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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霁春 
（1903年-1978年） 

编者按：2011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85周年之际，学会编辑出版了以王晓民理事长为主
编的上下两本图书，上册为《根深叶茂 蔚然成荫��中国生理学人物记》，下册为《根深叶茂 蔚
然成荫��中国生理学团队记》。从 2013年第 3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以飨读者。 

 

             
回忆沈霁春教授 

 
吴 襄 

 

沈霁春原籍浙江

萧山县，生于 1903 年
农历 12月 16日，毕生
从事生理学的研究和

教学工作。1978年 4月
16 日不幸因癌症在上
海逝世，终年 76岁。 

沈霁春青年时期

在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

学习，20世纪 20年代末毕业后，曾在上海吴淞
的“中央大学”医学院进修生理学。  1931年秋
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那时我正是二年级

学生，初次接触生理学实验，由于沈先生（当

时习惯于这一尊称）的热忱指导，我和其他同

学都对这门科学感到浓厚兴趣，并对沈先生怀

着亲切尊敬的心情。1933年秋，沈霁春转到杭
州浙江大学任教。1936 年春至 1939 年，他去
比利时冈特（Ghent）大学留学，在国际著名生
理学家海曼斯教授（C.Heymans，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指导下工作，获博士学位。1940年至
1944年在上海雷士德（HLesater）医学研究所
任研究员。1945年在党的帮助下，沈霁春冲破
日伪的反动封锁，毅然秘密地带领全家投奔山

东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军医学校工作，任生

理学教授。他可能是我国最早直接在党领导下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的生理学专家。

1949年春南京解放后，沈随军南下。随即在济
南的山东白求恩医学院和华东生理研究所主

持教学和科研工作。1953年调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任研究员，专门从事科研。1956年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沈霁春和由他领导
的研究室合并于海军医学研究所，被任命为该

所副所长，直至逝世。从大学毕业算起，他从

事生理学科研和教学的时间整整 50年。 
沈霁春科研工作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但

主要是在呼吸和循环生理方面。1934年-1935年
在杭州期间，曾研究鸡胎后期的消化和呼吸

运动特征，论文发表于《中国实验生物学杂

志》（英文版）及《美国比较心理学杂志》。    
1936年-1939年在比利时期间，主要研究药物
对颈动脉区化学感受器反射的作用、某些麻醉

药物对蛙类垂体黑色细胞刺激素的作用，以及

某些药物对防止氯仿和肾上腺素引起心室纤

颤的作用。在这短短 4 年中，共发表了 30 篇
论文，其中一部分是在比利时、英国、瑞士等

国生物科学会上宣读的，主要文章刊载于《国

际药理学和治疗学杂志》。1940 年-1944 年在
上海期间，曾研究体内一些微量元素（锌及其

他）的生理作用，证明低浓度的锌能增强兔肠

和蟾蜍心对乙酰胆碱的反应，以及锌具有节省

胰岛素的作用，其论文发表于《中国生理学杂

志》（英文版）及《中华医学杂志》第 30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济南时，沈霁春于教学

之余仍坚持科研，主要研究牛的垂体前叶新鲜

提取物对大白鼠胰脏锌含量的影响，论文发表

于《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英文版）1951年
第 3卷第 2期及《内科学报》1952年第 9期。
1953年-1962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期间，先从

生理学家 



 2 

事内感受器（主要是颈动脉区化学感受器）的

生理学研究，并领导对某些毒物中毒的研究，

写有论文多篇，刊于《生理学报》和《军事医

学杂志》。1958年起根据需要改做潜水生理学
研究。1964年并入海军医学研究所后，曾参加
研究高压下呼吸氦－氧混合气体的生理效应

及药物对人排氮的影响，有关的报告已载入本

单位的论文汇编；并写了《动物与人类的屏气

问题》及《氦气在生物科学上的应用》（《科学

通报》1964年 4月号）等综述性文章。在这期
间，还结合他过去和新近的工作，写了关于哺

乳动物心室纤颤的实验性产生和防止、关于维

生素 C 和半胱氨酸对肾上腺素的加强效应等
论文。1959年 3月比利时生理学家海曼斯应中
国科学院邀请来华讲学时，在北京所做的“血

压的平衡与高血压的形成机制”的公开报告

（译文登《生理科学进展》1959年第 3卷第 2期）
和海曼斯后来（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生理
学每年评论》（Ann Rev Physiol vol 25）发表的
特约卷首语（译文题为《在科学工作中具有独

创精神的国外资料介绍》，登在《海军医学资

料》1965年第 4期），沈霁春都及时译成中文
介绍给国内读者。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沈霁春在其

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中是如何地抓紧时间进

行科研和著述，他之所以能提供如此丰硕的成

果是同他的崇高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

开的。 
沈霁春从青年时代到晚年，给人们一个突

出的印象就是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勤奋好学、

诲人不倦。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沈在复旦大

学就学时，虽然生活非常清苦，冬天也只穿一

件夹袍子，但终日埋头学习。我自己印象最深

的是他在南京的两年，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办

公室读书写文或指导我们进行小动物慢性实

验。他进行实验时，操作细致，边做边谈，津

津乐道，令人倍感亲切。他在比利时留学时，

依靠有限的中－比基金会资助，更是刻苦努

力。记得 1947 年海曼斯教授访美讲学，我有

机会见到他，当谈起沈曾在他那里工作时，海

曼斯满口称赞，说对沈的刻苦勤奋，印象很深。

40年代初期，沈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尽管生
活和设备条件比较好，但他激于爱国热情，不

怕艰苦，宁愿全家投奔新四军为抗战解放服

务。据当时曾在新四军军医学校听过沈霁春讲

课的同志回忆，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沈必

须随战争形势的发展跟着部队转移，露天讲课

是常事，但他总是认真讲课，不厌其烦地借助

黑板粉笔，一遍又一遍地讲，务求学员们把生

理学学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指导青年同志进

行实验研究时，为了培养严格的科学作风，他

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建立起良好的实验室秩

序，在指导青年同志写论文时，总是要求他们

反复推敲，多次修改。据说在他病重时曾接到

一家出版社寄来改审的书稿，当时他已精力不

济，托一位同志代审，再三嘱咐一定要认真负

责，按期完成；直至他病危时，还查询这本书

稿是否审完。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不久，沈

霁春穿着一身军装来到南京。我们阔别多年重

相见，格外高兴。他向我们谈了在解放军中的

生活和工作情况，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

但帮助我们解除了以往存在的一些不必要的

顾虑，而且增进了对党对解放军的崇敬感情。

沈霁春这种普通一兵的本色，一直保持到晚

年。据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

回忆，在 60 年代初期，当领导上要求把科研
方向转向海军潜水生理学时，沈亲自带队去海

军基层部队进行实验情况的调查，尽管他已持

较高的军衔（上校），但与部队卫生人员座谈

有关医学生理学问题时，作风平易近人，受到

基层同志们的欢迎。沈担任海军医学研究所副

所长期间，每逢主持学术讨论会，他总是坚持

发扬民主，以理服人；过党的组织生活会时，

一般都是提早到会，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工作

和思想，从不搞特殊化。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他虽也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但并不计较个

人得失，他为人正直，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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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据说有一次来了两个搞外调的年轻人，

一定要沈写材料为别人一件根本没有的事作

证，态度蛮横，他为此深为愤懑，坚决拒绝。 
1978 年初春我得知沈霁春住入二军医大

医院，可能患癌症，深感不安，特修书慰问，

并向他回忆 30 年代初期在南京受他教诲时的
愉快情景。随即收到他委托他儿子代笔的回

信，说现在“四人帮”粉碎，祖国四化前途在

望了，这是建国前所不能想象的；还说他本来

作为特邀代表准备赴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可

惜因病不能前往。不料从那以后，他病况日趋

恶化，终于很快离开人世，真是太遗憾了！如

果他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一定还会对海军医学

研究的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值得庆幸

的是，沈先生为国为人民而坚持科研的遗志，

已经由党所培养和由他亲自指导过的中青年

同志们继承了。 

 

 
长治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长治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创建于 1953 年，
教研室前身为长治卫生学校生理教研室 
（1953 -1958）和晋东南医专生理教研室 
（1958 -1986）。教研室历任主任和副主任的人
员有：倪弼庭、石鸿彦、赵鸿逵、祁金顺、王

东吉、张翠英、李晨等。自教研室成立以来，

先后有40余位同志参加过教研室的各项工作。
在几代人的共同不懈努力下，生理教研室从无

到有，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水平和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科研工作也取得初步进展。 
卫校时期的教研室处于艰苦创业阶段，通

过借鉴和学习外校的经验，就地取材，依靠艰

苦创业的奉献精神和简陋的实验器材，开设了

卫校的生理学课程，为以后的发展搭建了基本

框架，打下了基础。专科阶段的工作侧重于规

范生理学的专科教学，通过从山西医学院引进

优秀教师及对本校毕业留校任教的教师进行

基础知识的充实和专业知识的训练，师资队伍

不断扩大，师资水平得以提高；加强教材建设，

自编或协编了《生理学》专科教材和《生理学

实验讲义》；实验仪器设备及实验条件有所改

善。其间，倪弼庭、石鸿彦、赵鸿逵、李俊峰

等老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6 年学校升格为本科后，专业设置不断增
多，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教研室工作进入改革

和提高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教研室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加强教学内容、

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注重科研工作。目前，教

研室拥有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

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教研室现有教师 16人，
其中 50岁以上 1名，占 6.3%，40~50岁 3名，
占 18.9%，30~40 岁 12 名，占 74.8%；教授     
2 名，副教授 1 名，讲师 7 名，助教 6 名；    
6.3%拥有博士学位，93.7%拥有硕士学位。 
在教学上生理教研室承担了我院全日制

本科生、专科生及成人教育（本、专科）临床

医学、护理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眼视光

技术、口腔医学技术、医疗美容技术、音乐康

复技术、运动人体等专业的《生理学》、《麻醉

生理学》、《基础医学概论》、《视觉神经生理

学》、《人体解剖生理学》五门课程的教学；教

研室不断进行教学改革，1995年生理、药理、
病生实验室合并为机能实验室后，实验条件明

显改善，生理实验教学内容得到有机整合，减

少了验证性实验，增加了综合性和设计性实

验，为本科阶段的素质教育做出了应有贡献。

近几年来，生理学被评为院级优秀课程；教研

室先后5人参加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协编教
材及参考书近 20 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
发表教学论文 10余篇、科研论文 80余篇；承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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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省级科研项目 4项、
省级教改项目 3 项，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1 位教师获

山西省中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并记二

等功，1名教师获“山西省师德师风建设先进
个人”光荣称号。 

 

 

编者按：2015年 10月 24日-25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
学术论文交流会在湖北武汉顺利召开。由各省生理学会推荐的 47名参赛选手的论文参加评选，
会议展示了选手们近 3年来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
现场报告的综合评判，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最佳表达奖、最佳答辩奖、
最佳图表奖各 1名。从 2015年第 5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获奖者的参评论文各一篇，
以飨读者。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 Synthase β Subunit Activates PI3K/Akt Pathway to 
Ameliorate Hyperglycemia of Diabetic Mice 

Chunjiong Wang,1,2Zhenzhen Chen, 1 Sha Li,1 Yuan Zhang, 1 Shi Jia, 1 Jing Li, 1 Yujing Chi, 1 Yifei Miao, 1 

Youfei Guan, 1,1and Jichun Yang1 
 
ATP synthase β subunit (ATPSβ) had been previously show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ATP 
synthesis in pancreatic b-cell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TPSβ in regulation of hepatic 
ATP content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 diabetic mice. ATPSβ expression and ATP content were both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ic mice.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elevated 
cellular ATP content and ameliorated hyperglycemia of streptozocin-induced diabetic mice and db/db 
mice.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phosphorylated Akt (pAkt) levels and reduced PEPCK and 
G6pase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livers. Consistently, ATPSβ overexpression repressed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in db/db mice. In cultured hepatocytes,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ATP content, elevated the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and activated Akt independent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s. Notably, inhibition of calmodulin (CaM) completely abolish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liver cells.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s or CaM blocked ATPSβ-induced nuclear exclusion 
of forkhead box O1 in liver cells. In conclusion, a decrease in hepatic ATPSβ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1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Cardiovascular Science, Peking 
（Beij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Beijing, China 
1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China 
1Shenzhen University Diabetes Center, Shenzhen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Center, Shenzhe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chun Yang, yangj@bj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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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Z.C., and S.L.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 2014 by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Se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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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to the attenuation of ATP-P2 receptor-CaM-Akt pathwa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es. 
Diabetes 2014; 63:947�959 | DOI: 10.2337/db13-1096 
 
In past decades, diabetes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diseases threatening our health, with an 
estimated global prevalence of 6.4% in 2010 (1). 
The liver is the key tissue that releases glucose 
into the circulation in fasting status, and an 
increase in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due to 
insulin deficiency or insulin resistance is the 
central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type 1 or type 2 diabetes (2). Moreover, the 
liver is also one of the key tissues for lipid 
metabolism. 

ATP serves as an energy molecule as well 
as a signal molecule in many cells (3). We 
previously showed that leucine upregulates the 
ATP synthase β (ATPSβ) subunitto enhance 
ATP synthesis and insulin secretion in ratislets, 
type 2 diabetic human islets, and Rattus insulin-1 
(INS-1) cells. Overexpression or knockdown of 
ATPSβ increases or reduces cellular ATP levels 
in INS-1 cells (4, 5). Overal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TPSβ playsa crucial role in 
controlling ATP synthesis. 

ATP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streptozocin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ic mice, high-fat diet (HFD)-induced 
type 2 diabetic mice, anda methionine-and 
choline-deficient diet-induced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rats (6-8). Hepatic ATP contentwas 
also decreased in insulin-resistant and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9, 10). A decrease in the 
hepatic ATP-to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AMP) ratio stimulates food intake by signals via 
the vagus nerve to the brain, which may lead to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humans (11). In 
obese healthy subjects, hepatic ATPcontent was 
inversely related to BMI, decreasing steadilywith 
increasing BMI (12). Hepatic knockdown of 
PEPCK, one of the key gluconeogenic enzymes, 
ameliorated hyperglycemi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with increased hepatic ATP content in db/db 

mice (13). Overall, all of thesestudies revealed 
that a decrease in ATP content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glucose production in the livers of 
diabetic animals and humans. Given the crucial 
role of ATPSβ in controlling mitochondrial ATP 
synthesis (4, 5), we hypothesized that its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may bederegulated and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hepatic glucoseproduction 
under diabetic condition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that ATPSβ 
expression is reduced and correlated with ATP 
content in the livers of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ic 
mice.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increased 
cellular ATP content and suppressed gluconeogenesis, 
leading to the amelioration hyperglycemia of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ic mice.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Construction of Adenovirus Expressing 
Rattus ATPSβ 
Adenovirus (Ad) expressing Rattus ATPSβ was 
constructedusing the ATPSβ cDNA coding 
sequence cloned from INS-1 cells in our 
previous study (4) with a 6xHis tag inserted in 
the N-terminus.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in the Livers of 
Diabetic Mic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an HFD on hepatic ATPSβ 
expression, 8-week-old C57BL/6 mice were fed 
on a 45% HFD or a control diet (Diet #MD  
45% fat and Diet #MD 10% fat, Medicience Ltd., 
Yangzhou, China) for 12 weeks (14).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ATPSβ orother genes in 
the livers was analyz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For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in the liver, 
8-to 12-week-old female db/db mice on a BKS 
background were chosen for the experiment.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1.0×109 plaque-forming unit 



 6 

Ad-ATPSβ or Ad-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 
were injected into the db/dbmice via tail vein  
(15, 16). At the third and seventh dayafter virus 
injection,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s (OGTTs) 
were performed. On the eighth day, the fed 
animals were killed for experimental analysis. 

Male C57BL/6 mice (8 weeks old)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for 7 consecutive days 
with STZ (50 mg/kg, Sigma-Aldrich) freshly 
dissolved in citrate buffer (pH4.2). Control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citrate buffer. Mice with a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level＞16.4 mmol/L 
at30 days after the final STZ injection were 
chosen for experiments. The mice were treated 
with Ad-ATPSβ or Ad-GFP as were the db/db 
mice. FBG was monitored at 3 days after the 
viral injection. On the fourth day, the fed animals 
were killed for experimental analysis. Serum was 
collected for determination of insulin, 
triglyceride, and total cholesterol levels, and the 
liver was taken for biochemical analysis. All 
procedures were approv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OGTTs 
Mice were fasted for 6 h (8:00 A.M. to 2:00 P.M.) 
in a cage with fresh bedding before OGTT. Mice 
were orally administered with glucose at the 
dose of 3g/kg,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were 
monitored at 0, 15, 30, 60, 90 and120 min after 
the glucose load using a Freestyle brand glucometer 
(Roche) by blood collected from the tail 
(15) .The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s at 0 min 
were determinedas FBG.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at 0, 15, 30, and 60 min from the tail vein 
for detecting insulin levels.Plasma insulin level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Rat/Mouse Insulin 
ELISA kit (Millipore) (16). 
 
Pyruvate Tolerance Tests 
The protocol for pyruvate tolerance tests (PTT) 
was detailed elsewhere (17). In brief, db/db mice 
were infected with Ad-ATPSβ or Ad-GFP for  

7 days, fasted for 16 h, and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pyruvate (0.75 mg/kg body weight in saline). 
Blood glucose levels were measured from the tail 
vein at indicated times using a Freestyle glucometer. 
 
