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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工作总结

 2017年我会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各专业委员会及

广大会员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科协部署的有关工作，

在学术交流、人才举荐工作、科普工作、继续教育、

会员工作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2017年，中国生理学会及所属分支机构举办各类国
内学术研讨会议13个，2400余人次参加会议，交流
论文1000余篇

序号 会议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1 3月31日-4月2日 广东深圳
中国生理学会疼痛转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第四次学术会议

2 4月21-23日 湖北武汉
第五届全国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

学术论坛

3 6月7-9日 湖南吉首 第二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术会议

4 6月16-18日 江苏南京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

第四届学术年会

5 6月22-25日 湖北武汉
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养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学术会议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序号 会议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6 7月13-15日 辽宁沈阳
中国生理学会内分泌代谢、比较生理与应激生理学

术会议

7 8月22-24日 海南海口
2017第二届中国生理学会全国高校生理学教研室

主任高峰论坛

8 8月25-27日 安徽合肥
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
会议和生殖生物学分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

9 9月22-24日 江西吉安
2017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议暨

“学生体质健康与运动生理学”学术研讨会

10 10月21-22日 江苏无锡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委员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评选及交流会议暨第
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11 11月3-5日 上海 2017神经退行性疾病基础与转化医学研讨会

12 11月18-20日 广东广州 2017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系列品牌会议介绍：

会议名称：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委员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评选及交流会议暨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会议时间：10月21-22日

参会代表：160余人

参会单位：57所高校和

科研院所

摘要数目：98篇

墙报交流：62个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品牌会议介绍：

会议内容：

 本次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前期共收到26个省份涉及13个

领域的论文40篇，经书面评审，有来自12个省份的21位参

评者在会议上进行了口头报告，涉及神经、心血管、肾脏、

代谢、内分泌、疼痛等9个领域；来自12个省份的12位参

评者进行了墙报展示，最终评审出一、二、三等奖及单项

奖共9名。

 本次青年会议共收到65篇投稿，遴选出15个口头报告和

50个墙报展示，最终评审出优秀口头报告奖6名，优秀墙

报奖4名。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部分分支机构会议介绍：

 会议名称：第五届全国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学术论坛

 会议日期：4月21-18—23日

 参会人数：120余人

 参会单位：30多个学校和科研院所

 会议内容：围绕肺感染、气道高反应、支气管哮喘、COPD、肺纤维化、

肺免疫、肺循环及肺血管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基础与

转化医学学术交流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会议名称：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年会暨

低氧因子新理论与临床国际高端论坛

 会议日期：6月16-18日

 参会人数：400余人

 摘要数目：76篇

 报告数目：5个大会报告

34个专题报告

 报告专家：50余位

 会议内容：会议聚焦低氧诱导因子（HIF）新理论与临床展开专题

研讨，同时举行了肾脏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和壁报交流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会议名称：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高峰论坛”

 会议日期：8月22-24日

 参会人数：130余人

 参会单位：24个省市51所高校

 论坛主题：8个

 2个比赛：（1）“泰盟杯”中国生理
学会2017全国生理学微课教学比赛（2）
“泰盟杯”中国生理学会2017全国生理学
教学实验创新设计比赛

 投稿作品：（1）37所高等院校的60个
微课作品（2）28所高等院校的42个作品

 评奖数目：一、二、三等奖及单项奖
获奖者共计52名。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术交流

 会议名称：第二次联合学术年会暨生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
术会议和生殖生物学分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

 会议日期：8月25-27日

 参会人数：600余人

 参会单位：11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

 摘要数目：225篇

 报告数目：15个大会报告，52个分会场报告

 墙报交流：117个



2017年度工作总结——纪念活动
• 会议名称：纪念蔡翘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

• 会议日期：10月21日

• 参会人员：30余位嘉宾及160余位青年学者

• 会议内容：蔡翘先生最后一批研究生代表、中国生理学会第22届

理事长范明教授，家属代表及同事代表进行了纪念报告



2017年度工作总结——纪念活动
• 会议名称：中国生理学会《生理学报》创刊90周年纪念大会

• 会议日期：10月21日

• 参会人员：30余位嘉宾及160余位青年学者

• 会议内容：会议回顾了《生理学报》的发展历程以及介绍了目前

的发展状况。宣布并颁发了“2011-2015年《生理学报》最佳研

究论文奖”及“《生理学报》编委杰出贡献奖”



