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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意识和心智本质、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用自

然科学的手段、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学科。多学科交叉和多层
次整合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全球化、信息化、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
快，灾害频发，催生了许多心理行为问题或心理疾患，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和作用
日益凸显。心理学为提高国民心理素质与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
发展不断提供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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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学研究人类精神世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意识和心智本质、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也是一门用自然科学的手
段、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学科。自 1879 年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德国莱比
锡大学诞生，经过 130 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成为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有自身明确的概念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内容和技术手段也已经涵盖了从微
观到宏观的各个层次。如今几乎每所国际知名大学都有心理学系（院），欧美发达国家有众
多的国立心理学研究机构。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是国际科学理事会的 30 个联合会会员之一，
每年在全球出版超过 2300 份学术和专业期刊。迄今已有五位科学家因为从事与心理学有关的
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心理学研究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战略两个方面都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大脑，而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大脑如何实现
各种复杂认知功能、产生意识和智力，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2005 年《科学》
期刊提出了人类在 21 世纪亟待解决的 125 个基本科学问题，意识的起源及其物质基础高居第
二位[1]。对意识和心智本质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也推动了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相关
技术手段的发展。当前心理学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 5 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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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明显。越来越多从事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基因组学、生
物化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数学、逻辑学的研究人员加盟到对心理现象和机制的
研究中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具有多源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2) 多层次整合研究发展迅猛。几乎所有的心理学问题，都有人试图在分子、基因、生
理生化、脑功能定位、神经网络、行为、计算模型等不同层次进行探索。这不仅拓展和深化
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3) 心-身关系的研究厚积薄发。人们普遍意识到心理因素在各种心身疾患的发生及治疗
和干预中的重要作用，国民身心健康促进和新医学正向“生物-心理-社会-工程”多水平整合
模式转化，并开始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跨文化心理研究方兴未艾。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认知加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已经
得到全世界心理学界的公认，随着不同区域间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更加明显，涌现出许多跨文化心理学问题，心理学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不断加强。
(5) 学科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全球化、信息化、老龄化和城市化等世情、国情的深刻
变化，催生了许多心理行为问题或心理疾患，国家、政府和民众都开始期盼心理学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心理学科的地位不断提升。
心理学的发展动力来源于社会需求，即解决国家、民族和人类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种
现实问题。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又使得心理学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造福人民。我国经济快速
发展、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工作学习压力增加和精神活动方式的变化，对人类个
体认知、情感、意志、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可能导致情绪应激、心境障碍、
、青少年犯罪、
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增加[2]。情绪障碍、认知障碍、吸毒、自杀（未遂）
从众、社会偏见等心理疾患与行为问题，未富先老问题，灾害导致的心理创伤和引发的非理
性群体社会事件，不仅带来巨大的医疗和社会成本，更对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产生
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我国心理学研究在注重解
决重大基础心理学问题的同时，也在为解决由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疾患和行为问题提供理论
基础，把基础心理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方法和技术。
作为国家级心理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心理所以探索人类心智奥秘、提高国民心理素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使命，主要研究心理和行为规律及其环境与生物学基础，在提高国民心
理素质与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
为心理学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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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学在“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
肩负“创新 2020”的责任和使命，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抓住机遇、接受挑战，始
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有机统一，围绕“建设普惠健康保障体系”
和“建设服务国家宏观决策的科技支持系统”的战略任务，以心理健康为学科重点，前瞻性
部署灾害与创伤心理研究和网络与虚拟行为研究，并加强在早期教育与创新、自我维护与发
展、早期诊断与干预、社会预警与决策等前沿领域的原始科学创新，开展更加深入、系统、
定向的综合交叉研究，打造心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图 1）
，在引导儿童的教育实践、提升国
民的创新能力、促进全民的身心健康、防治神经精神性疾病、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优化人
工智能技术、增强国防科技实力等方面做出重大创新性贡献，开创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新局面。

图 1 心理学领域“十二五”科技布局

2.1 探索人类心智奥秘
揭示意识和心智的本质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最大挑战。近年来，精巧的心理学
实验设计结合脑成像技术引发了意识研究的新热潮，直指许多重大科学问题：意识如何测量？
婴儿何时有意识？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及神经机制是怎样的？意识如何在主体与客体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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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此类研究试图揭示意识和心智的本质，阐明在心理和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
会、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3]。
人类认识世界从感知觉开始，视觉、听觉、触（痛）觉和嗅觉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感知觉
输入。感知觉功能异常可导致各种严重的感知觉障碍，而对感知觉过程的良好调节不仅有益
于保持身心健康，也可显著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研究人类强大的感知觉信
息处理功能，其成果不仅可以促进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而且对智能信息科学、
医学、教育学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类的心智成长和退化也是研究的热点，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脑的发育变化与儿童知觉、
运动、情感、语言、认知能力的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感知觉的精细化遵循怎样的过程？语
言学习为何有关键期？知识是如何组织的？遗传与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或驱动认知能力的发
展？社会需要为学习提供哪些条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早期教育和创造力，特殊儿童（超常、
低常、残疾、流动、留守儿童等）的心理状况，发展背景与文化差异的相关性，以促进教育
计划，改进教育环境；研究内容还包括认知老化问题，老年人的认知、社会性、心理健康状
况等，以提高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养老服务提供科学
依据。
2.2 提高国民心理素质
人口素质不仅会影响国家当前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心理素质是指表
现在国民身上经常的、相对稳定的、整体的心理特征，是人口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备良好心理素质的人，更可能具有现代适应意识、积极的自我发展观念、人际关系和谐意识
和社会和谐发展观念，以社会认可的行为，保持与外部的协调发展。WHO 明确指出：“心理健
康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有充分了解，能够正确应对生活压力，有效率、效果地工作，为社会
做出贡献。
” [4]我国现代和未来健康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将不仅关注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同
时重视心理健康促进，以及自我维护、发展与完善的心理服务方案[5]，实现身、心、社会健康
的和谐统一。
脑结构异常和脑功能失常所导致的心理和行为障碍已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们既要预防和治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孤独症、创伤性应激障碍等精神疾患，
更要重视与解决广大人群中存在的“心理疾患”或精神疾患的前驱期的问题（如过度的紧张
与焦虑等）
，以建设普惠健康保障体系为契机，从基因、脑、认知、行为、环境、计算模型等
多个层面建立“生物-心理-社会-工程”的心理健康促进的综合系统，全面揭示与心理疾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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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相关的各种因素，建立用于监测的在体分子标记和心理、行为学检查方法的整合技
术，实现心理疾患和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并通过药物或非药物手段对心理疾患和精神疾病
实施早期干预和治疗，促进高危人群的健康，降低我国人群的心理疾患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为维护心理健康和有效防控心理疾患与精神疾病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2.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心理学一方面探讨心理现象产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探索内隐心理机制和外显
行为表现与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和群体行为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解决
[6]