Insulin Tolerance Tests 
Insulin tolerance tests (ITT) were done with a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insulin (3 units/kg 
bodyweight) into mice after 6 h of fasting (18). 
Plasma glucosewas measured using blood drawn 
from the tail vein at 0, 15, 30, 60, 90, 120 min 
after the insulin injection (19).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blot Assays 
The immunoprecipitation was performed using 
Protein GAgarose beads, as described previously 
(20). Liver protein (200 μg) was precipitated with 
anti-ubiquitin or IgG, andseparated by 10-12% SDS 
gel. Immunoblot was performed, and the 
membrane was developed with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Cell Culture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s 
were purchased from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Rockville, MD) and cultured at 37°C 
in 5% CO2 and 95% air in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 The cells were infected with  
20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of Ad-GFP or 
Ad-ATPSβ for 48 h. For insulin stimulation, the 
cells were serum-starved for 12 h, followed by 
treatment with100 nmol/L insulin (Novo Nordisk) 
for 5 min and then lysed in fresh Roth Lysis 
buffer. For inhibi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ide 
3-kinase (PI3K), the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ndicated concentrations of wortmannin (inhibitor 
of PI3K), PIK75 (inhibitor of p110α), or 
TGX221 (inhibitor of p110β) for 30 min before 
being lysed. The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ndicated concentrations of PPADS (antagonist 
of P2 receptor), U73122 (inhibitor of IP3R), and 
carboxypeptidase Z (CPZ; inhibitor of 
calmodulin [CaM]), for 30 min to 1h before 
experimental assay. The lysate was centrifu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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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13, 000 rpm at 4°C for 10 min, and 20-100 μg 
total proteins underwent Western blotting assay 
immediately. 
 
Primary Hepatocyte Culture 
Primary mouse hepatocytes were culture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4). In brief, 5-to 6-week-old 
male C57BL/6mice were anesthetized with   
10% chloral hydrate, anda catheter was placed in 
the inferior vena cava. The liver was perfused 
with  1 mL heparin (320 μ/mL), 40 mL solution I 
(Krebs�s solution and 0.1 mmol/L EGTA), and  
30 mL solution II (Krebs�s solution, 2.74 mmol/L 
CaCl2, and 0.05% collagenase I), respectively. 
The perfused liver was passed though a 400-μm 
screening size filter by flushing with RPMI 1640 
medium. The hepatocytes werecollected by 
centrifuge at 50g for 2 min. Hepatocytes were 
resuspended with RPMI 1640 medium and plated 
insix-well plates for experiments after three 
washes with RPMI 1640. 
 
Immunoblotting 
Cells or liver tissues were lysed in fresh Roth 
lysis buffer (50 mmol/L HEPES, 150 mmol/L 
NaCl, 1% Triton X-100,5 mmol/L EDTA,     
5 mmol/L EGTA, 20 mmol/L sodium 
pyrophosphate, 20 mmol/L NaF, 0.2 mg/mL 
phenyl-methylsulfonyl fluoride, 0.01 mg/mL 
leupeptin, and 0.01mg/mL aprotinin, pH 7.4). 
The lysate was centrifuged at 4°C at 13,000 rpm 
for 10 min. The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 the 
supernatant was determined by bicinchoninic 
acid assay, and 20 to 200 μg total protein were 
separated by 12-15% SDS-PAGE. Proteins in the 
gel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Hybond-C Extra 
membrane (Amersham Biosciences) at 120 V for 
2 h at 4°C. The membrane was washed once 
with Tris-buffered saline with Tween (TBST;  
1.2 g/L Tris Base, 5.84 g/L NaCl, and       
0.1% Tween-20, pH7.5) before blocking in TBST 
containing 1% BSA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 h. 
The membrane was incubated in 1:200-1:1,000 
primary antibodies at 4°C overnight. The 

membrane was washed five times with TBST and 
incubatedin 1:5,000 peroxidase-conjugated 
secondary antibodies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 h 
before washingas above, and then developed 
with ECL. After immunoblotting assays of target 
proteins, the membrane was stripped with 0.2 N 
NaOH and reprobed for EIF5 or another 
housekeeping protein as loading control. 
Anti-ATPSβ, phosphorylated (p) Akt, Akt, 
forkhead box class O1 (FOXO1), Fas, and sterol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SREBP1) and 
its mature form of SREBP1 antibodies were from 
Abcam. Anti-ATPSα, 6His-tag, G6Pase, ubiquitin, 
EIF5, and β-actin antibodies were from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Ant-ATPSγ and ATPSd 
antibodieswere from BioWorld. Anti-COXIV 
antibodies were from Invitrogen (Medical &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Peroxidase-conjugated 
secondary antibodies were from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Activation of Akt was evaluated by 
analyzing phosphorylation at Ser473 site.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ssay 
Total RNA of tissues and cells were extracted 
with RNApure High-purity Total RNA Rapid 
Extraction Kit (BioTeke Corporation). Quantification 
of target geneex pression was perform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The complementary 
DNA was synthesized with the use of 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Fermentas 
K1622). Target gene mRNA level was 
normalized to that of β-actin in the same sample, 
as detailed previously (21). Each sample was 
measured in duplicate or triplicate in each 
experiment. The melting curve for each PCR 
product was analyzed to ensure the specificity of 
the amplification product. All of the primer 
sequences for the realtime PCR assays are lis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1. 
 
ATP Content Determination 
ATP content was assessed by the 
bioluminescence method using ATP-Lite Assay 
Kit (Vigorous BiotechnologyBeij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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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patic ATP content determination, 1 mL 
lysis buffer was added per 100 mg frozen tissue. 
For cellular ATP content determination, 300 μL 
lysis buffer was added to the 35-mm dish. For 
extracellular ATP content determination, HepG2 
cellculture medium was collected. The lysate 
ATP content orthe ATP content in the medium 
was measured by lumin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the 

luciferin-luciferase reac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relative ATP level in the cells, the ATP 
content values (nmol) were first normalized to 
the protein mount (nmol/mg protein) in the same 
sample and then normalized to the control values. 
For determination of relative ATP level in the 
medium, the absolute concentration was 
determined and normalized to the control value. 

 
 
Figure 1�ATPSβ expression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and HFD-fed diabetic mice. A: The mRNA level of 
ATPSβ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mice. B: The protein level of ATPSβ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C: Hepatic ATP content was reduced in db/db mice. n = 5, *P< 0.05 vs. db/m mice. D: The mRNA level of ATPSβ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mice fed an HFD for 12 weeks. E: The protein level of ATPSβ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HFD-fed mice. F: Hepatic ATP content was reduced in HFD-fed mice. n = 5, *P < 0.05 vs. control mice. NC, normal 
chow. Con, control groups of cells or animals. 

 
Cellular Calcium Measurement 
HepG2 cells seeded on coverslips were loaded 
with 1μmol/L Fura-2 acetoxymethyl ester 
(Molecular Probes) for 10 min and then imaged 
under an Olympus IX71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The emission intensities under 340 and 380 nm 
illumination were recorded every 1s, with the 
ratio of the emission densities (F340-to-F380) 
reflecting the intracellular free calcium 
concentration (5). For basal calcium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infected HepG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ndicated concentrations of PPADS and 

suramin for 1 h. 
 
Mitochondria Isolation 
Mitochondria were isolated from liver tissue or 
HepG2 cells using the Mitochondria/Cytosol 
Fractionation Kit (Pierce)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In brief, liver tissue or 
HepG2 cells were homogenized in Mito-Cyto 
extraction buffer provided by the kit, and the 
lysate was centrifuged twice at 800g for 5 min to 
pellet the nucleus and cell debris. The 
supernatant was collected and centrifug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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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g for 10 min to pellet mitochondria, which 
was washed three times with lysis buffer to clean 
contaminated cytoplasmic proteins (22). 
 
Immunofluorescence 
To detect the translocation of FOXO1, HepG2 
cells wereinfected with Ad-GFP or Ad-ATPSβ 
for 48 h and treated with of PPADS (50 μmol/L) 
and CPZ (100 μmol/L) for 1 h before been fixed 

with 4% paraformaldehyde for 15 min and 
permeabilized with 0.5% Triton X-100 for    
10 min. Nonspecific binding was blocked in  
1% BSA at roomtemperature for 10 min, followed 
by incubation with anti-FOXO1 antibody overnight 
at 4°C. The slides were then incubated with Alexa 
Fluor 594 antibodies (1:200). Images were 
obtained using confocal microscopy. 

 

 
Figure 2�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markedly ameliorated fasting hyperglycemia and glucose intolerance in 
db/db mice. OGTT before (A) or at 3 (B) and 7 (C) days after tail vein injection of Ad-GFP or Ad-ATPSβ is shown. At 3 
and 7 days after virus injection, Ad-ATPSβ�transduced mice exhibi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hyperglycemia and 
glucose intolerance. D: FBG results before or at 3 and 7 days after viral injection. E: Ad-ATPSβ treatment reduced 
serum insulin levels. n = 8�10, *P< 0.05 vs. Ad-GFP group.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M.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as 
analyzed by unpaired Student t test or by 
one-way ANOVA when more tha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PSβ Expression Was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and HFD-Fed Diabetic Mice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role of ATPSβ in the 
progression of hepatic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ype 2 diabetes, its expression in the livers of 
db/db and HFD-fed diabeticmice was analyzed. 
The mRNA (Fig. 1A) and protein (Fig. 1B) levels 
of ATPSβ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In contrast, the mRNA levels of 
the α, γ, δ, and ε subunits of the F1 domain, and 
the b, c, and d subunits of the F0 domai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db/db and db/m 
mouse livers (Supplementary Fig. 1A). The 
protein levels of the α and γ subunits of the    
F1 domain, and the d subunits of the F0 domain 
were confirmed to remain unchanged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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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db and db/m mouse livers (Supplementary  
Fig. 1B). Hepatic ATP content was also reduced 
in db/db mice compared with db/m mice (Fig. 1C).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ATPSβ and the 
ATP content were also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HFD-fed diabetic mice (Fig. 1D–F). Similarly, 
the mRNA levels of the α, γ, δ, ε, b, c, and d 
subunits of ATP synthas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FD and normal chow mouse 
livers (Supplementary Fig. 1C). The protein levels 
of the α, γ, and d subunits were also confirmed to 
remain unchanged in HFD-fed diabetic mouse 
livers (Supplementary Fig. 1D).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Ameliorated Hyperglycemia in db/db Mice 
The efficacy of Ad-ATPSβ treatment on the 
cellular ATPSβ protein level was firstly 
determined in HepG2 cells (Supplementary   
Fig. 2). Then, ATPSβ was overexpress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via tail vein injectionof 
Ad-ATPSβ to evaluate its effect on ATP content 
and glucose metabolism. At 3 days after the virus 
injection, Ad-ATPSβ�treated mice exhibi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fasting hyperglycemia 
and glucose intolerance compared with 
Ad-GFP�treated mice (Fig. 2A and B). At 7 days 
after the virus injection, fasting hyperglycemia 
and glucose intolerance were markedly 
attenuated in Ad-ATPSβ�treated mice compared 
with Ad-GFP�treated mice (Fig. 2C). The FBG 
of mice at 0, 3, and 7 days after the viral 
injection is shown in Fig. 2D. At day 8 after the 
virus injection, the serum insulin levels in 
Ad-ATPSβ�treatedmic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mice (Fig. 2E). ATPSβ 
overexpression also reduced hepatic lipid deposition 
in db/db mice (Supplementary Fig. 3). 
 
ATPSβ Overexpression Activated Akt and 
Repressed Gluconeogenic Genes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Ad-ATPSβ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ATPSβ 
protein level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Fig. 3A). 

Moreover, overexpressed ATPSβ was 
predominantly located in mitochondria (Fig. 3B). 
In contrast, the injection of Ad-ATPSβ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ATPSβ 
in skeletal muscle and the pancreas, indicating the 
specificity of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 the liver 
(Supplementary Fig.4). ATPSβ overexpression 
elevated cellular ATP content, increased 
phosphorylated Akt (pAkt) levels, and reduced the 
protein level of gluconeogenic gene G6Pase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Fig. 3C�E). The mRNA 
levels of PEPCK and G6Pase in the livers were 
significantly repressed aft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Fig. 3F). In vivo, OGTT, insulin secretion, ITT, 
and PTT assays indicat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aline- and Ad-GFP�treated 
mice (Supplementary Figs. 5 and 6). Moreov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failed to affect insulin 
secretion in db/db mice (Supplementary Fig. 5D 
and E). In vitro, Ad-GFP infection also failed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Supplementary Fig.5F).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virus itself, at the dose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has little effect on glucose 
metabolism and Akt activation in mouse liver 
cells. ITT assays indicated that global insulin 
sensitivity was improvedby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Supplementary Fig. 6A and B). The 
PTT assays revealed that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was repressed aft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Supplementary Fig. 6C and D). 
Overall, these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crease in gluconeogenicgenes and the 
attenuation of hyperglycemiain db/db mice after 
hepatic ATPSβ overexpression. 
 
ATPSβ Activate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Through the P2 Receptor 
Because Ak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trolling 
glucose metabolism, the effect of ATPSβ on Akt 
activation was further analyzed in HepG2 cells 
and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In 
HepG2 cell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immunoblotting assays indicated that Ad-ATPS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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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increased the ATPSβ protein level in 
the mitochondria (Supplementary Figs. 7 and 8). 

ATPSβ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ATP levels in  

 
Figure 3�ATPSβ overexpression repressed gluconeogenic genes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A: Ad-ATPSβ treatment 
increased ATPSβ protein level in the livers. B: Ad-ATPSβ treatment increased ATPSβ protein level in the mitochondria. 
Mitochondria were isolated from db/db mouse livers, and immunoblotting assays were performed using antibodies 
against ATPSβ or 6xHis tag. Mi, mitochondrial fraction. C: ATPSβ overexpression elevated ATP content in the livers. 
Shown are representative images (D) and quantitative data (E) of ATPSβ overexpression on the protein levels of 
gluconeogenic genes in the livers. F: ATPSβ overexpression reduced the mRNA levels of G6Pase and PEPCK in the 
livers. n = 5-8, *P < 0.05 vs. Ad-GFP group. 

HepG2 cells (Fig. 4A) and in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Fig. 4B). In HepG2 cells 
infected by Ad-GFP, insulin potently stimulated 
Akt activation (Fig. 4C). Ad-ATPSβ treatment 
markedly elevated pAkt levels (Fig. 4C) 
compared with Ad-GFP�treatedcells without 
insulin stimulation. ATPSβ overexpression also 
augmented insulin-stimulat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Fig. 4C). Similarly, ATPSβ also 
induced Aktactivation in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in the absence of insulin stimulation 
(Fig. 4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was 
completely blocked by the PI3K inhibitor 
wortmannin in HepG2 cells in the absence of 
insulin stimulation (Fig. 4E). Inhibition of the 
PI3K p110α catalytic subunit block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by~70�80%, 

whereas inhibition of the PI3K p110β catalytic 
subunit had little effect on ATPSβ 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the absence of insulin (Fig. 4E). 
Overall,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requires the 
activity of the PI3K p110α catalytic subunit but 
is independent of insulin. 

ATP can be released to function as a signal 
molecule invarious cell types (23, 24). In HepG2 
cells,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by the ATPreceptor P2 
receptor antagonist PPADS (Fig. 5A). 
Pretreatment with suramin, another P2 receptor 
antagonist, also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Supplementary Fig. 9A). Furthermore, 
inhibition of the P2 receptor downstream 
molecule phospholipase C (PLC) using U7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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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Fig. 5B). ATPSβ overexpression elevated the 
cytosolicfree calcium level, which was inhibited 
by PPADSand suramin in HepG2 cells (Fig. 5C). 
Because an increasein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has been shown to activate the PI3K/Akt 
signaling axis through CaM in several cell types 
(25, 26), we further analyzed whether ATPSβ- 

induced Akt activation by the calcium-CaM 
signaling pathwa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epletion of extracellular calcium partially 
attenuated (Supplementary Fig. 9B), whereas 
inhibition of CaM using CPZ completely 
abolish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Fig. 5D). 

 

Figure 4�ATPSβ overexpression activated Akt via PI3K in liver cells.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ATP levels in HepG2 cells (A) and in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B). C: ATPSβ activated 
Akt independent of insulin in HepG2 cells. The infected cells were serum-starved for 12 h and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100 nmol/L insulin (INS) for 5 min before pAkt levels were analyzed. D: ATPSβ activated Akt independent of insulin in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E: Effect of inhibition of PI3K on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Infected HepG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wortmannin (1 μmol/L), p110α inhibitor PIK75 (100 nmol/L), or p110b inhibitor 
TGX221 (100 nmol/L) for 30 min before pAkt levels were analyzed. D, DMSO; W, wortmannin; α, p110αinhibitor 
PIK75; β, p110β inhibitor TGX221. n = 4-5, *P< 0.05 vs. control cells; #P< 0.05 vs. Ad-GFP�infected cells in the 
presence of insulin.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 or CaM Blocked 
ATPSβ-Induced Translocation of FOXO1 
Activation of Ak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uppressing gluconeogenesis by phosphorylating 
and inactivating FOXO1, the key transcriptor 
controll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gluconeogenic 
genes PEPCK and G6Pase (27). As expected,  

ATPSβ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nuclear exclusion of FOXO1 with the activation 
of Akt in HepG2 cells (Fig. 6). In support,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sor CaM blocked 
ATPSβ-promoted nuclear exclusion of FOXO1 
with the attenuation of Akt activation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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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ATPSβ induced Akt activation by the P2 receptor/calcium/CaM signaling pathway in HepG2 cells. A: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s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PPADS      
(50 μmol/L) for 1 h before pAkt levels were analyzed. B: Inhibition of PLC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PLC inhibitor U73122 (5 μmol/L) for 1 h before pAkt levels were analyzed. C: 
Inhibition of P2 receptors attenuated the ATPSβ-induced increase in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PPADS or suramin (50 μmol/L) for 1 h before cellular calcium levels were analyzed. The calcium levels were obtained 
from more than 300 single cells in at least 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D: Inhibition of CaM completely abolish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fected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the CaM antagonist CPZ (100 μmol/L) for 1 h before pAkt 
levels were analyzed. n = 5, *P< 0.05 vs. control cells; #P< 0.05 vs. Ad-ATPSβ-treated cells.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Ameliorated Hyperglycemia of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ic Mice 
In the livers of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ic mice,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ATPSβ 
express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a 
decrease in ATP content (Fig.7A�C).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for 3 days elevated 
cellular ATP content and ameliorated fasting 
hyperglycemiain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ic 
mice (Fig.7C�E).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pAkt levels and reduced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PEKCK and G6Pasein the livers 
of STZ-treated mice, suggesting that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was inhibited (Fig. 7F�H). 
 
