心理治疗的理论培训及实操督导，

初步掌握三种临床心理治疗标准化技术——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个案整合治疗和正念治

疗； 

2. 参与团队 AI 医疗应用研究； 

3. 参与在研项目，学习临床科研全流程，

培养科研思维及研究能力，导师充分个体化

指导下为今后专业发展方向打下前期基础。 

六院临床心理科（病房，特色病种：焦虑

抑郁障碍/酒依赖，55 张床位）及临床心

理中心（门诊）作为研修的临床科研基地，

参加焦虑抑郁障碍/临床心理治疗研究组。

可参加六院全院及北医部分讲座课程、病

例讨论，查房及门诊跟诊学习等。  

黄薛冰 AI 医疗应用

研究 

杨莉 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药物

非药物治疗

与复杂 ADHD 

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常见儿童青少年精

神障碍的临床诊疗 

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常见儿童青少年精

神障碍的心理评估 

3. 儿童青少年精神药物治疗与药理学研究 

4.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心理行为干预方法 

5. 研究论文撰写 

依托北大六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在门诊病

房、心理中心、科学研究方面的全方位的

优质教学资源。 

杨莉 儿童青少年

常见精神障

碍的评估、诊

治与研究 

石川 精神分裂症

和抑郁症神

经认知功能

研究 

系统掌握神经认知评估工具，如何利用神经

认知工具进行科研设计及机制探讨。学习如

何编制及修订量表。 

有神经认知培训团队，有心理测查室检测

平台，有课题组科研学术团队支持 

石川 量表工具研

发 

苏允爱 情感障碍疾

病的临床研

1. 学习情感障碍疾病的临床研究设计，包括

CRF 表制作、常用的临床症状评估量表和神

在北大六院药理室司天梅教授的团队下学

习，该团队已经具有 10 余年的情感障碍



究设计 经认知功能评估工具使用、生物样本的采集

和保存、数据库的整理和数据统计分析、研

究质量控制 

2. 利用临床研究的多维度数据和生物学检

测结果，研究抑郁症疾病诊断和药物疗效预

测相关的生物标记物 

3. 在北大六院的“抑郁症专病门诊”学习疾

病的诊疗知识 

疾病研究经验，已培养国内访问学者和研

修生 10 余名。 苏允爱 抑郁症的生

物标记物研

究 

宋煜青 情绪障碍的

临床和基础

研究，包括抑

郁症，焦虑

症，双相障碍 

情绪障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包括抑郁症，

焦虑症，双相障碍 

临床工作：门诊，联络会诊 

基础研究：有情绪障碍的实验室资料 

李涛 常见老年期

认知障碍的

早期识别 

老年期常见认知障碍的早期识别、规范化诊

断治疗及全病程管理、常用认知测查工具的

规范化应用 

老年病房及门诊丰富的患者资源及记忆障

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丰富的研究资源 

李涛 老年期抑郁

的规范化诊

疗 

学习老年期抑郁的临床特征、规范化管理 

刘肇瑞 老年期痴呆

非药物治疗 

1. 老年期痴呆认知促进治疗的理论和实践

操作 

2. 卫生经济学方法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应用

和实施策略 

3. 研究计划书撰写和论文写作指导 

4. 科研项目管理 

团队：社会室教授 1 人，副研究员 1 人、

助理研究员 2 人 

资源：首发基金、国家临床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多个项目科研基金 

刘肇瑞 精神卫生领

域经济学评

价 

曹庆久 儿童青少年

抑郁障碍非

自杀性自伤

及自杀尝试

的影响因素

及神经机制

研究 

1、跟随导师参与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门诊及

病房工作； 

2、接受系统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理论知识的

学习； 

3、接受诊断工具 K-SADS-PL DSM-5 的培训； 

4、参与科研数据的收集、分析及论文撰写。 

依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

心，基于儿童病房的科研及临床团队，具

有较好的科研及临床平台，有丰富的科研

及临床经验。 

曹庆久 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共患

病的影响因

素及神经机

制研究 

马宁 精神卫生政

策与服务研

究 

 