的关键是人的行为。美国提出“行为的 10 年”计划旨在推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以应
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改善教育，控制药物滥用，促进健康和健康看护水平，保障家庭、
社会、重大危险源工业系统的安全，解决对政府机构的讥讽、犯罪和高风险行为以及人口老
龄化等问题。
社会心理学强调人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识对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性；实验社会心理学通
过测量行为反应探讨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社会认知和行
为，人的社会现象和互动过程，社会情感经验的心理和神经基础；发展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
究正常和异常社会认知情况下的模仿、冲动、新异探究、冒险、自我和社会意识、情绪调控、
道德推理和实施功能；社会心理预警研究关注建设社会态度和集群行为的基础数据采集平
台，开展与应对危机相关的舆情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研究集群行为的特点、决策行为的机制、
恶性群体事件早期预警系统以及事后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建；工程心理学探讨人—机—环境系
统中人的行为，参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建立和谐、高效、安全的人机环境。这些学科交叉融
合，同时瞄准多个行为（行为“捆绑”）
，研究人类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和人机环境中加工相关
信息，探索其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以提高行为的效率，增强公民的幸福感、生活质量和身
心健康，促进学习、工作以及社会参与，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3 打造心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
打造心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创造心理学的科学价值和应用效益，是推进科技创新、推
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以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集成共享的科
技支撑平台、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体系、和谐奋进的创新文化理念为保障，加强科学产出，
促进成果转化，努力打造心理学完整创新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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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保障条件建设，促进科学产出
(1) 要加强队伍建设。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心理科学的人力资源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
每百万人中约有 82 位心理学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每百万人中只有 3 至 4 位心理学家[7]。我
国应大力加强心理学人才队伍建设，扩大研究机构规模，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2) 要加强技术和信息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心理与行为研究实验平台，形成综合技术
支撑平台，建设心理学综合数据库，打造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新的文献情报综合服务系统，
建设专业领域知识应用环境。
(3)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心理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引领性地研究心理健康的核
心机制与影响因素，探索维护和促进国民心理健康的关键技术，取得重要原创性科学发现。
3.2 明确部署系统集成研究，大力推进心理学应用
(1) 要基于心理学丰富的科研成果、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建设中文
心理学专业网络信息应用及服务平台。
(2) 要充分挖掘心理学现有科研成果转化潜力，研发和推广系列心理学产品；发挥学科
优势，关注社会热点，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在心理健康、儿童发展、素质教育等领域，利用
心理学研究成果积极开展相关社会公益项目。
(3) 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心理学知识传播和普及的方式和方法，建设传播手段丰富、受
惠范围广、专业技术水平高的心理学科学传播平台，设计并开发以体验和互动为核心的全新
的心理健康知识传播展示技术。
3.3 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为价值链“保驾护航”
(1) 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明确部门职能、编制、岗位职责，为心理学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力保障。
(2) 要建立分类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完善与创新价值链相适应的人才使用机制。可根
据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于世界科技前沿和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三类科研工作进行人力
资源配置，并进一步深化用人制度改革，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促进人才队伍的有序流动。
(3)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分类评价激励机制。可基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产品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建立分类的薪酬体系和奖励机制，以调动各类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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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学发展愿景
世界科学史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人们基本
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工业、商业和农业发展步入持续和较快增长的时候，当国家的经济条件
能够对心理学研究给予更多投入的时候，社会就会对心理学有更大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在
我国完成“十一五”建设、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们生活明显改善、
逐渐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更是凸显出来。过去五年里，党和国家在两份最重要
的纲领性文件中已明确指出心理学的重要性。当今中国心理学已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必将
迎来大的发展，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十二五”期间，心理学的发展目标是，探索个体成长规律与早期教育和创新能力的
关系，构建网络化社会的心理与行为模型，创建早期识别与干预的整合性方案，建立群体行
为监测与预警系统，服务国家应急心理预案，不断地逼近提高人类智力及人工智能水平、提
高人口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心理和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终极目标（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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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心理学学科领域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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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Complet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of Psychology, Promoting Human Health and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Fu Xiaol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CAS 100101 Beijing)

Psychology is the science of researching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mind, rules of mental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and it is the kernel discipline of studying the spirit world of mankind by adopting the means,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crossing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levels a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ging, and urbanization has been speeded, and natural disasters are frequently occurring, thus
accelerating the occurring of many mental and behavioral issues or mental diseases, so that the discipline position and
role of psychology ar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Psychology continually provides new knowledge, new theories,
and new methods for enhancing mental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and promoting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ultimate aim is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benefit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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