DISCUSSION 
In the livers of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ic mice, 

ATPSβ expression was reduced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P content.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elevated cellular ATP content, 
suppressed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and 
improved hyperglycemia, hyperinsulinemia, insulin 
resistance, and fatty liver in db/db mice.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also elevated cellular 
ATP and ameliorated hyperglycemia in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pAkt levels and 
repressedthe expression of gluconeogenic genes 
in the livers of these diabetic mice.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inhibition of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would attenuate hyperglycemia 
and global insulin resistance intype 2 diabetic 
mice. Similarly, a previous report showed that 
silencing of hepatic PEPCK suppressed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and improved global ins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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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in db/db mice (13). In vitro,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ATP levels in HepG2 cells and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In support 
of our previous (4,5) and current findings that 
ATPSβ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trolling ATP 
synthesis, hydrogen peroxide induces ATPSβ 
expression and increases cellular ATP level in 
melanocytes (28). 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TPSβ expression was reduced, with a 
decrease in ATP content in mouse livers after 
ischemia-reperfusion treatment (29). No change 
ofother subunits of ATP synthase was found in 
mouselivers injured by is chemia-reperfusion in 
the same study (29). 

Extracellular ATP can activate the 
PI3K-Akt pathway through P2 receptors in 
several cell types. Ishikawa et al. (30) found 
that pannexin 3 releases ATP into extracellular 
space, which activates the PI3K/Akt pathway 
through P2 receptors to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osteoblasts. Electrical pulses 
can stimulate skeletal musclecells to release 
ATP, which enhances glucose uptake by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 pathway through P2 
receptors (31). Extracellular ATP also activates 
the PI3K-Akt pathway to attenuate 
ischemia-induced apoptosis of human endothelial 
cells (32). P2 receptors were divided into P2X 
receptors and P2Y receptors. P2X receptors 
areligand-gated ion channels that are permeable 
for calcium (33), whereas P2Y receptors are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that stimulate PLC to 
increase IP3, resulting in calcium release from 
internal storage (23). Liver cells and HepG2 cells 
have been shown to release ATP. P2 receptorsare 
also constitutively expressed in liver cells and 
HepG2 cells (24, 34). Exposure to exogenous 
ATP hasbeen reported to elevate the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in HepG2 cells and primary 
cultured mouse hepatocytes (35). PPADS is a 
specific inhibitor for the P2X subtype, whereas 
suramin is considered to be a broad-spectrum P2 
receptor inhibitor (36). PPADS and suramin both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ATPSβ-induced 
increase in the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an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Depletion of 
extracellular calcium also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Furthermore, 
U73122, an inhibitor of the P2Y receptor 
downstream molecule PLC, also attenuat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e involvement of both 
P2Xand P2Y receptors in ATPSβ-induced 
increase in cytosolicfree calcium level and 
Aktactivation in liver cells. 

 
Figure 6�ATPSβ promoted nuclear exclusion of 
FOXO1 in HepG2 cells. In the absence of insulin, 
ATPSβ overexpression promoted translocation of 
FOXO1 from nucleus to cytoplasm, which was blocked 
by the P2 receptor antagonist PPADS or the CaM 
inhibitor CPZ. The images were obtained using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t least 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is the crucial 
second messenger in the ATP/P2 
receptor-signaling pathway. An increased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activates CaM, 
which can activate PI3K by direct association 
with its p85 regulatory subunit, leading to 
activation of Akt (37). Importantly, inhibition of 
CaM using CPZ completely abolished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in HepG2 cells. 
ATPSβ-induced Akt activation requires the 
activity of the PI3K p110α catalytic subunit but 
is independent of insulin signaling. These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with recent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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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ameliorated fasting hyperglycemia in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ic mice. 
The mRNA (A) and protein (B) levels of ATPSβ were reduced in the livers STZ-treated mice. n = 5, *P< 0.05 vs. control 
mice. C: Ad-ATPSβ treatment elevated ATP content in the livers. D: Ad-ATPSβ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ATPSβ protein 
level in the livers of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E: Hepatic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ameliorated fasting 
hyperglycemia of STZ-treated mice. FBG was monitored 3 days after viral injection. F and G: ATPSβ overexpression 
increased pAkt levels and reduced the protein levels of G6Pase and PEPCK in the livers. H: ATPSβ overexpression 
reduced the mRNA levels of G6Pase and PEPCK in the livers. n = 9, *P < 0.05, **P< 0.01 vs. control mice; #P < 0.05 
vs. Ad-GFP-treated mice. 

that p110α predominantly mediated Akt 
activation in liver cells. Deletion of p110α 
blunted Akt activation in response to insulin, 
whereas deletion of p110β had little effect on 
insulin-stimulated Akt activation in the liver (38). 
Furthermore, ATPSβ overexpression reduced 
hepatic and serum triglyceride content with little 
effect on liver and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 in 
db/db mice. The protein levels of key lipogenic 
genes FAS and mature SREBP1 were reduced 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aft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Supplementary Fig. 3D). 
FOXO1 is a crucial transcriptor controll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gluconeogenic enzymes PEPCK 
and G6Pase (27). Insulin-stimulated activation of 
Akt can phosphorylate FOXO1 and promote its 
translocation from the nucleus to the cytoplasm, 
suppress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gluconeogenic 
genes and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27). ATPSβ 
overexpression promotes nuclear exclusion of 

FOXO1, which can be inhibited by antagonisms 
of the P2 receptor or CaM. Overall,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ATPSβ overexpression 
elevated ATP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in liver 
cells. Released ATP activates both P2X and P2Y 
receptors to increase the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 which activates the CaMPI3K-Akt 
signaling axis to suppress gluconeogenesis 
independent of insulin.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elevated intracellular ATP levels will 
inhibit the activity of the ATP-sensitive      
K+ channel and increase the influx of 
extracellular calcium through the L-type 
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 (39,40), which 
may also contribute to ATPSβ-induced increase 
in free cytosolic calcium and Akt activation. 
Interestingly, although we found that ATPSβ 
overexpression for 7 day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mRNA level of PEPCK in db/db mouse 
livers, its proteinlevel remained unchanged  



 16 

(Fig. 3D�F, Supplementary Fig. 10A�C). The 
decrease in the PEPCK mRNA level was 
confirmed by two different sets of primers 
according tothe mRNA sequence of PEPCK 
(Supplementary Fig. 10C). At 3 days aft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PEPCK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reducedin the livers of db/db mice (data not 
shown) and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Fig.7). 
A coimmun oprecipitation assay revealed that 
the ubiquitination of the PEPCK protein was 
reduced at 7 days after ATPSβ overexpression, 
suggesting that the ubiquitin-mediated 
degradation of PEPCK protein might decrease 
(Supplementary Fig. 10D). A decrease in 
PEPCK protein degradation might be a 
protective mechanism against persistent 
suppression of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induced by long-term ATPSβ overexpression. 

That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free fatty 
acids (FFAs), in particular, saturated FFAs such 
as palmit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insulin resistance invarious 
tissues has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41). 
Højlundet al. (42, 43) found that the ATPSβ 
protein level is reducedin skeletal muscle of 
insulin-resistant and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In 
vivo, FFAs 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in skeletal 
muscle cells with a decrease in ATP generation 
(44). Rooibos ameliorates palmitate-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in C2C12 muscle cells with 
increased cellular ATP levels (45). In support, 
inhibition of ATP synthase using oligomycin 
reduces cellular ATP levels and induces insulin 
resistance in cultured human myotubes (46). 
Inthe current study, we found that palmitate 
down-regulated ATPSβ and 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 in HepG2 cells, which was reversed 
by overexpression of ATPSβ (Supplementary  
Fig. 11). Palmitate has been shown to induce 
insulin resistance by stimulat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in hepatocytes (47). 
We further found that ATPSβ overexpression 
reduced palmitate-induced ROS production in 

HepG2 cells (Supplementary Fig. 12). ATPSβ 
also tended to reduce ROS production in basal 
conditions in HepG2 cells (Supplementary   
Fig. 12). In a lipid stressed condition, anincrease 
in electron transfer on the respiratory chain as 
well as a decrease in ATPSβ expression may 
contribute to ROS over produc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hepatic 
insulin resistance (47, 48).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pression of ATPSβ expression,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ATP synthesis and a 
possible increase in ROS production, might be a 
novel mechanism for lipid-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 in liver and muscle cells. 

Activation of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exerts beneficial effects on 
amelioration of hyperglycemia (49). The activity 
of AMPK is modula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an increase in the AMP-to-ATP ratio, 
adiponectin, and metformin (49). The 
antidiabetic drugmetformin can target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to inhibit ATP 
production (50, 51), leading to the activation of 
AMPK (52), which at least partially mediates 
metformin�s hypoglycemic effects. However, 
some deleterious effectsof AMPK activation, 
including inhibition of insulin secretion (53), 
induction of pancreatic β-cell, and renal 
medullary interstitial cell apoptosis (54, 55),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Given the role of ATP 
as the key energy storage molecule and an 
important signaling molecule (30-32), activation 
of ATPSβ-ATP-P2 receptor signaling may have 
some unique advantages than activation of 
metformin-AMPK signaling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In summary, the curr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TPSβ expres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P content in the livers of diabetic mice. 
A decrease in ATPSβ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leading to the reduction ofATP content and 
attenuation of the P2 receptor-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es. Upregulating hep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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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Proposed mechanism of ATPSβ in regulation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 the livers. ATPSβ enhances 
ATP synthesis and elevates the extracellular ATP level, 
which activates P2 receptors to increase cytosolic free 
calcium levels. Finally, elevated cytosolic calcium levels 
activate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a 
CaM-dependent manner, lead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The → represents activation or 
enhancement, and⊥represents repression. 

 

ATPSβ might be an attra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type1 and type 2 diabetes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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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

基质生物学学术 

1. 召开基质生物学会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议，向各位委员颁发证书及

讨论今后工作计划； 
2. 基质生物学国际研讨会 

3月 
18-20日

100-150 北京 孔  炜 
战  军 

13401176702/ 
kongw@bjmu.edu.cn;

（孔炜） 
zhanjun@bjmu.edu.cn

（战军） 

2 
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养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

会议 
胃肠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4月 

15-17日
100 苏州 徐广银 

张弘弘 
13584847041 
13862155022 

3 足部运动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通过足部运动、器械辅助、健身走

方法等干预手段，研讨对人体健康

的最适促进作用 

5月 
17-18日

20-30 浙江 
海宁 徐玉民 18968045691 

4 儿童青少年动作发展与身体
活动促进国际论坛 

促进儿童青少年运动技能与

体适能研讨 
5月 

18-22日
80 北京 张一民 13641108252 

5 血液肿瘤论坛 血液肿瘤相关前沿进展汇报和交流 5月22日 150 南京 郝  莎 15222596436 

6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
委员会议 肾脏专业委员会工作安排及学术交流 5月 35 重庆 管又飞 

陆利民 
13910513154 
18516078948 

7 2016 武汉胃肠功能性疾病
国际论坛 

胃肠功能性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

床；肝病、胰腺疾病、消化系肿瘤、

幽门螺杆菌、炎症性肠病的研究 

6月 
24-26日

400 武汉 刘劲松 13871593366 

8 中国生理学会内分泌代谢
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讨论 2017 年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筹备情况 6月 45 拟在 

张家口
毕植宁 029-84774571 

/zhiningbi3016@126.com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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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9 中国生理学会疼痛转化研究
专业委员会年会 疼痛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7月 200 哈尔滨 王国年 13351880085 

10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
委员会年会 肾脏生理与疾病基础研究 7月 200 大连 管又飞

陆利民 
13910513154 
18516078948 

11 2016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
生理学术年会 

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 
会议 8月 20日 150 银川 张鸣号 

谭晓秋 
13995178770 
13982765332 

转化神经科学专委会专场 1：
“ Insights into the function and 
regulation of central monoaminergic 
and adenosinergic systems”专题 

150 周嘉伟 13918299495 

转化神经科学专委会专场 2：
“Parkinson�s disease: from bench 
to bed”专题 

待定 谢俊霞 jxiaxie@public.qd.sd.cn 

内分泌与代谢专委会与比较生理

学专委会专场：“Neuroendocrine 
and endocrine molecules and the 
multi-regulation in physiology”专题

100 毕植宁 
18502921951 
029-84774571 

/zhiningbi3016@126.com 

应 用 生 理 学 专 委 会 专 场 ：

“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 
hypoxia adaptation, ischemia 
protection and microgravity 
regulation”专题 

120 范  明 
朱玲玲 

010-66931315 

中 医 院 校 生 理专 委 会 专 场：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iagnosis and auxiliary 
equipment for treatment”专题 

50 牛  欣 
司银楚 

bjsiyinchu@sina.com 

呼吸生理专委会专场：“Pulmonary 
microenvironment: From basic 
research to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专题

待定 罗自强 luozq1962@163.com 

循环生理专委会专场：“The molecular 
basis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 
cardiovascular systems”专题 

待定 曾晓荣 
谭晓秋 

13608285316 
13982765332 

肾脏生理专委会专场：“Renal 
physiology and the basis of renal 
disorders” 

待定 管又飞 
陆利民 

13910513154 
18516078948 

应激专委会专场：“ Stress and 
Health”专题 待定 钱令嘉 13920581836 

血液专委会专场：“Physiological 
regulation of hematopoietic cells in 
normal or diseased state”专题 

100-200 郝  莎 15222596436 

消化与营养专委会专场：“Gut 
Function and Homeostasis”专题 100-200 徐广银 

朱进霞 
13584847041 
13693279817 

疼痛转化研究专委会专场 1：“The 
emotional modulation of pain”专题 100 胡  理 18084053555 

疼痛转化研究专委会专场 2：“The 
epigenetic modulation of pain”专题 100 高永静 18260599258 

生殖专委会专场 1：“Molecular 
players in Pregnancy”专题 150 王红梅 

倪  鑫 
13552900180 
13386277132 

12 中国生理学会 90周年庆典暨
2016年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生 殖 专 委 会 专 场 2 ：
“Gametogenesis”专题 

9月 
25-28日

150 

北京 

曾旭辉 
范衡宇 

18170951860 
1360054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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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基质生物学专委会专场：“The 
interplay between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and cell during health 
and disease”专题 

60 孔  炜 
张宏全 

13401176702/ 
kongw@bjmu.edu.cn;

（孔炜） 
zzhang@shsci.org 
（张宏权） 

外事工作委员会专场：“The control 
of motor behavior: From plasticity 
to circuitry”专题 

待定 容永豪 whyung@cuhk.edu.hk 

组 织 工 作 委 员 会 专 场 1 ：
“Mitochondria and Metabolism in 
Muscle Physiology and Disease”专题

待定 王世强  

  

组织工作委员会专场 2：“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rdiac E-C 
Coupling / Ca2+ regulation”专题 

 

待定 

 

王世强  

13 全国应激生理学学术大会 
借 2016 国际生理学大会之机召开
全国应激生理学学术大会和专委

会全体成员会议 
9月 50 北京 钱令嘉 13920581836 

14 血液生理青年论坛 青年学者就血液学基础以及临床

最新进展汇报和交流 9月 100 徐州 郝  莎 15222596436 

15 第三届疼痛转化研究学术 
研讨会 

探讨疼痛医学的基础研究与临床

实践相互结合 
10月

15-16日
100-150 深圳 蒋昌宇 18819066591 

16 首届南京国际体能康复会议 体能康复新理念、新方法 10月
27-29日

30-40 南京 戴剑松 13584077283 

17 首届全国学生体适能研究
学术大会 

各类学校学生体质健康、体育

教学、学校体育装备等研究交流 
10月

28-31日
150-200 南京 孙  飙 13505150835 

18 山东省头痛高峰论坛 头面痛基础与临床研究新进展 10月 200 济南 陈春富 13853153248 

19 神经精神疾病基础及临床
研究进展研讨会 

交流神经精神疾病基础及临床研

究的新进展 10月 20-30 长春 周嘉伟 13918299495 

20 2016年度比较生理学学术会议 近年比较生理学国际国内进展 10-11月 50-80 香港 陈学群 chewyg@zju.edu.cn 

组织活动 

1 2016年国际心血管高峰论坛 协助会议组织等相关工作 4月 
14-17日

100 泸州 曾晓荣 13608285316 
13982765332 

2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
生理学教学研讨会 

为全国生理学工作者提供报告生

理学教学研究成果和交流教学改

革经验的平台 

7月 
1-3日 待定 大连 罗自强 luozq1962@163.com 

3 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
委员会会议 讨论专委会相关工作 8月 20日 47 银川 曾晓荣 

