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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二、研 究 背 景

 三、数 据 库 合 作

 四、团 队近期工作

 五、发展思路与潜力

 一、大数据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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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1 大数据时代（技术进步，社会发展）

得数据得天下；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克服信息不对称

大数据应该具备特征：

第一，不是随机样本，而是所有数据，

要求数据要更多。

第二，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要求数据更杂。

第三，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要求数据要更好。

谷歌、微软、亚马逊、IBM、苹果、
facebook、twitter、VISA等大数据平台

通过庞大的网络信息数据逐步实现着
个性化预测，引领着未来私人定制的
商业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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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1 大数据时代（技术进步，社会发展）

科学通报：大数据专刊（傅小兰老师）

1. 基于网络数据分析的心理计算：针对心理健康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李昂, 郝碧波, 白朔天, 朱廷劭）

2.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收集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的应用（申学易，买晓

琴，刘超）

3. 神经影像大数据与心脑关联: 方法学框架与应用（杨志，左西年）

4. 重度抑郁症多脑区基因表达谱分析”（熊清，邱江等）

5. 基于个体差异的大样本脑影像数据在心理学研究

中的应用”（位东涛，邱江）

不同团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大数据对于心理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

• 甚至通过分析校园一卡通的消费记录 也可以很好地预测高危
人群（孤独，抑郁）

有效地利用和挖掘各种“大数据”，可以为心理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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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2 大数据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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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2 大数据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大数据对心理学（精神疾病）研究的启示

• 第一, 无法很容易、快速地搜集到全体数据, 改用样本来通过统计方式代替全体;  样

本-总体 （尽可能获得更大的数据样本）

• 第二, 无法经济地获取个体历史数据, 建立在概率统计基础上的结论能够发现普遍规

律但无法用之于个体; 个性-规律 （尽可能采集个体的历史数据）

• 第三, 无法很好在现实生活中观察的现象, 实验方法必须在实验室中创设各种非真实

情境; 情境-实验 （尽可能获得个体生活中的真实数据）

• 第四, 心理过程和行为的量化缺乏统一标准, 心理学构念必须由研究者根据其个体经

验将之转化为可以操作化的概念并代之以测量;数据-行为（尽可能让数据直接

说话）

喻丰等., 科学通报(中文版), 2015



1.3 传统心理学研究：基于心理学假设驱动

杨志, & 左西年. (2015). 神经影像大数据与心脑关联: 方法学框架与应用.科学通报, 11, 003.



1.3大数据时代：从神经影像模式差异到心理评估

杨志, & 左西年. (2015). 神经影像大数据与心脑关联: 方法学框架与应用.科学通报, 1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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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美国：HCP: 1,200 healthy adults, with primary data acquisition at three institutions

• The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HCP) is tackling a key aspect of 

this challenge by elucidating the neural pathways that underlie brain 

function and behavior.

‘Positive-Negative’ axis Revealed by HCP
多行为变量-大脑功能连接

Neuron, 2016 Nature neuroscience, 2015 Nature neuroscie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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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整合多种行为数据与脑影像建立心脑关联模式
‘Positive-Negative’ axis Revealed by HCP（NIH)

Smith, S. M., Nichols, T. E., Vidaurre, D., Winkler, A. M., Behrens, T. E., Glasser, M. F., ... & Miller, K. L. (2015). A positive-
negative mode of population covariation links brain connectivity, demographics and behavior. Nature 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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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通过静息态脑功能连接模式（脑网络组图谱264）对个体进行识别预测
Functional connectome fingerprinting （脑指纹）: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using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Finn, E. S., Shen, X., Scheinost, D., Rosenberg, M.
D., Huang, J., Chun, M. M., ... & Constable, R. T.
(2015). Functional connectome fingerprinting: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using patterns of brain
connectivity. Nature 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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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英国：UK Biobank
• UK Biobank aims to improve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 

wide range of serious and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 including cancer, heart 

diseases, stroke, diabetes, arthritis, osteoporosis, eye disorders, depression

and forms of dementia. Follow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500,000 

volunteer  participants

Cell, 2016.

Nature, 2016.

The Lancet, 2016.