2017年度工作总结——人才举荐工作

 2017年，中国生理学会进行的人才举荐工作共包
含5项，举荐人数11人

序号 人才举荐项目 被推选人姓名 推选结果

1
推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3人）

马兰（科学院，后转由神经科学会推荐）、
格日力（科学院）、高天明（工程院）

未入选

2 全国创新争先奖（2人）
程和平（北京大学）、周嘉伟（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院）
入选

3
2017-2019年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2人）

何灵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张远
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入选

4
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女科学家（2人）

张研（北京大学）、罗层（第四军医大学） 张妍入选

5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2人）
王婧（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姜长涛（北京大学医学部）
已报送



2017年度工作总结——科普工作

 学会科普工作：

5月20日，中国生理学会参

加在北京龙潭湖公园举办的

“2017年东城科技活动周”，

共向民众发放宣传资料近

300份，科普问答题200余份，

向700余人普及了生理学相

关的知识



2017年度工作总结——科普工作

 中国生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李葆明教授与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郑莉萍教授发起的指导大学生

急救科普志愿者组织南昌大学3S救护

会于2017年在校园和社会举办了共50

余场急救知识与技能宣教活动或培训

班，开设互联网+科普宣传和慕课课

程平台，近万人受益

 南京体育学院孙飙教授举办讲座：29

场、宣讲：10次、撰文刊登：2篇、

编写书：1册，受众百万人

 其他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举办科普讲

座：11次、撰写科普文章1篇，受众

数千余人

 科普工作委员会科普工作：



2017年度工作总结——继续教育

7月17-20日在山东省青岛

大学医学院举办“中国生

理学会新型生理学实验技

术平台培训班”。来自全

国51所高校近100名生理机

能实验教学一线的老师参

加了学习和研讨



2017年度工作总结——会员工作

 会员人数由2016年底的3207人，

增加到3362人，增长4.8%。

 外籍会员12人，终身会员（60岁

以上退休人员）318人。

 除外籍会员、终身会员免收会费，

其余会员均已缴纳会费。

 编辑出版6期《生理通讯》，并

向全体会员免费邮寄《生理通讯》

近21000余册

 开通了网上入会



2017年度工作总结——国际交流

 会议名称：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IUPS）第38届大会（IUPS2017）

 会议日期：8月1日-8月5日

 会议地点：巴西里约热内卢。

 参会人数：1500余人，中国大陆及香港：40名

 参会国家及地区：64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于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会议摘要：26篇