谭晓秋 
13608285316 
13982765332 

4 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业
委员会 2016年委员会会议 

讨论 2017 年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的主题和举办地 9月 28日 40 北京 史庆华 

王海滨 
18655114911 
13651370922 

5 2016 全国运动生理学教学
研讨会 

总结交流全国体育院校（系）运动

生理学教学工作经验，分析现行教

材内容、体例的修订状况，确定实

验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提高不

同专业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培养的

运动生理学教学水平，促进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

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 

10月
28-30日

150 长沙 汤长发 13607448559 

6 中国生理学会应激专业
委员会换届改选 

完成下一届应激生理学专业委员

会换届改选，并向新一届专委会

移交工作 
年底 30 待定 钱令嘉 13920581836 



 20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2016 中国生理学会新型
生理学实验技术平台培训班

新型实验教学培训 7月 
25-31日

120 贵州 肖  玲 
刘  璐 

010-65278802 
010-85158602 

2 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
实验技术培训班 

规范运动生理学实验内容的技术

培训 
12月 
2-4日 

60 北京 熊开宇 13641220664 

期刊活动 

1 《运动生理学研究生教程》
通稿会 

编写出版《运动生理学研究生教程》，

汇集当今运动生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精

心梳理课程篇章结构安排，使之成为适

应研究生培养、应用需求的精品教材

5月 
20-22日

20 北京 王瑞元 13501056993 

科普活动 

1 科技周活动 待定 5月 待定 北京 肖  玲 010-65278802 

2 胃肠功能系列讲座 中老年人胃肠功能保健科普讲座 上半年 100-200 苏州 徐广银 
张弘弘 

13584847041 
13862155022 

3 科普讲座 
在包括高校教师、科研人群和军人

群体等高压力职业人群开展系列

性应激生理学科普讲座 

约 5次，
待定 50/批次 多城市 钱令嘉 13920581836 

其他活动 

1 运动生理学双语教材编写会

为顺应高等院校运动人体科学专
业的发展需要，组织运动生理学
双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并积极争
取列入人民体育出版社或其他出
版单位的重点教材计划之中。通
过对国外原版参考教材的查找和
筛选，找到适合国情的教材版本
进行翻译、编写。双语教材将以运
动人体科学专业学生为定位，以培
养提高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为目
标，使学生通过双语教材的学习，
能够顺利阅读英文专业文献，也
为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打下基础 

6月 
10-12日

15 北京 王瑞元 13501056993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中国南方心血管转化医学论坛 学术交流 4月 200 广州 余细勇 yuxycn@163.com 

2 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学术研讨会 学术交流 5月

20-22日
300 北京 李子健 lizijian@bjmu.edu.cn 

3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机能实验

教学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暨全国机能学科实验教学平

台建设研讨及新实验方法

技术培训会议 

学术交流 7月
19-24日

100 南宁 龚永生 fxbgong@126.com 

4 动物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学术研讨会 

学术交流 7月 100 海口 张书霞 shuxia@njau.edu.cn 

5 免疫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
沙龙 

学术交流 7月 100 大连 刘  强 liuq9@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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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6 明湖论坛 学术交流 8月 50 待定 陆大祥 ldx@jnu.edu.cn 

7 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 2016 学术交流 9月
22-25日

800 大连 杜  斌 dubin98@yahoo.com 

8 心血管专业委员会暨 ISHR
中国分会学术交流会 

学术交流 9月 1000 武汉 余细勇 yuxycn@163.com 

9 第十三届受体与信号转导
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10月 200 西安 李子健 lizijian@bjmu.edu.cn 

10 肿瘤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
全国肿瘤会议 学术交流 10月 200 待定 寿成超 cshou@vip.sina.com 

11 中国微循环周 学术交流 10月 100 北京 韩晶岩 hanjingyan@bjmu.edu.cn 

12 
中医专业委员会、炎症发热

感染低温专业委员会第十五

次联合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10月 200 辽宁 李  萍 liping411@126.com 

13 第十六届免疫专业委员会
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11月 100 大连 刘  强 liuq9@mail.sysu.edu.cn 

14 动脉粥样硬化中加联合会议 学术交流 待定 300 
加拿大

卡尔 
加里

刘录山 capas_cn@163.com 

组织活动 

1 动物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学术研讨会 换届改选 7-8月 60 海口 张书霞  

2 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 2016 换届改选 9月
22-25日

60 天津 王  谦  

3 第十三届受体与信号转导
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换届改选 10月 100 西安 张幼怡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机能学科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研讨及新实验方法技术培训

 7月
19-24日

100 南宁 龚永生  

2 

2016 第十四届国际心脏研究
会（ISHR）中国分会暨第十七
届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心血管

专业委员会学术大会 

 

9月 1000 武汉 汪道文  

3 
中医专业委员会与炎症发热

感染低温专业委员会联合

学术会议 

 
10月 200 辽宁 李  萍  

中国营养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负责人 电话/邮箱 

学会重点活动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5
版）培训、宣传    全国   

2 第二届“全民营养周”活动
 5月

15-21日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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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负责人 电话/邮箱 

3 全球营养报告发布会暨第二
届亚洲营养领导人高峰论坛

 6月  北京   

4 第五届两岸四地营养改善
学术会议  9月  上海   

学术活动 

1 “十三五”营养学科发展战
略报告发布、解读 营养发展战略 1-6月  北京  010-83554781 

2 零食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 成年人和儿童零食消费行为 3月、
5月 

 京内 
京外  010-83132503 

3 第四届全国营养教育工作会
议 全国营养师教育工作讨论会 4月  北京  010-83554781-826 

4 膳食纤维与特殊营养学术
研讨会 特殊营养会议 4月  待定  022-84655429 

5 儿童膳食营养状况学术交流 儿童营养改善 5-7月  京外  010-83132503 

6 老年营养学术研讨会 老年膳食营养 6-7月  北京、
江苏  13611309379 

7 功能食品与营养补充剂发展
研讨会 功能食品与营养补充剂发展 8月  待定  010-83132569 

8 特殊营养全国第九次学术会议 特殊营养年会 8月  待定  022-84655429 

9 第五届两岸四地营养改善会议 两岸四地最新营养前沿研讨交流 9月  上海  010-83554781 

10 CNLP学术交流会 CNLP学员交流 9月  上海  010-83554781-816 

11 老年营养成功老龄化学术
研讨会 老年人营养改善与成功老龄化 11-12月  广州  13719222686 

12 2016年度临床营养学术年会 临床营养学术会议 12月  北京  010-66939619 

13 CNS营养科研基金 DSM营养科研基金和伊利营养基金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26 

14 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现代医学营养学分支编纂

工作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 

国际交流 

1 亚洲食品创新与营养改善
圆桌会议 亚洲食品创新与营养改善 1月 

28-29日
 新加坡  010-83554781-808 

2 美国实验生物大会（EB）
2016 中国分会场 4月 

2-6日 
 美国圣

地亚哥
 010-83554781-808 

3 全球营养报告发布会 Global 
Nutrition Report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 IFPRI 6月 

16-17日
 北京  010-83554781-808 

4 第二届亚洲营养领导人高峰
论坛 DRIs 6月 

16-17日
 北京  010-83554781-808 

5 美国食物与营养大会 FNCE 
2016 美国营养师协会 AND 10月

15-18日
 美国 

波士顿
 010-83554781-808 

6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分会场 营养学科最新发展 10月  北京  010-83554781-808 

7 植物营养素和功能食品会议 第六届中韩植物营养交流会 10月  韩国  010-83132569 

组织活动 

1 第八届理事长办公会（2-3次）工作会议 4月、8
月、12月

 北京  010-8355478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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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负责人 电话/邮箱 

2 第八届常务理事会议（2次） 工作会议 6月、
9月 

 北京、

上海 
 010-83554781-816 

3 全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联席会 全国营养学会工作会议 8月  北京  010-83554781-816 

4 第八届理事会议（1次） 工作会议 9月  上海  010-83554781-816 

5 各专业分会工作会 工作会议及换届工作 全年  待定  010-83554781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5）
的应用与推广 膳食指南应用与推广 4月 

18-21日
 各地  010-83554781 

2 第二十三期营养知识更新班 营养新技术 11月 
14-16日

 北京  010-83554781-826 

3 注册营养师培训班 营养师考试培训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5版）培训 全国讲师培训 全年  全国  010-83554781-825 

5 妇幼营养技能培训计划 万名妇幼营养、医护人员培训 全年  全国  010-83554781-825 

6 营养人才队伍能力建设 技能培训及知识更新 全年  全国  010-83554781 

7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待定  待定  010-83554781-816 

期刊活动和网媒 

1 《营养与代谢科学简讯》 营养与代谢科研领域新进展、

新趋势等 每周  上海  021-54920249 

2 《会员通讯》 内部资料 双月刊  北京  010-83554781 

3 《营养学报》编辑出版及管
理工作会议 工作会议 2-3月  北京  010-83554781 

4 中国营养学会官网 学会官方网站 全年  官网  010-83554781-805 

5 “中国营养界”和“中国好
营养”两官微 继续运营两个官微公众号 全年  网络  010-83554781-805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网站 膳食指南专用网站 全年  官网  010-83554781-805 

7 微信科普辟谣工作 针对营养谣言，组织专家辟谣 全年  官微  010-83554781-805 

科普活动 

1 “全民营养周”系列活动 预热、启动、全国联动活动 3-5月  全国  010-83554781-825 

2 特殊人群膳食指南发布暨
学术研讨会 学龄儿童、孕妇乳母、老年人 7-8月  待定  010-83554781 

3 配合中国科协开展科普活动 结合全国科技周、科普日开展活动 9月  各地科协  010-83554781-825 

4 继续开展卫计委指导的
“健康生活方式”活动 

以“读营养标签过健康生活”和“减

盐限油预防慢病”为重点 
 
全年  全国  010-83554781-825 

5 北京市教委、科委“雏鹰计划”北京市中小学开展营养教育工作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25 

6 北京市教委、科委“初中
开放科学实践活动” 

营养小创客培育工作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25 

7 科普书籍出版 《营养科普系列丛书》的编写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25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5版）宣传推广 传播活动和全国科普宣讲 全年  全国  010-83554781-825 

9 微信和新浪微博营养健康科普 科普微信公众号“中国好营养” 全年  网络  010-8355478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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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负责人 电话/邮箱 

政府服务承接 

1 营养政策书籍 各国儿童营养政策收集编写 1-6月  北京  010-83554781 

2 中国科协学会能力提升专项 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优
秀科技社团项目建设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08 

3 科技评价、评估 营养科技评价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08 

4 营养立法工作 立法工作案例、法规分析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 

5 科技扶贫工作 儿童、老年等特殊人群 全年  待定  010-83554781 

科研与项目调查 

1 不同油脂对血脂的影响研究 科研合作项目 全年  待定  010-83554781-808 

2 农村学龄儿童维生素 A 营养
改善研究 科研合作项目 全年  甘肃  010-83554781-808 

3 中国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营养
改善项目 科研合作项目 全年  贫困 

地区 
 010-83554781-808 

4 营养相关疾病营养干预研究 科研项目 全年  北京  010-83554781-808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第九届全国 RNA学术会议 待定 5月  上海 雷  鸣  

2 代谢生物学会议 代谢及代谢相关疾病 5月 
20日 

200 上海   

3 第九届蛋白质组学大会 大数据时代的蛋白质组学 5月
21-23日 1000 厦门 徐  平 010-61777113 

4 第三届磷脂信号分子专题
研讨会 

研讨脂质代谢关键酶的表达调控

和活性调控；脂质受体在特定组

织、特定发育阶段的分布、生理功

能及其信号通路；脂质介质及其代

谢关键酶的检测技术 

7月 20 呼和 
浩特 高  勒 13624710463 

5 第五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教学研讨会 学术报告、示范授课 7月 250 合肥 臧建业 13955181090 

6 2016年全国糖生物学学术 
会议 

交流探讨糖蛋白、糖链、糖脂以及
相关糖基转移酶等糖复合物在疾
病中的功能 

7-8月 500 南通 
大学 顾建新 021-54237703 

7 第三届中国计算蛋白质组学
研讨会 计算蛋白质组学 8月 200 大连 张丽华 13998606612 

8 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理事会会议与项目推介会 讨论分会工作，理事进行项目推介 8月 

40名理事
推介会会
议 100人

四川 
绵阳市

李素霞 18516265835 

9 中医药生化分会 2016年会 教学研交流 8月 150 杭州 
毛水龙

冯雪梅 
王  勇 

 

10 第十三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
学术会议 

召开第十三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

学术会议 
9月

16-18日
400 济南 

管庆波 
黎  健 
王绿娅 

15610119937 
010-58115048 
010-6445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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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1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 

学术报告 9月 200 甘肃 许  雷 010-82109695 

12 第二届高密度脂蛋白功能与
心血管疾病研讨会 

围绕高密度脂蛋白（HDL）功能与
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分 5 个专题
进行研讨 

10月 200 广州 区景松 13631462338 

13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16年全国学术大会 

整 体 生 物 化 学 （ Integrative 
Biochemistry）包括：生物合成调
控、生物分子修饰、生物分子动态

分布、代谢调控、生物化学应用、

生物化学教学，以及青年科学家论

坛、博士生论坛等 

10月
20-23日

2500 杭州 
孙晓丽

王一倩

宋  娟 

021-54921088、 
021-54922818（会务）； 
021-54921090（招展） 

14 第四届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11月
9-10日

 广州   

15 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研讨会 学术报告 12月 100 上海 陆  杨 021-54921629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蛋白质组学高级研修班 蛋白质组学技术 8月 100 北京 董  嶶 13811003026 

2 组学研究基部原理、用途及
方法 讲座 11月 30-40 贵阳 许  雷 010-82109695 

科普活动 

1 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放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4月 50 济南 臧恒昌 13905316762 

2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40 上海 陆  杨 021-54921629 

3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200 西安 张  伟 029-84773488 

4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100 西安 赵  晶 029-84772701 

5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30-40 贵阳 赵懿琛 13511962683 

6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30-40 青岛 侯晓敏 15854279136 

7 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活动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5月 30-40 福州 张灵玲 0591-83789259 

8 蛋白质组学社区服务 蛋白质组学和个性化医疗 8月 50-100 北京 徐  平 010-61777113 

9 浅谈生命中的糖  7-8月 500 南通 
大学 顾建新 021-54237703 

10 糖与人体健康  7-8月 500 南通 
大学 顾建新 021-54237703 

11 农业生物技术专题科普讲座 科普报告/实验室参观 9月 30-40 兰州 王化俊 0931-7631234 

其他活动 

1 首届西北五省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学术报告 6月 150 银川 裴秀英 15809609991 

中国药理学会 2016年部分学术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 第五届“循证药学与合理
  

用药”培训班 
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

专业委员会 8月 200 四川 曾力楠 
13618087260 

/egg16@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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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2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第三届
年会 基层医院学组年度会议 9月 

23日 60 待定 李苗伟 
010-69051274/ 

tdmjcwyh@163.com 

3 第五届全国医院药品风险 
管理学术年会 风险管理学组年度会议 9月 

23日 100 待定 陆  进 010-84205559/ 
lujin07091@sina.com 

4 亚太地区治疗药物监测学术
年会 

亚太地区（中、日、澳、香港等地
区）治疗药物监测学术会议 

9月 
23-24日 400 待定 陈文倩 010-84205382/ 

tdmchina@126.com 

5 第六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 
学术年会 治疗药物监测年度会议 9月 

22-24日 400 待定 陈文倩 010-84205382/ 
tdmchina@126.com 

6 

中国药理学会第十四次全国
学术大会暨中国药理学会-
施维雅优秀青年药理学工作
者奖 20周年学术论坛 

学术年会 10月
21-24日 100 北京 穆  鑫 010-63165211/ 

muxin@imm.ac.cn 

7 第二届中英双边药理学学术
会议 中药与肿瘤药理学 12月

13-15日 100 英国 
伦敦 穆  鑫 010-63165211/ 

muxin@imm.ac.cn 

中国免疫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第二届中芬免疫学研讨会 中国、芬兰两国免疫学高峰论坛
3月 31日
-4月 1日 40 北京 郭红宇 guohongyu@bjmu.edu.cn 

2 2016 年美国免疫学会年会中国
免疫学会分会场  5月14日 150 美国   

3 第七届全国移植免疫学术会议 中国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学术
会议 7月 120 上海 丁国善  

4 第十四届国际树突状细胞
大会 

中国免疫学会承办的国际学术 
会议 

10月
14-18日 600 上海 魏  薇 010-69156451 

5 第十一届中国免疫学会全国
免疫学学术大会 中国免疫学会学术年会 11月 

4-7日 2000 合肥 魏  薇 
姚  婕 010-69156451 

6 第五届中德免疫学研讨会 中国、德国两国免疫学高峰论坛 12月 
4-8日 20-30 德国 姚  婕 010-69156451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中国免疫学会第五届博士生
暑期学校 疫苗与感染 7月 

1-10日
60 北京 魏  薇 010-69156451 

2 第五届全国生殖免疫培训班 中国免疫学会生殖免疫分会主办 9月 60 上海 杜美蓉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纳米生物物理学高端研讨会 纳米材料与生物界面相互作用 1月
13-16日

35 广西 
北海 梁兴杰 010-8254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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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2 第五届中国结构生物学  学
术讨论会 