Nature Neuroscienc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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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IMAGEN
- a European research project on risk taking 
behaviour in teenagers

http://fcon_1000.projects.nitrc.org/indi/retro/southwestuni_qiu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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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1.4 国际上多模态大数据库的建立

综合多模态数据（包括基因-脑-环境-行为）构建行为预测模型

启 发 ： Big Data Identify Future Adolescent Alcohol Misusers

（14岁数据预测16岁后酒精滥用）

Whelan, R., Watts, R., Orr, C. A., Althoff, R. R., Artiges, E., Banaschewski, 
T., ... & IMAGEN Consortium. (2014). Neuropsychosocial profiles of current 
and future adolescent alcohol misusers. Nature, 512(7513), 18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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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二、研 究 背 景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四、团队近期工作

 五、发展思路与潜力

 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快速的社会变化有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的普遍增加。与世界上许多国

家一样，中国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导致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

的障碍和相关问题。

2019年发表在Lancet Psychiatry的研究

显示：中国抑郁症(MDD)12个月患病

率男性为1.7%，女性为2.5%；焦虑障

碍男性为4.8%，女性为5.2%。

科研人员的压力估计翻倍！

16Huang et al., lancet Psychiatry, 2019

二、研究背景
2.1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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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焦虑情绪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工作、
生活、金钱上的压力，也影响着个人的健康
及生活质量！

成都49中跳楼事件

二、研究背景
2.1 研究意义



18Patel et al., lancet, 2018

抑郁与焦虑症的出现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个领域都希望搞
清楚其发生的机制机理，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

二、研究背景
2.1 研究意义



Genes、Neurotransmitte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 Changes
& predispositions

Depression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19Hasler et al.,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1

抑郁、焦虑等疾病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包括基因、递质、
脑结构功能，环境，应激事件等！

二、研究背景
2.2 多组学多模态多层次（多学科问题）



Gene

Gut microbiome

Brain

Behavior

GGBBP 
小组

大五人格测量MDD

20

二、研究背景

大量研究尝试从基因、代谢，肠道微生物、脑、行为等多组学的角度
进行研究，更好的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

2.2 多组学多模态多层次（不同研究视角）



• 2021年1月，科技部公开征求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重大项目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意见，为我国脑科学

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吹响了号角

一体两翼：

- 认识脑（脑认知原理）

- 保护脑（大脑疾病）

- 模拟脑（类脑科学）

中
国
脑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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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中国脑计划开展，为深入揭示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病理机
制提供了新契机！

2.3 研究契机-中国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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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2.3 研究契机-中国脑计划重大选题（2020）

脑认知原理解析，脑疾病，脑智发育，类脑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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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二、研 究 背 景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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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11年）采集个体的环境-脑-行为等多种指标
，探讨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建立基于多变量
的情绪障碍预测模型，做到早识别，早干预！

3.1 数据库总体目标



行为指标（50-80个，5次，每次1-2小时）

•基本信息
- 身高、体重

- 利手

- 智商

- 人格

• 创造性

- 发散思维

- 远距离联想

- 创造成就

- 创造性想象

•精神健康
- 抑郁情绪

- 焦虑

- 压力

- 孤独感

•认知
- Stroop范式

-工作记忆

-信号停止任务

-转换能力

•环境
-社会经济地位

-生活事件

-家庭环境

-社会支持

• 其他

- 自尊

- 幸福感

- 自我效能感

- 酒精与烟草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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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2 数据库采集指标



Diffusion MRIT1-weighted ImageResting-state fMRI

样本情况（4千人次）：儿童青少年，大学生，成年人，抑郁症，精
神分裂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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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2 数据库采集指标
脑及生理指标（半小时）



