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推荐奖种：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中国心身相关障碍诊断/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及其发病机制研究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心身相关障碍是指心理社会因素密切参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种疾病，

占疾病总数的 1/2-1/3，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但“心身”概念在国内

外医学疾病史中没有明确定义及分类，在我国 1982 年首次在《中华医学会精

神病分类》中将 “心身疾病”作为最后一类精神性疾病纳入诊断。直到 2017

年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提出中国特色的心身相关障碍的分类体系，将心身

相关障碍分为五类。2019 年进一步修定为 9 大类分类系统，详细制定各类心身

相关障碍诊断标准。对卒中后抑郁障碍进行分类诊断和特异性评估量表进行研

制。引进中文版健康焦虑量表，并在健康人及慢性疾病（包括风湿系统、内分

泌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中进行信效度检验。通

过遗传学、蛋白学和功能磁共振等方法对常见心身相关障碍（主要针对卒中后

抑郁障碍、哮喘和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进行探讨，编纂中英文版卒中后抑郁障

碍诊疗指南，使心身相关障碍诊疗有章可循，为心身医学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中进行发

言交流，被多个国际学术机构或组织引进并推广，在全国多家医院进行技术推

广和临床转化。因此，该项目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本单位对推荐书内容及全

部附件材料进行审查，全部内容及材料属实，予以推荐。 

5. 项目简介： 

心身相关障碍是指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转归和预防

过程中密切相关的一大类疾病，占疾病总数的 1/2-1/3，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负担。但 “心身”概念在医学疾病史中没有明确定义及分类，1967 年恩格

尔（Eagle GL）首次将“心身障碍”进行分类。1982 年，我国首次在《中华医

学会精神病分类》中将 “心身疾病”作为最后一类精神性疾病纳入诊断，随后

的几十年心身障碍一直依附于精神障碍，直到 2017 年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

会提出中国特色的心身相关障碍的分类体系，将心身相关障碍分为 5 类， 2019 

年进一步修定为 9 大类，并详细制定各类心身相关障碍诊断标准，使心身相关



障碍有证可循，亦为了解其疾病负担、制定防治策略、探索心身相关障碍发病

机制提供前提。 

 心身相关障碍的诊断具有主观性，可变性，医师的判断只是定性诊断。如

何定量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在完善疾病分类和诊断的基础上，研制心身相关障

碍的评估量表势在必行，通过量表评估一方面有助于早期识别患者，减少漏诊；

另一方面可客观定量反应疾病严重程度，有利于准确判断。这些均为制定合理

诊疗计划，最大程度实现优化治疗提供保障。 

 明确心身相关障碍分类和诊断后，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至关重要。

心身相关障碍作为心理社会生物学因素共同参与的复杂疾病，本项目重点关注 

三种常见心身相关障碍（卒中后抑郁障碍、哮喘和抑郁症），从临床实际出发，

应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神经影像学等技术，尤其是多模态功能磁共振技术，

寻找心身相关障碍不同模态的特征性脑影像改变，客观动态反应心身相关障碍

发展进程，力争寻找心身相关障碍的科学性、可靠性外周生物标记物及无创功

能影像学标记物，并逐渐推广应用，在多家中心进一步验证其可行性、有效性，

为实现心身相关障碍的精准诊治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6. 知识产权证明目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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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的贡

献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袁勇贵 第 1 
主 任

医师 
科主任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15 和 19 
的通讯作者。作为本项目的主要
负责人，参与该项目的整体设
计、研究进展管理、相关研究人
员培训、论文修改等内容。 

吴爱勤 第 2 
主 任

医师 
- 

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6 的第一
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 17 的通
讯作者，论文 2， 3， 6， 7
中作者之一。作为本项目的主要
负责人，参与该项目的整体设
计、质控管理、论文修改等内容。 

李玲 第 3 
主 任

医师 

院长助理

/科主任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8 的通讯作
者。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负责设计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的研究。 

岳莹莹 第 4 
住 院

医师 
-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2、6、7、12
的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在
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卒中后抑郁
评估量表，分类和诊断标准制
定、辅助指南编写，卒中后抑郁
和抑郁症病因机制探讨等工作。 

张钰群 第 5 讲师 -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4、5、 
13-15 的第一作者。在本项目中
主要参与哮喘患者的相关脑机
制研究，健康焦虑量表的引进及
应用等工作。 

王桥 第 6 教授 - 东南大学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2 的共同通
讯作者。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卒
中后抑郁评估量表的研制工作。 

尹营营 第 7 
住 院

医师 
-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8-11 的第一
作者。在本项目中主要从影像学
层面揭示了抑郁症的重要临床
表型 PMR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支朦朦 第 8 

在读 

博士 

研究 

生 

- 东南大学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8 的第一作
者。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甲亢患
者情绪认知障碍的神经机制研
究研究工作。 

梁金凤 第 9 
住 院

医师 
- 东南大学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3 的第一作
者。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卒中后
抑郁的遗传学研究工作。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单位名称 排名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 
第 1 

本单位为袁勇贵教授等相关人员临床工作及科学研究提

供相关政策及平台支持。东南大学为国家“双一流”建设

高校，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在学校及医院的

领导和扶持下，喜获 2018 年度中国医院/中国医学院校

科技量值第 10 名。东南大学出台一些列促进科研稳定健

康发展的政策文件，并长期以来有效贯彻落实，保证本院

研究人员良好的科研环境。医院各平台均对研究人员开

放，为各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第 2 

本单位为吴爱勤教授等相关人员临床工作及科学研究提

供相关政策及平台支持。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

“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

府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创

建于 1985 年，是具有临床、教学、科研、预防等多项完

备资质的精神心理卫生中心，在国内三级甲等医院中较早

成立，在江苏省是首家，并且是国内最早成为精神医学硕

士点的单位之一。与此同时，苏州大学出台一些列促进科

研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并长期以来有效贯彻落实，

保证本院研究人员良好的科研环境。医院各平台均对研究

人员开放，为各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东南大学 第 3 

本单位为王桥教授等相关人员工作及科学研究提供相关

政策及平台支持。包括实验场所、实验设备、研究人员、

配套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并帮助院内外多学科、

合作单位间的协调合作。对卒中后抑郁、哮喘等的相关研

究工作有显著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