 会议内容：

（1）中国生理学会王晓民理事长，陈应城、谢俊霞和王世强副理

事长及王韵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作为第38届IUPS大会会员代表参加了

代表大会（General Assembly），并在执委会中汇报了IUPS2021的

筹备情况。会议进行了执委会的改选，王晓民理事长担任2017-2021

亚洲及大洋洲区域代表。



2017年度工作总结——国际交流

（2）学术大会特邀了20位国际知名

生理学家作大会主旨讲座（Keynote

Lecture）；安排了59个专题研讨会。

中国学者作为报告者、大会或专题

报告10人。

（3）大会的闭幕式上，中国生理学

会王晓民理事长代表中国从此次会

议承办方巴西生理学会接过IUPS的

大旗，正式宣告中国将主办第39届

IUPS大会（2021年）

（4）IUPS2017教学卫星会议于8月

6-8日举行，中国大陆来自3个单位，

共5人参加了会议。



2017年度工作总结——组织建设

 2017年学会共组织召开了2次常务理事

会议

 学会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功能型党委；

通过了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修订稿（补充

条款）；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

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专业

委员会数量增至17个

 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英文版网页

正式启用；开通了网上入会。

 4月，学会完成2016年财务审计；

5月，学会完成2016年全国学会综

合统计调查和财务决算；7月，学

会通过民政部2016年度社团年检



2017年度工作总结——科协联合体项目

 中国生理学会参与中国科协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课

题1项：脑科学课题（已完成中期评审）

2017年度工作总结——学会获奖情况

 中国生理学会获得中国科协计划

财务部颁发的中国科协系统综合

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生理学会被评为2017卷中国

科协年鉴优秀撰稿人、优秀组织

单位、十佳优秀撰稿人



2017年度工作总结——刊物出版发行

 学会主办的三本期刊《生理学报》、《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生

理科学进展》均按期出版发行。截至2017年11月，学会共出版印刷内

部刊物《生理通讯》5期，增刊2本，会议ppt文集1本。

 201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生理学会联合主

办的《生理学报》荣获了“2017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

(TOP 5%-10%)，这是《生理学报》作为一份中文学术期刊连续第6次

获此殊荣



2018年工作计划
 学术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第六届全国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

学术论坛
2018年4月 150 温州

2 第二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 2018年5月 300-400 重庆

3
第三届国际红细胞研讨会暨血液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红细胞学组年会
2018年5月 200 郑州

4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5月 200 北京

5 武汉协和消化病大会 2018年6月 500 武汉

6
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

学术会议
2018年8月 300 新乡

7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2018年会 2018年9月 200-300 上海

8
中国生理学会第25届会员代表大会及

生理科学学术大会
2018年10月 1500 南昌

9 全国应用生理学学术会议 2018年10月 100 新疆



2018年工作计划
 学术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0
中国生理学会第2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

大会小型专题报告-胶质细胞的病理生理学
2018年10月 100 南昌

11
中国生理学会第2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

术大会小型专题报告-感知觉的神经机制
2018年10月 100 南昌

12
中国生理学会第25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

术大会小型专题报告-衰老的研究
2018年10月 100 南昌

13

2018年“第11届亚洲及泛太平洋国家结缔组织学术

专题研讨会”(Asian and Pan-pacific 

Connective Tissue Society Symposium)

2018年11月 500 杭州

14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大会 2018年11月 200 杭州

15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学术交流 2018年11月 100 杭州

16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大会应激生理学专题 待定 50 待定

17 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年会 待定 200 待定



2018年工作计划
 组织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委会组学学组成立 2018年5月 20 重庆

2 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委会动物模型学组成立 2018年5月 20 重庆

3 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2018年10月 34 新疆

4 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养专委会主副委扩大会议 2018年10月 10 南昌

5 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养专委会全委会 2018年10月 45 南昌

6 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待定 60 待定

7 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待定 45 待定

8 中国生理学会应激生理学专委会会议 待定 37 奉化

9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年度委员会议 待定 30-40 待定



2018年工作计划

 继续教育与培训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实验技能培训 2018年1月 30 北京

2
人血细胞分子图谱（ABC）研究联盟系列

技术培训会
2018年4月 100 天津

3 实验技能培训 2018年5月 30 北京

4
人体生理实验在机能学实验中的应用

培训班
2018年7月 100 恩施

5
人血细胞分子图谱（ABC）研究联盟系列

技术培训会
2018年9月 100 天津

6 实验技能培训 2018年9月 200 北京

7 应激负荷控制培训班 待定 80 北京



2018年工作计划

 科普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应激知识科普服务系列活动 2018年1月 40
沈阳

-哈尔滨

2 应激知识科普服务系列活动 2018年4月 40 三亚-三沙

3 海淀区全民健身科普讲座 2018年4月 100 北京

4 组织2018年科技周活动 2018年5月 300 北京

5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全民健身科普讲座 2018年6月 200 北京

6 应激知识科普服务系列活动 2018年7月 40 北京

7 《基础血液学》出版 2018年8月 待定 天津

8 小学生科普服务 2018年11月 1200 北京

9 应激知识科普服务系列活动 待定 待定 上海



2018年工作计划

 期刊活动

 其他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Blood Science》 杂志出版 2018年4月 待定 天津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教材建设（运动生理学定稿出版） 2018年2月 30 北京

2
科技服务（中国院子能科学研究院体质

健康测试）
2018年6月 1000 北京

3 教学资源建设（运动生理学慕课上线） 2018年9月 10 北京

4 组织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2018年9月 25 北京

5
科技服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抽查复核）
2018年11月 2000 待定



THANKS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