由中国电子显微学会冷冻电镜分

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生物物

理分会、生物超微结构显微成像分

会和中国晶体学会大分子分会共同

承办。会议主席隋森芳院士、组委

会主席许瑞明研究员、秘书长尹长

城教授。地方承办单位为南方科技

大学（深圳），承办人：汪涛教授

4月
20-22日

200-300 广州 
深圳 马  丽 010-64887226 

3 

第三届“蛋白质介导的膜塑

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

网址：
http://2016msrp.csp.escience.cn

该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共

同主办。由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协办。会议主题：1. 蛋白质
介导的囊泡发生；2. 蛋白质介导
膜融合和裂解；3. 蛋白质介导的
细胞器互作；4. 蛋白质介导的膜
塑形 

5月 
19-22日

120 四川 
成都 王  悦 010-64889894 

4 第十次中国辐射与环境生物
物理学术大会 

交流近四年本领域学术研究进展
和重要创新 5月 200-300 福州 

或上海
高  福 021-81871148 

5 

第七届亚太线虫国际会议 
网址：
http://apwm2016.csp.escience.
cn 

会议主题： 
1. 系统和定量生物学 
2. 生殖系细胞分裂，细胞极性 
3. 发展时机，细胞命运，基因表达
4. 细胞死亡，细胞器 
5. 老化、压力、新陈代谢，发病机理

6月
25-29日

150 北京 马  丽 010-64887226 

6 

The 2016 Kuo Symposium on 
3D Cryo-EM Molecular 
Imaging 
http://www.icsb-bj.com/Procon
/index/id/639/aid/5396/nid/171

会议主题： 
1. Cryo electron microscopy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ar 
complexes 
2.Sample prepar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3.Image processing and 
reconstruction 
4.Electron diffraction 
5. Single particle analysis 
6.Electron tomography 

6月
27-30日

200 北京 马  丽 010-64887226 

7 
第十一届钙信号和细胞功能

研讨会 
http://cscs2016.csp.escience.cn/

本次会议将围绕“钙信号功能及
机制”、“钙离子在重大疾病中的
作用”、“钙信号相关 G 蛋白偶联
受体，离子通道和新药研发”、“钙
信号检测技术进展”等方面进行
交流，旨在为海内外学者提供合
作平台，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7月
21-24日

 
200 贵州 

遵义 王  悦 010-64889894 

8 第 9届全国光生物学学术会议 光生物学前沿进展 7-8月 100 待定 学会 
秘书处 

 

9 
第五次国际暨第十四次全国

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http://ismb2016.csp.escience.cn/ 

专题： 
（1）膜系统的结构与功(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membrane 
systems)  
（2）膜动态(Membrane Dynamics)
（3）膜运输异常相关疾
(Membrane transporting/trafficking 
disorder) 
（4）膜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
法(Advanced approaches and 
technologies in biomembrane 
studies) 

8月 
4-7日 

250 吉林 
长春 马  丽 010-6488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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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0 全国脂代谢研讨会 待定 8月 150 辽宁 
大连 王  悦 010-64889894 

11 第8届北京医学影像发展论坛 精准医学-影像技术学术研讨会 8月 500 中国 
厦门 杨  鑫 010-82628760 

12 2016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生物物理分会场）  11月 

1-3日 900 北京 马  丽 010-64887226 

13 中美第五届纳米医学和  治
疗研讨会 纳米药物载体和肿瘤治疗 11月 

1-5日 90 海南省
三亚 梁兴杰 010-82545569 

14 全国波谱学会议 波谱学方法和应用 待定 
3天 200 待定 毛诗珍  

15 EPR年度研讨会 EPR 方法及在物理、材料、生命
科学中的应用 

待定 
1天 100 衡阳 苏集虎  

16 全国生物物理化学会议 物理化学方法与生命科学的交叉
和创新 

待定 
3天 400 合肥 

叶树集 
刘扬中 
田长麟 

 

17 光生物物理学专题研讨会 光生物物理专题 待定 40 待定 学会 
秘书处  

18 第六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
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 学术交流 待定 150 上海 齐颖新 13681951183 

19 第二届生物力学青年学术研
讨会 学术交流 待定 60 南京 李志勇 15190452255 

继续教育活动 

1 
The 9th K. H. Kuo Summer 
School of Electron Microscopy 
& Crystallography 

1.Single particle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image processing 
2.Microcrystal electron diffraction 
technique 
3.Electron tomography and 3D 
reconstruction 
4.Correlative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6月
24-26日

100 北京 范元元 
fanyuanyuandream 

@yeah.net 

2 关于《低温样品制备与免疫
标记》专业技术高级研修班

1.主题报告 
（1）生物电镜低温制样技术的回
顾、探讨和展望 
（2）高压冷冻/冷冻替代/冷冻切
片技术及其发展应用 
（3）免疫电镜的方案设计和技术
要点 
（4）光电关联样品制备及成像 
（5）高通量大尺度的样品制备及
成像 
（6）最新进展及应用实例介绍 
2.现场教学 
（1）高压冷冻仪、冷冻替代仪、
超薄切片机的使用 
（2）高压冷冻冷/冻替代样品制备
技术 
（3）低温超薄切片技术 
（4）免疫标记技术 
（5）电镜样品观察、低温电镜样
品观察 
（6）光电关联样品观察 
（7）细胞的图像处理与三维重构

9月 

105（讲座
100人、培
训 30人、
工作人员  

5人） 

北京 孙  磊 010-6488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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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3 关于《低温电镜专项技术》
专业技术短期培训班 

1.报告会 
（1）低温透射电镜技术 
（2）透射电镜理论 
（3）透射电镜操作 
（4）相机原理及使用要点 
（5）样品准备等方面 
2.现场教学 
（1）负染色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2）低温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3）负染色透射电镜样品观察 
（4）低温透射电镜样品观察及  
数据收集流程 

11月 

112人（讲
座 100人，
实习 35
人，工作人

员 12人）

北京 黄小俊 010-64888419 

科普活动 

1 科普报告进会场（5-10场） 各专业会议日程 4-10月
100-200
人/次 待定 会议 

组织者 
 

2 Brain B国际脑与认知竞赛的
选手科普 脑与认知科普讲座 4-11月 30 长春、

澳门 赫荣乔 010-64889876 

3 博士科普团培训 训练科普骨干 5-10月 20-40 生物 
物理所

杜宝臣 010-64888478 

4 脑与认知科普训练 脑与认知知识与实验技能 6-8月 10 生物 
物理所

赫荣乔 010-64889876 

5 北京广播电台（2-4次） 科普宣传 待定 待定 

北京新

闻覆盖

地区及

网络 

都培双 010-6483037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16年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深圳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
学术年会 深圳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学术年会 1月 9日 300 深圳 郑海荣  

2 浙江省生物电磁学重点
实验室年会 科研工作总结暨学术交流 1月 60 杭州 陈光弟  

3 湖北精放年会 胃癌研讨会 2月 300 武汉肿瘤 
医院 龙志雄  

4 精确放疗 技术交流 2月 100 上海 毛  凯  

5 健康物联网技术及产业发展
论坛 探讨健康物联网新技术及产业发展 3月 150人 

左右 北京 张  伶 
王佳莹  

6 2016 年 3D 组织构建与生物
3D打印关键问题学术论坛   4月 9日 50 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 弥胜利  

7 分会换届会议暨血液净化
疗法新进展研讨会 

分会换届改选，研讨血浆置换、血

液吸附、血液透析、连续性血液净

化等疗法的规范化治疗、管理及新

进展，拟定分会发展目标 

4月 15日 300 西安 柏  明  

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透析
移植分会年会 学术交流，专业培训 4月 200 上海 邱建新  

9 体外反搏学术活动（南方
心血管会期间） 学术交流 4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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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0 与国际血液净化学会合作
召开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

血液净化在临床的应用 5月 300 杭州 赵  颖  

11 第二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组织第二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5月 40-50 江苏南京 王丽珍  

12 学术研讨会 脉冲电磁辐射的生物效应特点
研讨会 5月 10 上海 陈树德  

13 电穿孔介导的肝癌治疗进展
汇报 

与浙江大学等就电穿孔介导的
肝癌治疗进行实地深入交流 5月 10 北京 巫彤宁  

14 第二届国际放疗研讨会 主流放疗技术讨论 5月 200 西安 梁  军  

15 可穿戴健康工程技术与产业
论坛 

探讨可穿戴技术在健康工程中的
应用及相关产业发展 5月 200人 

左右 深圳 张  伶  

16 军事医学工程与卫生装备
前沿技术论坛 

涉及战现场搜救、急救、快速检测

与后送生命支持、医技保障、急救

训练与培训等方面 
5月 120 河北保定 陈  锋 

宋振兴 
 

17 与国际血液净化学会合作召
开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 血液净化在临床的应用 5月 300 杭州 赵  颖  

18 驼峰 HTM采购管理论坛 学术交流 6月 100 待定 贺密会  

19 肝癌精确放疗 肝癌放疗 6月 200 上海 曾韶冲  

20 医学物理分会京津冀鲁晋
学术会议 学术报告与交流 6月 200 北京 杨  波  

21 2016年医用机器人高峰论坛 研讨医用机器人发展与应用前景 上半年 200 北京 刘亚军  

22 第一届学术交流年会 医用机器人临床应用研究 上半年 200 北京 刘亚军  

23 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导力培训 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导力培训 第二 
季度 

30 待定 张继武  

24 体外反搏学术活动（深圳
福田论坛期间） 学术交流 7月 100 深圳 冷秀玉  

25 第五届全国生物与医学纳米
技术博士生论坛 

第五届全国生物与医学纳米技术
博士生论坛 7月 100  谭逸斌  

26 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年会 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年会 7月 60  谭逸斌  

27 健康工程分会学术年会 探讨健康工程研究进展 7月 150人左右 待定，与学会

一致 张  伶  

28 第七届全国介入医学工程大会 介入医学工程 7、8月 300 待定 郑玉峰  

29 2016 年天津神经工程高峰
论坛 

本次会议由天津大学、中国医学

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河

北工业大学联合主办，由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

会与 IEEE-EMBS天津分会支持，
由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和天

津神经工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承

办。本次会议诚挚邀请国内外各

大院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等

单位从事神经工程研究的知名专

家、学者、企业家进行深入交流，

就神经工程学科及交叉前沿、最

新成果、产业前景、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研究展开深入探讨 

8月 100 天津 明  东  

30 驼峰售后服务模式论坛 学术交流 8月 100 待定 贺密会  

31 生物电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 

国内生物电磁学研究进展暨学术
交流 8月 50 苏州 周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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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32 专委会会议 讨论 2016年工作进展与计划 8月 44 上海 王丽珍  

33 中美生物力学大会 
讨论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方面

最新进展，深入性研讨 
8月 30-100 上海 王丽珍  

34 第二届力学生物学高级讲习班 组织力学生物学高级讲习班 8月 80-100 上海 王丽珍  

35 2016-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 专业新进展、学术交流 8月 
19-21日 

500 湖南长沙 杨舒娅  

36 
基层血疗论坛�血液净化
疗法与管理 

介绍血浆置换、血液吸附、血液透

析、连续性血液净化等疗法的原

理、适应证、操作及并发症的管理

9月   柏  明  

37 参加 IEEE超声年会 组织会员参加在法国举行的 IEEE
国际超声年会（IEEE IUS 2016） 9月 30 法国图尔 陈  昕  

38 肿瘤靶向治疗新技术研讨会   9月 300 江苏南京 高畅言  

39 分会学术年会 分会学术年会 
第三 
季度 

50 成都 张继武  

40 
2016 传统医学与临床工程
国际论坛 

传统医学诊疗手段、诊疗设备在临

床工程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展望
10月 80-100 上海 徐  刚  

41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高层论坛 学术报告，委员交流活动 10月 200 广州南方  
医科大学 郭兴明  

42 间充质干细胞研讨会 间充质干细胞鉴定和临床应用标准 10月 100 广州 张  磊  

43 西部精放技术交流会 精放技术 10月 80 新疆 伊斯堪

达尔 
 

44 第八届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
国际研讨会 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 10月 150 深圳 王晓梅  

45 体外反搏学术活动（长城
心血管会期间） 学术交流 10月 150 北京 冷秀玉  

46 
与国家体内植入物标委会合

作举办人工器官与体内

植入物标准研讨会 
讨论标准规划 11月 80 天津 赵  颖  

47 第 18 届起搏器基础与进展
研讨班 起搏器基础与进展 11月 500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段江波  

48 第 27届高级临床心脏电生理
研讨班 电生理基础与进展 11月 200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段江波  

49 
举办中国生物医学超声联合

学术年会 

分会主办，深圳大学承办中国生物

医 学 超 声 联 合 学 术 年 会

（CUMB2016）。会议将邀请海内
外医学超声领域的专家、学者、工

程师参加，把会议打造为一个高水

平学术交流的平台 

11月 200 深圳大学 陈  昕  

50 
2016年度国际神经信息 
研讨会 

电子科技大学神经信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医学神经工程分会举

办，邀请国内外的相关领域的专

家，对神经信息包括神经工程在内

的多个方面的前沿以及发展方向

进行讨论 

11月 200 成都 尧德中  

51 2016 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联合年会 承办 16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年会 11月 700 广州 高  杨  

52 全体委员大会 学术交流 11月 500 待定 贺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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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53 
与国家体内植入物标委会合

作举办人工器官与体内

植入物标准研讨会 
讨论标准规划 11月 80 天津 赵  颖  

54 电磁辐射危害与医学防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年会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暨学术交流 12月 50 重庆 周  舟  

55 中医药工程分会 2016学术年
会 中医药工程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2月 30-60 待定 徐  刚  

56 医学物理分会京津冀魯晋
学术会议 学术报告与交流 12月 200 北京 杨  波  

57 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联合
峰会 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联合峰会

第四 
季度 待定 待定 张继武  

58 第 18 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心律分会年会 心律学新进展 待定 2000 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 
段江波  

59 心律失常诊治新理念巡讲
中国行 心律失常诊治新理念 待定 400 全国 张  萍  

60 中国心电学论坛 2016 心律学基础与进展 待定 2000 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 段江波  

61 全国射频消融治疗快速心律
失常注册 

注册射频消融治疗快速心律失常
患者 待定 待定 全国 张  萍  

62 离子通道病全国注册协作 注册登记离子通道病患者 待定 待定 全国 张  萍  

63 肿瘤靶向治疗学术沙龙   待定 200 广西南宁 赵子粼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全国 ECMO模拟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3月 20 上海 杨舒娅  

2 生物医用无机非金属科普
讲座 

生物医用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
进展及发展趋势介绍 4月 200 华南理工大学

大学城校区 王  雪  

3 体外反搏技术培训  4月 100 河南   

4 移植/透析专业培训 基层医护人员培训 4-5月 20-30 上海 邱建新  

5 全国 ECMO模拟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5月 20 北京 杨舒娅  

6 生物医用金属科普讲座 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的研究进展及
发展趋势介绍 

7月 
20日 200 华南理工大学

大学城校区 王  雪  

7 2016年度神经信息暑期学校

依托电子科大神经信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邀请国内在神经信息处

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进行

相关内容的讲授 

7月 100 成都 尧德中  

8 全国体外循环理论与模拟
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8月 20 北京 杨舒娅  

9 体外反搏技术培训  8月 100 上海   

10 暑期培训 生物电磁学讲座 8月 50 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 

陈树德  

11 电磁场数值计算的应用 
对泰尔实验室环境与安全部的

30 名员工进行电磁场数值计算的
专题讲座和培训 

8月 30 
北京、工信部

电信研究院 
巫彤宁  

12 第二届放疗信息化学习班 信息化 9月 80 北京 康静波  

13 全国 ECMO模拟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9月 20 广州 杨舒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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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4 生物标志指导下恶性肿瘤
个体化药物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9月 200 江苏南京 高畅言  

15 患者宣教 移植后随访宣教 9-10月 100-150 上海 邱建新  

16 体外反搏技术培训  10月 100 北京 冷秀玉  

17 3D打印在生物医学工程中的
应用科普讲座 

3D 打印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
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介绍 10月 200 华南理工大学

大学城校区 王  雪  

18 健康医学工程继续教育 开展健康工程继续教育 11月 150 北京 张  伶  

19 全国 ECMO模拟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11月 20 北京 杨舒娅  

20 全国体外循环理论与模拟
培训班 技术推广、普及与提高 11月 20 上海 杨舒娅  

21 第 18 届起搏器基础与进展
研讨班 起搏器基础与进展 11月 500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段江波  

22 第 27届高级临床心脏电生理
研讨班 电生理基础与进展 11月 200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段江波  

23 海峡两岸防癌交流会 放疗交流及防癌普及 12月 30 北京长庚医院 蒋  静  

24 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培训班  待定 100 广西南宁 赵子粼  

期刊活动 

1 体外反搏与心血管康复通讯   4月 待定 广州 冷秀玉  

2 编辑工作会议 讨论期刊更名及稿源问题 9月 30 天津 赵  颖  

3 《医疗卫生装备》杂志发展
论坛 

1、总结杂志参评情况 
2、分析分会杂志与优秀杂志的差距
3、讨论分会杂志的下一步规划及
发展方向 

9月 80 天津 李玉坤  

4 专栏科普教育 肾移植和慢性肾脏病 9-10月 待定 上海 邱建新  

5 体外反搏与心血管康复通讯   10月 待定 广州 冷秀玉  

6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专业学术交流 待定 待定 北京 李佳春  

7 精放技术分会工作通讯 一期/季度 待定 待定  王  伟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2016 年 3 月 18-20 日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于2015年10月23日经中国生理学会第24届常
务理事会审议批准成立。基质生物学会作为中