1. 学习公共精神卫生理念和项目管理 

2. 学习康复服务理念和技能 

3. 参与社区康复服务研究，学习科研文献

查阅和资料分析等，指导下撰写论文或综述 

4. 参与精神卫生政策和服务研究，学习为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参考 

部门承担国家精神卫生相关项目的日常管

理和推进，承担多个不同国家部委委托的

政策课题，开展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研究，

有良好的学习现场和资源，部门有医学、

公共卫生、流行病学方面的博士和硕士，

带教能力强。 

马宁 精神疾病康

复模式研究 

钱英 儿童青少年 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临床技能与研究  1、 北大六院临床心理中心 



心理治疗临

床技能与研

究  

（1） 门诊跟诊观摩学习儿童青少年情绪

障碍、ADHD、进食障碍等儿童青少年常见问

题的门诊处理及评估，其中非药物治疗含系

统式家庭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 

（2） 系统式 ADHD 执行技能团体训练观

摩、实操及督导 

（3） 参与学习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及

ADHD 非药物治疗相关研究项目（系统式执

行技能团体训练等） 

2、 北大六院临床心理科 

3、 北大六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 

4、 北京海淀医学会精神心理专委会 

5、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 

钱英 成人综合治

疗（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

数字化治疗）

临床技能与

研究 

2、 成人综合治疗（心理治疗+药物治疗+数

字化治疗）临床技能与研究 

（1） 门诊跟诊观摩学习实践成人各类精

神障碍系统式评估、干预和督导，其中非药

物治疗含系统式家庭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伴侣治疗等 

（2） 临床心理科病房观摩学习实践成人

各类精神障碍综合评估、干预和督导（药物

治疗，认知行为团体治疗，正念减压团体治

疗等） 

（3） 参与学习成人数字化治疗相关临床

和研究项目（虚拟现实治疗等） 

（4） 参与学习、实操伴侣治疗相关临床

和研究项目 

梁英 精神分裂症

临床评估与

研究 

1.研修生在综合二科病房对住院精神分裂症

患者进行临床评估，导师对研修生进行定期

查房督导，使研修生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临床评估、诊断及治疗得到提升。 

2.精神分裂症患者门诊评估：研修生定期跟

导师出门诊，学习在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临床评估及处理。 

导师目前在综合二科任职副主任医师，带

教住院医师团队进行住院患者的收治工

作，临床资源丰富。定期带领研究生团队

开科研组会，比较善于将临床资源转化为

临床科研。 

梁英 精神分裂症

专家门诊处

理 

管丽丽 青少年高危

人群早期识

别 

1、参与相关领域培训和学术活动，掌握学科

进展、理论知识； 

2、参与相关科普宣教与项目实践活动，基于

实践拓展研究思路； 

3、掌握评估工具，参与诊疗服务工作，提升

临床业务水平； 

4、结合自身研修目标开展研究工作，完成 1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著的分析、写作和投稿；

支持英文论著撰写。 

1、由资深专家、临床和科研经验丰富的骨

干医生组成教师组，提供团队指导； 

2、依托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资源和 CAFF

花园公益项目、公共卫生事业部、临床研

究室的多学科临床科研平台。 

管丽丽 双相障碍临

床高危评估 

孙伟 睡眠障碍 常见睡眠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 

多导睡眠监测 

睡眠医学方向科研设计 

睡眠医学中心由睡眠医学科病房、睡眠障

碍专业门诊、睡眠功能检查室三部分组成，

有医师团队、护理团队、技师团队及科研

团队的老师共同带教。 

王雪芹 精神伦理学 1. 伦理办公室伦理审查受理 伦理委员会 



王雪芹 抑郁睡眠障

碍 

2. 伦理审查、精神伦理学研究 

3. 抑郁、睡眠障碍的门诊治疗 

4. 抑郁、睡眠障碍的科学研究 

伦理学会 

睡眠医学科 

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科研合作团队 

    