建立了国内首个基于毕生发展的环境-脑-行为数据库

规模
已采集5-80岁样本3000
余人的环境-脑-行数
据。投入经费500余万

元。

毕生发展数据库的搭建流程

第2990号样本

认知测试

行为问卷

环境变量

人格测查

情绪测查

人际交往

环
境

大
脑

行
为

多
模
态
数
据
储
存
分
析
系
统

样本

数
据
采

集

揭示青少年环境、大脑与行为的内在关系

揭示青少年的大脑发育特征 环境

描述解释预测青少年心智发展特征

目
标



数据库的国内国际共享

薛贵左西年 冯建峰 贺永

Michael AndersonRoger Beaty Clas Linnman Ryota Kanai

数据库影响和媒体转载

2010年美国人脑连接组计划

2016年英国生物银行对样本进行脑影像扫描

国际大样本的多模态数据库进展

我国首个毕生发展的环境-脑-行为数
据库
年龄跨度

大
行为指标

全
模态指标多

样本类型
广

数据受到可重复性研究倡导者，斯坦
福大学神经可重复性研究中心的主任
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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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3 大学生多模态脑影像数据库（11-21年）

环境-脑（多模态）-行为数据（GBB）

• >5000人，单一站点
• 持续追踪各指标（微信群，已经工作5-6年）
• 年龄18到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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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3 大学生多模态脑影像数据库的开放共享

西南大学生纵向脑影像多模态数据库 (SLIM) (已公开共享)

这两个数据库（scientific data)受到可重复性研究倡导者，斯坦福大学神经
可重复性研究中心主任Chris Gorgolewski的高度赞扬。此外，该数据样本也

被多位国际知名研究者使用，推进了认知与情感发展，相关成果发表在
JAMA neurology和Nature neuroscience上。

毕生发展大脑多模态影像数据库(SALD) (已公开共享)

• n = 494

• age range = 19-80



中老年人数据库(包括二级教授，失独老人等）

•年龄35-75岁

• >300人

•脑影像

•认知功能

•精神与身体健康量表

•持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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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4 老年人数据库



• 从小学至中学, 每个年级20个被试

• 6-17 岁

• 三年内完成三次扫描( 2014-2017)

32

儿童青少年(With Prof. Xi-Nian Zuo)

中国彩巢计划(CCNP)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5 儿童青少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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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With Prof. Xi-Nian Zuo)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5 儿童青少年数据库

以1岁为时间间隔，绘制儿童和青少年标
准化的大脑模板和相应的生长图谱

Dong et al., Science Bulletin, 2020

开发在线资源网站，根据年龄模型，量化
个体的大脑结构差异

Bethlehem et al., Nature, Submission



儿童 (With Prof. Shaozheng Qin) 

• 150 个被试（6-12岁）

• 唾液标本（皮质醇，一天采集5次）

• 任务态MRI＆静息态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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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6 儿童数据库

Tian et al., Biological Psychiatry,2021



抑郁症患者(with Prof. Peng Xie)

• 抑郁症患者>400+150人（重医-西大）

• 临床及脑影像数据

• 主要关注儿童和青少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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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 抑郁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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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旦合作开发了基于全脑体素水平的大脑功能连接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

影像数据 体素水平 功能连接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1 基于抑郁症数据库的合作成果



37Cheng et al., Brain, 2016

该方法被应用于揭示抑郁症患者的脑连接异常模式，发现外侧眶额皮层
与自我相关的脑区的连接增强，而内侧眶额皮层与记忆相关的脑区的连
接减弱。该研究首次精准定位了抑郁症异常的功能脑区，有助于更深入
地了解抑郁症的病理机制。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1 基于抑郁症数据库的合作成果



38Li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1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2 基于抑郁症数据库的合作成果

利用抑郁症的大脑结构数据，以及ALLEN脑基因表达图谱，揭示抑郁相关
大脑结构异常模式的遗传基础！



REST-meta-MDD参与单位及数据构成（1千人左右）

39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3 基于抑郁症数据库的合作成果



40Yan et al., PNAS, 2019

抑郁症患者默认网络内
部功能连接强度降低。
进一步研究发现，仅当
比较复发抑郁症患者与
健康对照者时才发现这
一显著的结果。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7.3 基于抑郁症数据库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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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科
最
活
跃
的
学
者
及
其
关
系
网

对最近2.5年发表的1万篇文章进行大数据分析！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3.8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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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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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近期工作（数据库把疫情危机转机遇）

在新冠疫情期间，普通大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压力，这放大了焦虑、知觉压
力等负性情绪体验的个体差异。相比于传统的实验室操作，这场全球健康危机带来
的“实验设计”更具生态效度，这有助于揭示负性情绪（如焦虑、知觉压力）的神
经基础，建立基于大脑功能连接的情感障碍预测识别模型。