国生理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之一，是由全国

从事细胞外基质相关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自愿

组成的学术性、公益性、非盈利性的学术团体。

基质生物学会的成立,为国内外研究细胞外基
质、基质-细胞对话及其在健康和疾病相关领
域的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提供了跨学科对

话交流的平台。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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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生理学会批准，兹定于2016年3月
18-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基质生物学

学术会议。该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专

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医学部承办。会议邀

请了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基质生物学会

主席及多国基质生物学会主席到会见证这一

历史时刻；也邀请了50多位国内外专家教授和
所有专业委员会成员及多位相关领域知名专

家参加。 
会议将从多个角度讨论基质微环境与发

育、干细胞分化、跨膜信号传导、生物力学特

点及与肿瘤、骨关节、心血管等多种疾病的关

系。欢迎全国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

科技工作者及研究生积极参加。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6年3月18-20日（3月18日报到，19日-20日
会议交流）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挂甲屯5号北京邮电

会议中心（国家邮政局北京邮电疗养院）。   
电话： 010-62547799。 

二、大会组委会成员 

大会主席：孔炜 （北京） 

大会共同主席： 

张宏权（北京）  吴传跃（深圳）   

张志刚（上海）  陈振胜（香港）  

秘书组成员：战军 魏潇凡 于芳 付毅 

三、学术交流形式 

会议分特邀主题报告，口头报告和墙报交

流三种形式。 
口头报告及墙报交流：本届大会将按照国

际惯例，接受自由投稿：要求全英文题目及摘

要，不超过300字。请注明是“口头报告”还
是“墙报”，经学术委员会筛选后确定。本次

会议设定墙报展区，并设立“优秀墙报奖”。 
投 稿 请 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 前 发 至

csmb2016@163.com 。 

四、会议注册标准（注：注册费优惠的截止日期延迟至2月29日，收费标准不变） 

代表类别 2016 年2月29日
（含）前注册、缴费 

2016 年 2月 29 
日后注册、缴费

现场注册、缴费 会员费 

生理学会会员 
（已缴纳会费） 8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非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1400 元 

学生会员 
（已缴纳会费） 400 元 500 元 600元 

学生非会员 500元 600 元 700 元 

普通会员: 
400 元/四年 

 
学生会员: 

200 元/四年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汇款缴纳： 

请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国生理学会

账号（请注意不要经ATM机操作，因此种汇
款方式，学会收不到银行进账回单；学会在会

议报到现场收费，只能收取现金，学会不具备

异地刷卡的条件）。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行：工商行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请注明：姓名+单位+基质会 

五、会议联系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战  军 18910740969 
魏潇凡 15901362091 
联系邮箱：csmb2016@163.com 

大会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大会承办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2016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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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一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术会议参会回执 

姓  名  单位  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是否需要预定酒店  是否合住  

住宿日期 
（在选项前打“√”）   （ ）18日；（ ）19日；（ ）20日；  退房日期  

备注“√” （  ）不预订或已有其他安排 

回执请于 2016年 2月 29日前发至：战军 csmb2016@163.com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 
会议第一轮通知（会议时间推迟一周） 

中国生理学会原定于 2016年 6月 24-26日
在大连市召开“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生

理学教学研讨会”。因为“全国大学生基础医

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的时间与我们生理学教

学交流会时间完全相同，有许多教师反映他们

将作为指导教师和会议组织者参加全国大学

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经与大连医科大

学协商，只好将我们生理教学会议推迟一周。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办，大连医科大学协办。 

研讨会将为全国生理学工作者提供报告

生理学教学研究成果和交流教学改革经验的

平台，以推动我国各类、各级院校的“生理学”

课程的课程建设、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发展。

会议组委会还拟邀请生理学界知名学者就生

理学的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作大会专题报告，

并分专题进行主题研讨。 

中国生理学会欢迎各位同道踊跃向会议

投寄论文摘要，通过会议组委会审查的论文摘

要将在《生理通讯》增刊上刊登；会议组委会

还将遴选部分投稿人在会议上发言。不提交论

文摘要的欲参会者，经会议注册并向学会缴纳

注册费后亦可参加会议。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年 7月 1-3日（7月 1日报到，

2-3日会议）。 
地点：大连医科大学。 

二、会议主题 
1．生理学国家（省、市）重点学科和人

才队伍建设的经验介绍。 
2．国家（省、市）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 

家（省、市）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的经验介绍。 
3．生理学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探讨。 
4．生理学实验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探讨。 
5．生理学双语教学的探讨。 
6．生理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材建设

的探讨。 
7．医学院校长学制医学专业的生理学教

学探讨。 
8．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四年制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专业的生理学教学探讨。 
9．高等中医药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和高

等医药专科院校的生理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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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等医药专科学校和中等卫生职业学
校的生理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教材建设的探讨。 
11．生理学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建设和

教育新技术应用的经验和介绍。 
12．生理学实验室（含机能实验室）建设

和改革经验介绍。 
13．生理学教学其他相关改革和经验的

介绍。 

三、会议论文摘要征集范围和投稿要求 
1．论文摘要征集范围：凡符合上述会议

主题的论文摘要均在征集范围。 
2．论文摘要的内容：文题、作者姓名、

单位、城市、邮编、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和正文，正文字数 800-1000字（含标点符号）。 
3．论文摘用的编写格式：使用微软Word

进行文稿编辑和排版，具体的要求为：① 页面
设置为 A4幅面（页边距：上下 2.54 cm，左右
3.17 cm），在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号字标注以
上列出的论文摘要征集范围的编号，加一空行

后再输入摘要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城市、

邮编和摘要正文等内容；② 题目用黑体四号字
居中打印；③ 作者与题目之间空一行，两位及
两位上作者时，姓名之间空一字，不加标点，

用楷体五号字居中打印；④ 作者单位、城市和
邮编用宋体小五号字居中打印；⑤ 在正文第一
行与作者单位行之间空一行，用宋体五号字两

端对齐打印，每段首行缩进二字。 

4．论文摘要的投稿：请将论文摘要的电
子版本用电子邮件附件方式传送至“中国生

理学会办公室，刘璐 （zgslxh@126.com）,
肖玲（xiaoling3535@126.com）”收，无需邮
寄纸质版稿件。 

5．征文截稿日期：2016年 5月 25日（以
电子邮件的发送日为准）。 
学会将根据来稿发送会议的第二轮通知。 
6．论文摘要审稿费和刊登费的收取：学

会对投寄的论文摘要收取审稿费和刊登费，共

计 100 元/篇。请投稿人在投寄摘要的同时，
及时交纳审稿费。 
投寄的稿件如果不合要求或未通过会议

组委会审查的，将不被编入会议论文摘要汇

编，但学会将向作者退还刊登费 70元。 

四、会议注册和注册费的标准 
1．会议注册费：800元/人（依是否为会员

及注册费缴纳时间略有变化，请见下列表格）。 
将用于会议所需各项会务费用、为参会者

提供的会议资料和会议期间用餐等项支出。 
2．注册时间和注册费的收取标准：   

2016 年 2 月 14 日-6 月 20 日；会议对提前注
册的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交纳了第 24 届  
（2015年-2018年）会员会费者）和非会员参会
者实行注册费优惠，现场注册收取全额注册费。 

3．已经注册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不能退
还注册费，但可换其他人参加会议。 

 

  
2016年 4月 30日前
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2016年 6月 20日前注
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6月 21日以后至会议报到
现场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普通会员 800元 900元 1000元 

非会员 900元 1000元 1100元 

学生会员 500元 600元 700元 

学生非会员 600元 700元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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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稿费和注册费缴纳方式（汇款时请
注明：姓名+单位+教学会议）： 
银行转账（注意不要用 ATM机汇款，因

此种汇款形式，学会得不到银行回单）：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 户 行：工商行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现场注册：只接受现金（学会不具备异地

刷卡的条件） 
5．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减少参会人员的麻 

烦，参会者可将会议注册费及摘要刊审费同时

汇入学会账户。 

五、住宿安排 
    会议组委会将在会议第二轮通知中告知
各指定酒店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由参会者自

行向各酒店预订房间。  

六、招商信息 
会议将组织生理学教学和科研仪器、生理

学教材的展览，有意参展的厂商和出版社请与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肖玲联系（邀请函另发）。 

热忱欢迎生理学教学工作者、教学管理工

作者，生理学教学和科研仪器厂商代表和生理

学教材出版社代表参加会议！ 
  
学会办公室联系人：肖 玲  刘 璐  
联系电话： 010-65278802，010-85158602 
传    真： 010-65278802 
电子信箱： 肖玲 xiaoling3535@126.com 或 

刘璐 zgslxh@126.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16年 2月 14日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参会回执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称或职务  

单 位  

详细 

联系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交纳审刊费√ 
学会帐号汇款（ ）

现场现金交纳（  ）
交纳会议注册费√

学会帐号汇款（ ） 

现场现金交纳（  ） 

备 注  

   注意：征文截稿日期为 2016年 5月 25日 

中国生理学会新型生理学实验技术平台培训班通知 

提高科技人员的职业技能，加速培养高层

次、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为

了更好地为实验课程开设提供科学合理的条

件，促进高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实验教学师资

队伍的业务素质，使之在业务和专业技能方面

有长足的发展，需要有创新性的实验方法、技

术和手段，并在实验教学中发挥示范和带头作

用，不断提高机能学实验这门课程的教学质

量。中国生理学会定于 2016 年 7 月 25-31 日

在贵州举办“中国生理学会新型生理学实验

技术平台培训班”。届时将聘请国内具有丰富

教学与实践经验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罗自

强教授和山东大学医学院刘传勇教授等授课。

本次学习班还将展示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仪

器，学员通过上机实践操作或动物实验可掌握

较多的实验新理论和技术，并就如何构建基于

Internet的网络教学平台和国家级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与专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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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2016年 7月 25-31日（7月 24日
报到） 
地    点：贵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收费标准：1800 元/人，包括教材，实验
动物，上机操作。 
    提前交费和报到时交费均可。汇款请注明
是交纳学习班费用。 

学会电汇账号：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 户 行：工商行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课程内容： 
专题讲座：1.罗自强教授的讲课题目是：

翻转课堂的实施与思考; 2.刘传勇教授的讲课
题目是：医学基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发展与

展望； 3. 基于信息化的下一代生物信号采集
与处理系统介绍；最新 VR技术在医学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应用；4. 药理和行为学研究
设备应用技术探讨。 

演示实验：1. Langendorff心脏灌流；2. 人
体生理信号无线采集（血压、血氧、心电及肺

活量）；3. 血管环张力实验；4. 大鼠无创血压
测定；5. 生理无线遥测实验技术；6. 大鼠海
马神经元放电（含大鼠脑片的制备及记录）；

7. 蛙类动物在体心肌细胞动作电位记录；    
8. VMC-100 虚拟医学院展示（虚拟医学中心
软件）；9. 行为学实验设备的演示（学习记忆、
抑郁类）。 

教学实验：1. 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    

2. 神经干兴奋传导速度的测定；3. 神经干兴
奋不应期测定；4. 肌肉兴奋-收缩的时相关系
测定；5. 蛙缝匠肌被动张力与肌梭放电同步
记录；6. 期前收缩-代偿间歇；7. 减压神经放
电；8. 大鼠心功能参数测定；9. 呼吸运动调
节；10. 家兔胃肠电图的记录；11. 消化道平
滑肌生理特性研究；12. 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13. 急性失血性休克及其挽救（配合微循环）；
14. 急性高血钾症；15. 药物对动物血压的影
响；16. 药物对实验性心律失常的作用。 

技能比赛：正确使用兔手术台固定动物、正

确使用BL-420N操作系统记录家兔动脉血压。 
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课程修满经考核合

格后将颁发给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7分。欲
参加学习班的老师请认真填写下列回执，并于

2016年 7月 15日前发送电子版至学会电子邮箱
（见下），学会将根据报名回执寄发报到通知。 

    欢迎从事机能实验教学与科研的老师踊
跃报名。 

联 系 人：刘 璐  肖 玲  
电    话：010-65278802  010-85158602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号  

中国生理学会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zgslxh@126.com  

lingxiao12341@sina.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16年 2月 26日

2016年“中国生理学会新型生理学实验技术平台培训班”回执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称或职务  
单 位  
联系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备 注  

 注：回执请于 2016年 7月 15日前发送电子版至 zgslxh@126.com    lingxiao1234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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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京生理学界老领导、老专家新春茶话会顺利举行 

刘  璐  杨敬修 
（中国生理学会 北京 100710） 

羊挟清风辞盛世，猴迎旭日耀新春。  
2016年 1月 30日上午，2016年在京生理学界
老领导、老专家新春茶话会在北京辰茂鸿翔酒

店云翔厅成功举办。会议由理事长王晓民教

授、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韵教授共同主持。 
2016年正值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0周年，

中国生理学会老一辈生理学家韩济生院士和

刘以训院士，蔡益鹏、邓希贤、吕永达、吕国

蔚、范明、文允镒、苏静怡、朱广瑾等教授应

邀出席。此外，恰逢在北京休假的王雨若教授

也应邀参加。及学会在京的常务理事、理事、

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及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等

40余人共同参加茶话会，欢聚一堂，共庆新年，
分享学会成立以来的点滴以及给学会的祝福

和寄语。 
茶话会开始之际，王晓民理事长首先致欢

迎辞，他介绍了与会嘉宾，并代表学会向出席

会议的老一辈生理学回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

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

福，祈愿学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蓬勃健康地发

展。随后王晓民教授又回顾了过去一年里学会

的主要工作。主要包括四点，一是过去一年中，

学会抓内涵发展，学会会员已达到将近 3000余
人，成为历史之最。二是顺利完成了专业委员

会的换届，并新批准成立了 5个专委会，学会
的专委会增至 16 个。专业委员会方面，学会
重视产学研用，将学科与临床相结合，奠定了

学会的生命力；对工作委员会全面进行了重

组，保证对每个省和直辖市进行全覆盖。三是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科协所属 17 个基础医学
学会组成了“生命科学联合体”，促进学会之

间的交叉融合，共谋生命科学发展大计；学会

推荐的 5 名青年生理工作者经生命联合体推
荐，获得了中国科协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的项目支持。另外，学会经“生命科学联合体”

推荐的“发育过程中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基因表

达网络的表观遗传调控”项目（主要完成人是

汤富酬和乔杰）入选 2015 年度“中国生命科
学领域十大进展”。四是经杨雄里院士的推荐

和 FAOPS 常务理事会选举，王晓民理事长成
功当选为第九届亚大地区生理学会联合会联

盟（FAOPS）主席，任期四年，加强了学会在
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随后，王晓民教授又谈到了今年学会的主

要工作。一是今年学会正值成立 90 周年，将
于 9 月份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中国生理学会
90周年庆典暨 2016年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通过庆典活动弘扬学会的传统与文化，让中国

生理学会召开的品牌国际会议得以延续和发

扬光大；并为 2021 年在中国召开的第 39 届
IUPS 大会进行预演和练兵。二是学会各专业
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筹备专题报告会，共同协

助办好 9月份的国际生理学大会。 
王晓民教授还向在座的各位老先生表示

了感谢，感谢他们对学会长期以来的支持。同

时感谢各专委会、工作委员会和学会会员对学

会工作的支持，以及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为学

会所做的工作。 
王晓民教授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对科协工

作的指导方针。一是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要求

科协和各学会为实现十三五目标创新创业，为

经济发展做贡献；三是坚持不断推进科普的信

息化，提高公民素质；四是科协要改革创新。

科协的改革坚持“三性”：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 
与会的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进行自由发

言。王雨若教授谈到学会史中写到的关于生理

学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以及恢复学会活动的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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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年代记载可能有误，同时回顾了学会的历

史。刘以训院士提出学会可以利用和借鉴  
《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史》来完善生理学史和
相关材料。邓希贤教授对学会的历史进行了回

忆，提到了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重要性，邓希贤

教授、韩济生院士以及周增铨教授共同对学会

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表达了高度肯定，这与新一

代领导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蔡益鹏教授回忆

了 50 年前自己参加生理学活动的场景，感慨
时间飞逝，嘱咐大家趁着年轻要多学习，多做

事。范明教授发言提到学会取得的成就是前人

打下的基础，并代表所有中青年恭祝各位老先

生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会上，蔡益鹏等 15 位老专家、老领导接

受了学会为筹划 90 周年庆典活动而组织的音
视频采访。自由发言期间，学会还进行了抽奖

活动。 
最后，在场所有属猴的参会人员进行了合

影。王晓民教授代表学会衷心祝愿在座各位老

前辈和同道春节快乐，猴年吉祥，阖家安康，

学会兴旺！ 
茶话会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温馨氛围中圆

满结束，中国生理学会的所有成员将携手一

起，共同迎接充满机遇与挑战的 2016年！ 
 
 

 
 

2015年新入会会员名单（554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及部门 

北京市（109人） 
军事医学科学院（100850） 

钱令嘉 女 1955.9 研究员 基础医学
研究所 

弓景波 男 1972.9 实验师 基础医学
研究所 

赵  云 女 1973.5 助理研究员
基础医学
研究所 

杲修杰 男 1980.11 助理研究员
基础医学
研究所 

谢  方 男 1984.12 助理研究员
基础医学
研究所 

赵永岐 男 1973.9 副研究员 基础医学
研究所 

吴海涛 男 1978.9 研究员/室
主任 

基础医学
研究所 

王以政 男 1957.7 研究员 脑中心 
清华大学（100084） 

那  洁 女 1974.5 研究员 医学院 
刘玉霞 女 1991.8 学生 医学院 
常智杰 男 1962.5 教授 医学院 
马新东 男 1971.7 教授 体育部 