刘璐 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的分

子遗传学、影

像遗传学研

究 

1、参与临床研究数据采集，全面、深入了解

研究相关的每个环节，包括研究设计、方案

制定、课题实施、质量控制、数据整理及分

析、论文撰写等；注重研究思路的培养； 

2、基于已收集的数据，在指导下完成数据分

析和研究论文的撰写； 

3、若自带数据，可指导完成数据的分析和挖

掘、学术论文的撰写等。 

团队拥有成熟的临床样本收集流程，建立

了长期、稳定、发展的生物样本库，可结

合研究热点和研究兴趣选择研修课题；导

师热衷科研，精力充沛，详细简历见六院

官网，参与指导的研究生多名获得国家奖

学金、ADHD 国际大会优秀青年科学家奖

等。 

刘璐 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情绪

失调的系统

性研究 

李俊 孤独症和精

神分裂症神

经发育相关

基因功能研

究 

基于前期遗传关联和外显子测序研究证据，

确定精神疾病易感基因并构建基因修饰动物

模型，系统评价其行为学特征；观察基因突

变对神经发育关键事件的影响及其分子信号

通路，明确其神经发育缺陷表型；评价发育

缺陷对突触形成、信号传递及脑局部微环路

建立的影响；利用遗传学、药理学等手段对

敲除小鼠异常行为进行挽救。从动物行为、

脑部形态、神经元功能、神经环路连接及分

子机制等多层次水平探索易感基因在孤独症

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发病中的作用。 

依托于卫生部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具备

活跃的研究氛围与较为优越的研究硬件设

备，拥有动物行为学评定平台、全细胞膜

片钳神经电生理记录平台、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成像平台、光遗传、多通道电生理记

录、细胞培养系统等设备。研究室由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组成，在细胞培养、小鼠

动物行为学评定、原位杂交、免疫荧光染

色、子宫内电穿孔、神经电生理记录、光

遗传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 

李俊 精神疾病相

关行为的脑

区环路和分

子机制研究 

阎浩 神疾病影像

学研究 

 

精神疾病神经影像学研究相关的研究设计，

数据评估、采集流程，基本数据分析流程和

方法。 

依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影像中心和生物精

神病学研究室，影像中心配备  GE 

Discovery MR 750 以 及  Siemens 

Magnetom Prisma 3.0T 磁共振扫描仪，配

备完善的光电刺激系统、成人 用磁共振安

全眼镜可用于磁共振任务态数据采集，方

便门诊和住院患者参与科研项目的磁共振

成像扫描。所在课题组开展生物精神病学

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时间，在精神疾病的神

经影像、分子遗传、基因和蛋白质结构和

功能等研究领域有稳定的研究人员配备、

成熟的技术和设备配置。 

阎浩 精神分裂症

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的影

像遗传预测

指标研究 

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急性期治疗观察和

中长期功能预后随访的队列研究的规范化流

程。 

李雪 儿童精神疾

病的诊断与

治疗 

1、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门诊和病房临床诊

疗相关理论知识学习 

2、儿童少年精神心理障碍门诊和病房临床诊

疗临床实践和督导 

3、儿童行为管理、临床沟通技巧的学习和实

践 

4、应用行为分析用于儿童精神科病房治疗和

管理的学习和实践 

依托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院儿童心理卫

生中心，集儿童门诊、病房和科研为一体。

导师兼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应用行为分

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中

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和治疗

专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

协会理事等职务。学习期间可以儿童心理

李雪 儿童孤独症

的诊断与治

疗 



卫生中心门诊和病房，组进行观摩、互动、

交流。 

蒲城城 精神障碍的

早期识别和

预防 

结合研修目的进行文献复习和综述写作，总

结研修期间的临床案例，参与北大六院运动

障碍门诊疑难病例讨论及其他学术活动 

参与刘粹主任负责的综合二科临床工作，

王华丽教授负责的临床研究室科研学习，

以及于欣教授负责的运动障碍门诊 

蒲城城 难治性精神

障碍 

吕晓珍 认知障碍的

社区防治 

1. 为学员基于社区开展认知障碍的防治工

作提供专业指导和现场实践机会，为学员带

动所在地认知障碍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支

持。 

2. 为学员申报与开展科研项目、挖掘既有

数据及撰写学术论文提供指导与支持。 

临床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于欣教授和王华

丽教授为国内老年精神卫生领域的领军人

物，所承担的多项国家级项目与国内 20

余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可为学员

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临床

研究室所负责的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

为全国认知障碍的培训基地，可为学员老

年精神卫生方面临床诊疗技能的提高提供

保障。 

吕晓珍 研究设计、

数据挖掘与

论文撰写 

 

七、咨询途径 

1、联系人：刘翰林    

   联系电话：010-62723743     电子邮箱：bdlyjyc@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51 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育处  100191 

2、我院网址：http://www.pkuh6.cn/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育处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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