4.1 脑功能连接对疫情焦虑、知觉压力的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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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静息态功能连接对疫情下焦虑的预测

基线（2019.9 - 2019.12）：MRI采集、焦虑分数
第一次疫情问卷调查（2020.2.22 - 2020.2.28, 严重期）N = 589
第二次疫情问卷调查（2020.4.24 - 2020.5.1, 缓解期）N = 486

新冠疫情严重期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疫情
前的基线状态，随着疫情好转，缓解期的
焦虑水平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显著提升。

He et al., Am J Psychiatry, in press (IF=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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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学习的预测框架，利用疫情前的
静息态功能连接在训练集上构建预测疫情
焦虑和日常焦虑的回归模型，应用到测试
集获得测试集的焦虑分数。发现功能连接
可显著预测疫情焦虑，但无法预测日常焦
虑分数。

4.1.1 静息态功能连接对疫情下焦虑的预测

He et al., Am J Psychiatry, in press (IF=18.5)

何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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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预测疫情严重期焦虑的功能连接和疫情
缓解期焦虑也有显著相关，还可泛化到另一
个疫情焦虑的独立样本。

这些脑功能连接能有效区分广泛性焦虑症和
健康控制组 (AUC=0.72)，但对抑郁症
(AUC=0.53) 和精神分裂症 (AUC=0.59)不敏
感。

4.1.1 静息态功能连接对疫情下焦虑的预测

He et al., Am J Psychiatry, in press (IF=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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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同样放大了个体感
知到的压力水平，与余荣军
教授合作揭示疫情前的静
息态功能连接对疫情下的
知觉压力也有显著的预测
效果。

上述两项研究在疫情应激
背景下，加深了对负性情
绪（如焦虑、知觉压力）
的神经机制的理解，为早
期识别诊断情绪障碍高危
个体提供了重要的神经标
记物。

4.1.2 脑功能连接对疫情下知觉压力的预测

Liu et al., Neurobiology of Stress, 2021 (IF= 7.19)

杨文静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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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近期工作

1087 Offspring
1162 Mothers

855 Child not underwent MRI scans at 4.5 years
813 Child not underwent MRI scans at 6 years

342 T1 mapping at 4.5 years
398 T1 mapping at 6 years

Gestation age ≤ 34, Birth weight ≤ 2 kg
5-min APGAR scores ≤ 8
Unusable T1 data/Not complete EPDS questionnaires
Large head motion

358 mother-child dyads
229 T1 mapping at 4.5 years
259 T1 mapping at 6 years

130 children (girls = 73)

Both have two time points

位东涛副教授，基于新加坡的出生大队列数据，初始纳入孕期母亲1162名，子
女1087名，分别在4.5年和6年后完成磁共振采集，质控后两个时间点均完成采集
的被试有130名。结合4 ~ 6岁儿童的母亲孕期抑郁症状、纵向神经影像和行为数
据，探讨母亲产前抑郁症状对儿童大脑发育以及儿童奖赏敏感行为的影响。

4.2 产前抑郁症状与儿童脑发育、奖赏敏感行为的纵向研究
位东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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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近期工作

研究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较高的抑郁症状预示着男孩前额叶皮层、颞上
回和顶叶(SPL)表面积更大，而女孩的情况相反。皮质表面区域提供了一个
连接女孩产前母亲抑郁和对奖励敏感性之间关系的通路。因此，产前母亲
抑郁以性别依赖的方式改变学龄前儿童的皮质形态。

4.2 产前抑郁症状与儿童脑发育、奖赏敏感行为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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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二、研 究 背 景

 三、数据库建立与合作

 四、团队近期工作

 五、发展思路与潜力

 一、大数据与心理学研究



加强心理学、教育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的学科交叉，推进

新兴学科与应用研究的发展，实现情感障碍的早期预警，识

别和干预。

积极参与“中国脑计划”脑智发育等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儿

童青少年情感健康发生机理的研究与应用！

围绕“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等国家需求，开展“接地气”的

应用实践，为国民素质与健全人格提升贡献力量，建立西部

心理健康大数据中心（西部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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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思路与潜力



研究团队网页: 
www.qiuj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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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