中国农业大学（100193） 

王  超 男 1974.1 副教授 生命科学
研究中心

刘国世 男 1972.4 教授 动物科技
学院 

张美佳 男 1969.2 教授 生物学院
张  华 男 1980.12 教授 生物学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00101） 
李  磊 男 1971.9 研究员 生殖室 
王红梅 女 1973.8 研究员  
林海燕 女 1974.11 副研究员  
李  卫 男 1974.3 研究员  
高  飞 男 1972.2 研究员  
王德华 男 1963.2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100005） 
宋  伟 男 1979.9 副研究员 生化系 
王  林 男 1967.11 特聘教授  
周  岚 女 1973.11 助研  

彭小忠 男 1966.10 研究员/副
所长 生化学系 

许  琪 女 1975.1 教授 生化学系 
国家卫生计生委（100081） 

夏红飞 女 1977.9 副研究员 科学技术
研究所 

中日友好医院（100029） 
赵婷婷 女 1981.2 副研究员 中药药理学 
郑金刚 男 1970.12 主任医师 心内科 
高艳香 女 1980.5 助理研究员 心内科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100191） 
宋学军 男 1963.3 教授  
邓雪婷 女 1988.2 博士生  
贺端端 女 1978.6 博士生  
高  宇 男 1980.11 博士生  
麻  慧 女 1986.12 博士生  
夏梦凡 女 1994.9 本博生  
徐  铌 男 1993.7 本博生  
武名政 男 1993.8 本博生  
马平川 男 1993.3 本博生  
宗  源 女 1993.5 本博生  

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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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湘莎 女 1992.1 硕博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100020） 

王  云 男 1973.10 副教授 麻醉科 
谢  芳 女 1986.12 博士研究生 麻醉科 
包萌萌 女 1989.12 硕士研究生 麻醉科 
利雪阳 女 1990.8 硕士研究生 麻醉科 
熊  超 男 1989.8 硕士研究生 麻醉科 
赵玉洁 女 1983.10 博士研究生 麻醉科 

黄克武 男 1968.1 主任医师/
教授 呼吸科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100871） 

陈晓伟 男 1980.11 研究员 代谢生
理学  

罗金才 男 1964.8 研究员 血管生物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191） 
贺  蓓 女 1955.11 教授  
王  悦 男 1963.11 主任医师 肾内科 

北京大学医学部（100191） 
刘利梅 女 1976.12 讲师 基础医学院
王克威 男 1958.1 教授/系主任 药学院 
李拓圯 女 1990.3 学生 基础医学院
王迎宝 女 1989.11 学生 基础医学院
张宏权 男 1963.9 教授 基础医学院
战  军 女 1975.3 副教授 基础医学院
魏潇凡 女 1983.2 讲师 基础医学院

邱晓彦 女 1960.2 教授 
人类疾病
基因研究
中心 

*周佳音 男 1927 教授 基础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00101） 
王  磊 男 1982.4 副研究员  
袁增强 男 1971.11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100101） 

王玮文 女 1971.3 副研究员 心理与健
康院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00871） 
徐成冉 男 1977.8 研究员  
姚  蒙 女 1978.2 研究员  
陈建国 男 1960.1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舒友生 男 1971.1 教授/院长
脑与认
知科学
研究院  

曾少举 男 1966.12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李  武 男 1966.9 教授 脑科院 

乔德才 男 1957.2 教授 
/副院长 

体育与运
动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34） 
杜军保 男 1960.10 教授/副主任 儿科 

杨莉 女 1974.4 主任医师/
副所长 肾内科 

北京协和医院（100730） 
崔丽英 女 1956.12 教授 神经科 
方秀才 女 1962.6 教授 消化内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37） 

寿伟年 男 1961.11 教授/副主任  

孙兴国 男 1963.8 特聘教授/
主任医师 

功能检测
中心 

谭晓越 男 1986.10 住院医师 功能检测
中心 

葛万刚 男 1989.2 学生 功能检测
中心 

刘  方 女 1989.10 学生 功能检测
中心 

翟文轩 男 1990.9 学生 功能检测
中心 

李  浩 男 1990.2 学生 功能检测
中心 

代雅琪 女 1991.5 学生 功能检测
中心 

奥美之路（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85） 
徐峻华 男 1973.4 总经理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100094） 

李英贤 女 1971.11 研究员 基础与应用
重点实验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29） 
杜  杰 男 1963.9 教授/副所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853） 
吴  镝 男 1972.1 副教授 肾内科 

刘秀华 女 1957.10 研究员 病理生理
研究室 

郭明洲 男 1962.9 研究员 消化科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00190） 

章燕 女 1974.4 高级工程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100021） 

刘芝华 女 1965.11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91） 

唐旭东 男 1963.3 主任医师/
院长 

 

国家体育总局（100061） 

王  梅 女 1962.9 研究员/副
主任 

体育科学
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100053） 
于顺 男 1960.1 教授/副主任 神经生物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00085） 
孙瑞娟 女  高级 医学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100045） 

李  巍 男 1966.5 教授 医学遗传
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100069） 

曲爱娟 女 1979.10 教授 生理与病理
生理学系 

段  岩 女 1982.1 中级 生理与病理
生理学系 

齐  丹 女 1990.6 学生 生理与病理
生理学系 

北京体育大学（100084） 
曾凡星 男 1956.12 教授  

张一民 男 1964.3 教授 教学实验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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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体育学院（100191） 
朱一力 男 1961.9 教授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100142） 
张志谦 男 1967.8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100092） 

栾国明 男 1959.9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100050） 
张亚卓 男 1957.1 教授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102206） 
罗敏敏 男 1973.4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100050） 
王拥军 男 1962.9 教授/副院长  

 

上海市（86人） 
同济大学医学院（200092） 

张  玲 女 1972.4 教授 生物医学
工程 

胡  玲 女 1989.11 博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章  琼 女 1989.11 博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黄  坤 男 1988.7 硕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柴国东 男 1986.11 硕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代梦含 女 1987.9 硕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白  东 男 1990.3 硕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陈艺洋 女 1989.9 硕士生 生物医学
工程 

庄守纲 男 1960.8 教授 生理与药
理系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200032） 
石丽君 女 1992.12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罗  浩 女 1989.11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李  卉 女 1988.9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郭庆环 女 1986.5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赵  欣 女 1992.5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刘慧珠 女 1993.1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臧凯凯 男 1989.2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刘本龙 男 1989.8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陈利强 男 1989.10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林  伟 男 1992.1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曹其来 男 1992.4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李  超 男 1992.7 研究生 痛觉实验室

张嘉漪 女 1980.10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202150） 
丁  罡 男 1974.7 主任医师 肿瘤科 
程志军 男 1970.1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黄  骞 男 1980.4 主治医师  
廖志军 男 1981.8 主治医师 肿瘤科 

姜  峰 男 1984.3 研究实习员 科研中心 
华红伟 女 1984.8 住院医师  
叶  品 男 1985.4 研究实习员 科研中心 
于瑞华 女 1989.12  科研中心 
胡薇薇 女 1988.11   
李  静 女 1989.7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200040） 
郑拥军 男 1971.4 副主任医师 疼痛科 
韩  奇 男 1986.10 住院医师  
王晓雷 男  住院医师  
陆大远 男 1986.9 护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0127） 
叶  乐 男  住院医师  
庄光磊 男 1981.11 研究员 干细胞中心 
陈增爱 女 1971.5 副主任医师 放射科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200090） 
李明礼 男  主治医师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0032） 
王彦青 女 1970.5 教授 基础医学院 
毛应启梁 男 1979.5 副教授 基础医学院 
米文丽 女 1982.4 讲师 基础医学院 
胡  珊 女 1985.4 博士后 基础医学院 
柳申滨 男 1986.10 博士生 基础医学院 
刘  欢 女 1990.5 博士生 基础医学院 
胡志京 男 1984.10 博士生 基础医学院 
蒋  丽 女 1987.12 博士生 基础医学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200040） 
李  倩 女 1985.12 实习研究员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00127） 
李彦欣 女 1973.6 副研究员  

第二军医大学（200433） 
任安经 男 1978.6 讲师 生理教研室 

苏志达 男 1975.9 副教授/副
主任 

神经生物
教研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00025） 
黄传新 南 1974.12 研究员  
徐楠杰 男 1972.8 研究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1203） 
刘  瑶 女 1984.10 博士后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200240） 
张志刚 男 1973.1 研究员  

上海中医药大学（201203） 

柯尊记 男 1963.1 教授/主任 生物化学
教研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0040） 
郝传明 男 1959.3 教授/主任 肾病科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200031） 
余  鹰 男 1973.8 研究员 营养所 

李  胜 男 1971.5 研究员 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 

周  斌 男 1978.6 研究员 营养所 

葛高翔 男 1975.5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 

张晓玲 女 1972.6 研究员 细胞与分
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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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峰 男 1972.10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医院（200335） 
王玉刚 男 1965.1 主任医师 消化内科

魏  珏 女 1982.11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施  敏 男 1973.6 副主任医师 消化内科

王  娜 女 1981.11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王  霆 男 1979.2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贾蓉蓉 女 1987.11 医师 消化内科

惠萍萍 女 1982.1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上海长海医院（200433） 
张玲 女 1978.3 主治医师/讲师 消化内科

高峻 男 1975.12 主治医师/讲师 消化内科

林寒 女 1981.8 主治医师/讲师 消化内科

张红燕 女 1976.1 主管护师/
护士长 消化内科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00072） 

陈春球 男 1974.6 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200444） 
吉永华 男 1955.3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241） 
郑彪 男 1962.7 教授 免疫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32） 
宋元林 男 1970.5 研究员 呼吸科 

钟春玖 男 1964.1 
主任医师/
行政科副
主任 

神经内科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200433） 
翁  东 男 1982.3 助理研究员 呼吸病 

上海市肺科医院（200433） 

李惠萍 女 1958.1 教授/主任
医师 呼吸科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200240） 

赵立平 男 1962.11 教授 微生物科

学系 
海军医学研究所（200433） 

陈锐勇 男 1974.11 副研究员 高气压生

理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25） 

陈生第 男 1955.9 教授 神经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0011） 
徐丛剑 男 1966.11 教授/院长  

 

天津市（15人）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300050） 

刘晓华 女 1973.10 副研究员  
袭著革 男 1966.7 研究员  

陈照立 男 1971.3 副研究员/
主任 

高原医学
研究所 

李  曦 男 1983.1 助理研究员 军事寒区医
学研究室 

张永强 男 1984.1 助理研究员 军事寒区医
学研究室 

杨丹凤 女 1971.12 副研究员 军事寒区医
学研究室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00071） 
刘  林 男 1964.10 教授  
赵  强 男 1978.9 教授  
宁  文 女 1966.5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300070） 

王春炅 女 1985.3 讲师 生理与病理
生理学系 

艾  玎 女 1983.8 教授 生理与病理
生理学系 

刘雯丽 女 1990.10 学生 基础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300020） 

初雅婧 女 1986.10 助理研究员  
天津中医药大学（300070） 

苗  戎 女 1961.3 教授/处级 中西医结

合学院 
天津体育学院（300381） 

刘善云 女 1958.7 教授/系主任 体育教育
训练一系 

重庆市（20人） 
西南大学（400715） 

胡  理 男 1982.2 副教授 心理学部 
靳晴晴 男 1990.3 研究生 心理学部 
彭微微 女 1989.9 讲师 心理学部 
苏雯馨 女 1994.5 学生 心理学部 
谭玉晓 女 1993.1 学生 心理学部 
汤  艺 女 1993.2 学生 心理学部 
唐丹丹 女 1986.1 老师 心理学部 
汪汇泉 男 1990.6 学生 心理学部 
魏  华 男 1991.12 研究生 心理学部 
武广起 男 1990.9 研究生 心理学部 
夏晓磊 男 1989.4 研究生 心理学部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400037） 
张  莹 女 1981.5 主治医师 肾内科 
杨  可 女 1987.11 医师 肾内科 
熊加川 男 1987.11 医师 肾内科 
何  婷 女 1983.9 主治医师 肾内科 
赵景宏 女 1973.9 教授 肾内科 
董  辉 男 1962.1 教授 肾内科 

重庆医科大学（400016） 

谭  毅 男 1966.9 研究员 实验动物

中心 
第三军医大学（400038） 

何  超 男 1987.9 讲师 生理教研室 

高钰琪 男 1962.5 教授/主任 高原军事
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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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2人） 
河北医科大学（050011） 

段肖翠 女 1979.12 讲师 实验动物
学部 

河北师范大学（050024） 
何玉秀 女 1964.5 教授 体育学院

 

山西省（1人） 
山西大学（030006） 

文思敏 女 1987.10 教师 体育系 

 

内蒙古（2人） 
内蒙古大学（010070） 

梁成光 男 1978.4 教授 实验动物
研究中心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010050） 

师迎旭 男 1978.4 助理研究员 检验科 

 

辽宁省（14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11） 

郭慧淑 女 1973.7 教授 中心实验室

张桂信 男 1979.2 副教授 普外科 
中国医科大学（110122） 

韩  芳 女 1975.10 副教授 基础医学院 
沙  磊 男 1964.12 教授/副院长 药学院 
薛一雪 女 1962.10 教授/主任 基础医学院 

辽宁师范大学（116029） 
林  华 女 1959.11 教授 体育学院
苏艳红 女 1969.7 教授 体育学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16） 
王辉山 男 1965.6 主任医师 心血管外科

大连医科大学（116044） 
朱  亮 男 1974.2 教授/副院长 基础医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110034） 

杨  明 女 1966.10 教授/院长 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110102） 
衣雪洁 女 1966.3 教授  

高海宁 女 1979.3 副教授 运动生理生
化教研室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郑  丰 男 1963.10 主任 肾内科 

 

吉林省（3人） 
吉林大学（130062） 

杨勇军 男 1973.2 教授 动物医学
学院 

延边大学医学院（133002） 
金  政 男 1960.6 教授  
蔡英兰 女 1972.3 副教授  

 

黑龙江（17人） 
哈尔滨医科大学（150081） 

雷  蕾 女 1971.1 教授/室主任  
王丽君 女 1982.1 讲师 生理教研室 
朱大岭 男 1955.1 教授 中心实验室 
于秀峰 女 1988.1 讲师 大庆校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0040） 
王国年 男 1964.2 主任医师 麻醉科 
邹慧超 男 1981.11 副研究员 麻醉科 
王  坤 女 1979.11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张招娣 女 1982.7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李铭铭 女 1978.2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谷  静 女 1979.4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李  玄 女 1983.2 主治医师 麻醉科 
吴晓红 女 1984.5 主治医师 麻醉科 
张品一 女 1986.6 住院医师 麻醉科 
张  晔 女 1987.3 住院医师 麻醉科 
孔艺然 女 1988.2 住院医师 麻醉科 

张志仁 男 1962.7 教授/主任
医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150001） 

张恒贵 男 1964.9 千人专家/
教授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陕西省（60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12100） 

华进联 男 1971.7 研究员 动物医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710061） 

郑鹏生 男 1962.12 教授 生殖医学科 
第四军医大学（710032） 

李  臻 女 1974.6 副教授/ 
主任 组胚教研室 

徐  晖 女 1969.6 教授 神经生物
学教研室 

罗  层 女 1974.3 副教授 神经生物
学教研室 

韩文娟 女 1985.4 助理实验师 神经生物
学教研室 

解柔刚 男 1983.9 讲师 神经生物
学教研室 

王文挺 男 1976.2 讲师 神经生物
学教研室 

杨  奇 男 1986.7 讲师 神经药理学 
张文斌 男 1978.6 副教授 预防医学系 
王四旺 男 1957.12 教授 药物研究所 
骆文静 女 1968.6 教授 预防医学系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32） 
吕  岩 男 1963.2 教授 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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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杨 女 1988.8 硕士研究生 疼痛科 
王  群 女 1989.8 本科 疼痛科 
濮雅楠 女 1989.12 硕士研究生 疼痛科 
刘  洁 女 1989.2 硕士研究生 疼痛科 
刘  暾 男 1984.9 硕士研究生 疼痛科 
董宝侠 女 1976.1 主治医师 血液内科

杨  柳 女 1974.3 副教授 骨科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710038） 

李  震 男 1975.2 讲师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王  燕 女 1976.2 主管技师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符  寒 女 1979.12 助理研究员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李春丽 女 1980.12 助理研究员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何  婷 女 1984.7 助理研究员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王蕊蕊 女 1984.11 技术员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于  洋 女 1987.4 技术员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杨  帆 男 1982.9 硕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杨  艳 女 1987.9 硕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吕云飞 男 1986.9 博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杨  菲 男 1988.1 博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耿凯文 男 1989.12 硕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罗文俊 男 1990.1 硕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吴方方 女 1988.1 硕士研究生
疼痛生物
医学研究

杨  倩 女 1970.11 教授 神经外科

延安大学（716000） 

白占涛 男 1971.8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刘  霞 女 1970.11 副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孙志宏 男 1968.7 教授/院长 生命科学
学院 

周衍衡 女 1986.7 讲师 生命科学
学院 

杨清湖 男 1988.2 硕士研究生
生命科学
学院 

赵菊梅 女 1970.10 教授/主编 医学院 

张正祥 男 1973.5 副教授/教
学秘书 医学院 

刘  涛 男 1977.8 讲师 医学院 
高  枫 男 1977.1 副教授 医学院 

肖  冰 男 1972.11 讲师 医学院 
杨彦玲 女 1972.7 教授/副院长 医学院 
米志宽 男 1972.6 副教授 医学院 
陈雅慧 女 1974.5 副教授 医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710032） 

张  惠 女 1967.9 主任医师
/科主任 麻醉科 

汪  伟 男 1982.11 主治医师
/副主任 麻醉科 

梁丽荣 女 1988.11 硕士 
研究生 麻醉科 

刘  冰 女 1986.9 住院医师 麻醉科 
芦  睿 女 1985.3 住院医师 麻醉科 

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38） 

焦  凯 男 1962.8 教授 内分泌科 
西安交通大学（710049） 

刘健康 男 1956.1 教授 生命学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712406） 

于远望 男 1965.2 教授  
西安体育学院（710068） 

周  里 男 1957.2 教授  
高新友 男 1965.1 教授 教务处 

马  艳 女 1970.9 副教授/ 
副处 

运动科学

实验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710119） 

张  婧 女 1975.3 副教授 体育学院 
 

甘肃省（1人） 
兰州大学（730000） 

张伟 男 1979.3  讲师  

 

宁夏（2人） 
宁夏医科大学（750004） 

姜怡邓 男 1974.6 教授/处长 科技处 
杨安宁 男 1988.11 博士生  

 

青海省（2人） 
青海大学（810016） 

魏登邦 男 1964.6 教授/院长 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810008） 

边疆晖 男 1964.11 研究员 生态中心 

 

新疆（9人）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832003） 

司军强 男 1965.8 教授 生理教研室 
马克涛 男 1979.7 副教授 生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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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丽 女 1976.5 副教授 生理教研室

张忠双 男 1980.5 讲师 生理教研室

朱  贺 男 1983.3 讲师 生理教研室

王  洋 男 1984.9 讲师 生理教研室

张  亮 男 1985.3 讲师 生理教研室

单莉娅 女 1986.1 助教 生理教研室

石文艳 女 1977.7 讲师 生理教研室

 

山东省（18人）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250001） 

赵  汉 女 1980.10 副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12） 

李延青 男 1962.9 教授/副院长  
山东师范大学（250014） 

刘树真 女 1972.6 副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丁乃峥 女 1973.10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266109） 

罗世明 男 1980.7 教授 动物科技
学院 

沈  伟 男 1975.4 教授 动物科技
学院 

山东省立医院（250021） 
傅志俭 女 1956.8 教授/主任 疼痛科 

孙  涛 男 1973.7 副主任医

师/副主任 疼痛科 

陈春富 男 1963.12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 

神经内科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邵翠杰 女 1972.7 副教授 疼痛科 

山东大学医学院（250012） 
王  贞 女 1975.2 副教授 生理教研室

易  凡 男 1972.12 教授/处长 药理学系

曲阜师范大学（273165） 
张学林 男 1965.9 副教授 体育科学学院
刘洪珍 男 1958.2 教授 体育科学学院

滨州医学院（256603） 

蒋淑君 女 1971.8 教授/室
主任 

生理学教
研室 

山东体育学院（250063） 
李骁君 男 1970.3 副教授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262500） 
张海燕 女 1986.11 初级  
张  艳 女 1986.9 初级  

 

江苏省（49人）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胡  吉 男 1971.1 主任医师
/副教授 内分泌科

张弘弘 女 1978.12 副主任医师 内分泌科 

胡端敏 男 1976.4 主任医师
/副教授 消化科 

殷国建 男 1979.1 副主任医师 消化科 

呼闯营 男 1968.8 主任医师
/副教授 消化科 

徐丽明 女 1981.12 主治医师 消化科 
徐州医学院（221002） 

王红军 女 1975.6 副教授 麻醉学院 
张咏梅 女 1970.9 副教授 麻醉学院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15600） 
朱宏岩 男 1987.6 实习研究员 中心实验室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215129） 
顾尽晖 男  高级 肛肠科 
汤灵婷 女  中级 肛肠科 
杜  露 女  初级 肛肠科 

南京医科大学（210029） 
郭雪江 男 1982.3 副教授 生殖医学 
霍  然 女 1978.1 教授 生殖医学 
李  晶 女 1976.12 教授 生殖医学 
张学森 男 1975.7 教授 生殖医学 
王  强 男 1978.6 教授 生殖医学 
吴  鑫 男 1973.7 教授 生殖医学 

胡志斌 男 1978.4 教授/副
院长 

公共卫生
学院 

苏友强 男 1970.1 教授 生殖医学 
徐宇君 男 1965.4 教授 生殖医学 
张  东 男 1977.6 教授 生殖医学 

梁秀彬 女 1971.12 教授 代谢疾病
研究中心 

苏州科技学院（215009） 

秦粉菊 女 1976.4 副教授 
化学生物
与材料工
程学院 

南通大学（226019） 

高永静 女 1972.2 教授/副
所长 

航海医学
研究所 

吴小波 男 1983.12 助理研
究员 

航海医学
研究所 

姜保春 男 1983.8 助理研
究员 

航海医学
研究所 

赵林霞 女 1986.8 助理实
验师 

航海医学
研究所 

曹德利 女 1988.1 助理实
验师 

航海医学
研究所 

陆颖 女 1981.7 讲师 公共卫生
学院 

张志军 男 1976.5 副教授 医学院 

王勇军 男 1967.12 教授/副
主任 

神经再生重
点实验室 

南京师范大学（210023） 

陈思禹 男 1988.8 学生 
生命科学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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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曙生 男 1970.7 教授 体育科学
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210095） 
孙少琛 男 1984.2 教授 动科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210023） 
朱冰梅 女 1964.5 教授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9） 

刘必成 男 1964.2 副院长
血液净化
中心 

苏州大学（215006） 
陈建权 男 1976.11 教授 骨科研究所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226001） 

王亚民 男 1964.8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消化科 

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10008） 
邹  凡 男 1973.6 项目经理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10008） 
陆丽娟 女 1966.2 主任医师 疼痛科 
蒋  青 男 1966.8 主任医师 关节外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210008） 

张爱华 男 1973.12 教授/副
院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1） 
范亚平 男 1957.7. 教授  
黄新忠 男 1974.4. 副教授  

东南大学医学院（210009） 
赵春杰 女 1966.1 教授/副院长  

南京中医药大学（210023） 
胡  刚 男 1961.4 教授/校长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13003） 
曹建新 男 1963.1 主任医师  

淮阴师范学院（223001） 
张道荣 男 1965.4 副教授 体育学院

 

浙江省（37人）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310013） 

肖骧 女 1982.1 副研究员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325027） 

葛仁山 男 1962.8 主任 科研中心

浙江大学（310058） 
李相尧 男 1978.1 研究员 医学院 

范衡宇 男 1975.6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吴希美 男 1970.3 教授/系
主任 医学院 

刘  丽 女 1980.2 实验员 医学院 
王晓东 男 1980.10 研究员 医学院 
王永杰 男 1985.11 博士研究生 医学院 
左振兴 男 1987.8 博士研究生 医学院 

孙  丽 女 1985.5 讲师 医学院 
赵经炜 男  教授 医学院 
杨  巍 男 1976.2 副教授 医学院 

余路阳 男 1977.1 教授/院
长助理 

生命科学
学院 

夏  强 男 1961.2 教授 医学院 
应颂敏 男 1980.2 研究员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9） 

严  敏 女 1967.8 主任医师
/教授 麻醉科 

裘卫东 男 1966.8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郁丽娜 女 1971.1 副主任医师 麻醉科 
李  雪 女 1982.12 主治医师 麻醉科 
施旭丹 女 1984.8 医师 麻醉科 
黄  浩 男 1984.9 主治医师 麻醉科 
陈群山 男  主治医师 麻醉科 
房丽丽 女 1983.2 主治医师 麻醉科 
王烈菊 女 1989.12 研究生 麻醉科 
王  敏 女 1988.2 研究生 麻醉科 
周学龙 男 1988.4 研究生 麻醉科 
陈志华 男 1975.1 副研究员  

杭州师范大学（310036） 
刘  阳 男 1974.6 教授 生科院 
韩  璐 女 1981.12 讲师 生科院 
吴晓华 女 1985.8 技术员 生科院 
祁  鲁 男 1986.11 博士生 生科院 
陶晔琪 女 1990.9 硕士生 生科院 
严晶晶 女 1989.1 硕士生 生科院 
顾秋忆 男 1992.9 硕士生 生科院 
翁旭初 男 1964.12 教授 教育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310006） 
吕  宾 男 1963.1 教授/院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3） 

张  力 男 1976.6 教授/科室
副主任 心内科 

 

安徽省（2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30027） 

史庆华 男 1964.9 教授  
淮北师范大学（235000） 

李  蕾 女 1978.7 副教授 体育学院 
 

江西省（4人） 
南昌大学（330006） 

曾旭辉 男 1969.11 教授 生命科学
研究院 

魏  洁 女 1978.9 副教授 医学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30001） 

洪  葵 女 1964.7 主任医师、

教授/科主任 心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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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330013） 
陈  荣 男 1967.6 教授/副院长 体育学院

 

福建省（7人） 
福建师范大学（350108） 

王正朝 男 1978.7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厦门大学（361005） 
吕忠显 男 1970.4 教授 药学院 

欧阳高亮 男 1971.11 教授/副
院长 

生命科学
学院 

杨云青 男 1956.5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苏军凯 男 1973.1 副主任医师 消化内科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350025） 
张观坡 男 1984.11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柳  刚 男 1978.5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河南省（2人） 
河南中医学院（450008） 

高剑峰 男 1972.10 教授 基础医学院

郑州大学（450001） 
高晓娟 女 1982.1 讲师 体育学院

 

湖北省（17人）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442000） 

刁红录 男 1976.12 教授/副所长 生殖医学 
中心 

武汉大学（430071） 

万  芪 男 1962.4 教授/副部长 基础 
医学院 

闵加威 男 1988.10 学生 基础 
医学院 

黄  赞 男 1972.1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22） 
赵  宁 女 1987.4 医师 心内科 

侯晓华 男 1961.1 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消化病杂
志社 

刘劲松 男 1971.4 主任医师/
科室副主任

消化病杂
志社 

蔺  蓉 女 1982.3 副主任医师
消化病杂
志社 

中南民族大学（430074） 
刘庆华 男 1960.3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430079） 

唐佳 女 1978.11 副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30） 

徐永健 男 1956.5 教授/主任
医师 

 

徐  钢 男 1967.11 教授、主任医
师/科主任 肾内科 

王  伟 男 1963.6 教授/副院长 神经内科 

汪道文 男 1957.3 主任医师/
教授 

心血管 
内科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430065） 
吴清明 男 1965.5 教授/院长  
王育斌 男 1974.1 副教授  
周艳玲 女 1972.4 副教授  

 

湖南省（10人）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13） 

陈丰原 男 1962.3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410012） 

汤长发 男 1905.5 教授/副院长 体育学院 
郑  澜 女 1967.4 教授/副院长 体育学院 
谭  军 男 1977.9 讲师/副主任 体育学院 
郭  吟 女 1988.2 讲师 体育学院 
陈  锐 男 1969.1 讲师 体育学院 
郭  文 女 1978.2 副教授 体育学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8） 

唐北沙 男 1957.1 教授/主任
医师 

 

湖南省老年医院（410006） 

戴爱国 男 1966.1 教授/院长 呼吸病 
研究所 

 

广东省（37人）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518036） 

桂耀庭 男 1963.9 研究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50515） 
全  松 男 1962.10 教授  

暨南大学（510632） 

杨雪松 男 1961.10 
教授/临
床医学系

主任 
医学院 

朱伟杰 男 1958.8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510642） 

杨增明 男 1962.8 教授 兽医学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515041） 

秦达念 男 1959.1 教授 生理学教
研室 

何昕华 女 1979.8 讲师 生理学教
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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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庆军 男 1963.6 教授/院长 精神卫

生中心

李恩民 男 1963.6 教授 生物化学

教研室 
南方医科大学（510515） 

张译月 女 1980.1 教授 基础医学院

颜光玗 女 1975.9 教授 基础医学院

邹  飞 男 1958.6 教授/院长
公共卫生
与热带医
学学院 

张文清 男 1965.4 教授/副院长 基础医学院

马  宁 女 1979.12 讲师 基础医学院

陈小辉 男 1986.6 技术员 基础医学院

梁如鸿 男 1973.4 特聘教授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518055） 

张  键 女 1972.12 研究员 医药所 

范秀军 男 1977.3 副研究员
生殖健康

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510530） 

黄  可 男 1989.2 助理研究员 干细胞所

杜  鹃 女 1981.7 副研究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230） 

王  健 男 1962.12 教授/处长 海印分院

罗远明 男 1962.9 教授 
呼吸疾病
国家重点
实验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510120） 

王景峰 男 1963.2 
教授、主

任医师/
副院长 

心内科 

深圳市南山医院（518000） 
蒋昌宇 男 1982.8 主治医师  

南方科技大学（518055） 

吴传跃 男 1959.7 领军教授/
副校长 

 

深圳大学（518060） 
王子梅 女 1969.2 副院长 基础医学院

罗跃嘉 男 1958.5 教授 心理与  
社会学院

阮雄中 男 1965.1 教授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510080） 

杨天新 男 1963.10. 教授 高血压研

究所 

王蔚东 男 1969.1 教授 高血压研

究所 

李春凌 女 1972.12 教授 高血压研

究所 
广州体育学院（510500） 

朱  琳 女 1975.7 教授/室
主任 

运动生理

教研室 

广州医科大学（511436） 
刘金保 男 1965.2 教授/院长 研究生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80） 
邹学农 男 1964.2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530631） 
刘承宜 男 1963.1 教授  

郝选明 男 1954.3 教授 体育科学

学院 
中山大学（510275） 

刘晓春 男 1968.11 教授 生命科学

学院 
 

四川省（10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41） 

吴超然 男 1971.1 教授 麻醉科 
杨少杰 男 1989.3  麻醉实验室 

何金汗 男 1978.9 教授 生物治疗 
国家实验室 

唐向东 男 1964.8 教授/主任 神经生物

检测中心 

李  涛 女 1965.3 科主任 心理卫生

中心 
电子科技大学（610054） 

游自立 男 1965.5 教授 生命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610075） 

杜  联 女 1964.9 教授 生理教研室 
四川大学（610041） 

许文明 男 1973.11 副研究员 华西二院 

成都体育学院（610041） 

蒋  丽 女 1972.11 副教授/
室主任 

运动   
医学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610052） 
马  峰 男 1961.11 教授/副所长  

 

贵州省（1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558000） 

孙定福 男 1980.3 副教授 体育系 
 

云南省（4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650223） 

陈策实 男 1972.10 研究员 肿瘤生物学 
徐  林 男 1963.2 研究员  

云南师范大学（650500） 
王政昆 男 1959.3 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 
宋淑华 女 1971.6 副教授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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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7人） 
香港中文大学 

徐麟皓 男 1985.11 博士后 生物医学学院

郑汉其 男 1952 教授 生物医学学院

香港大学 

高  波 男 1979.1 博士 医学院 

周中军 男 1965.3 
教授/  
研究员 

深圳研究院

陳振勝 男 1957.7 教授 生物医学系

梁宇亮 男 1974.9 助理教授 深圳研究院

陈  佩 女 1972.5 副教授  

 

 

澳门（1人） 
澳门理工学院 

时庆德 男 1972.9 副教授 
体育暨 
运动高等 
学校 

 

美国（5人）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梁明瑜 男 1971.6 教授  
Yale University 

王  彤 女 1948.4 教授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王文辉 男 1949.9 教授  
Vanderbilt University 

张明志 男 1963.4 副教授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蔡  晖     

 

《生理通讯》稿约 

《生理通讯》是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内

部专业期刊。本刊主要报道以生理学专业为

主的科研、教学相关的学术动态、学术交流、

学会活动、全国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生

理学分会会议等方面最新信息。该杂志办刊

的宗旨是：使《通讯》成为“学会工作的信

使、联系会员的纽带和学术交流的园地”，集

“学术性、新闻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为广

大会员所喜爱的刊物。欢迎全国所有生理学

工作者积极投稿。 
1. 投稿内容：目前《生理通讯》的栏目有： 
生理学家：介绍我国和海外有关的著名生

理学工作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 
庆贺与纪念：介绍我国著名生理学家重大

成果奖励活动、诞辰、纪念活动等。 
新世纪（新年）寄语：学会领导等总结、

回顾过去生理学工作的成就，并就我国未来教

育和科研工作发展的新形势，对全国生理学会

会员提出希望和要求。 
生理新星：介绍我国年轻有为、做出了出色

贡献的生理科学工作者的成就和事迹等。 
长江学者：介绍我国被国家认定为“长江

学者”的生理科学工作者的成就和事迹等。 

专题讨论：介绍生理学及相关的生物学科

研及教学中某一专题学术讨论的内容。 
学术动态（科研动态）：介绍国内外包括

生理学在内的生命科学中重大科研项目工作

的最新进展信息、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级、部

级、省市级重点实验室介绍等。并可介绍包括

生理学在内的科研及教学工作的最新成果和

进展。 
学术交流：介绍国内（包括港、澳、台）

各地区、单位生理学有关的科研及教学等相互

交流的情况等。 
国际交流：介绍我国生理科学工作者和国

外有关学者人员互访、学术交流的有关情况、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等。 
学会工作：介绍我国生理学会全国会议、

各大区、省市自治区会议有关换届选举、常务

理事会会议、青年理事会工作等情况；介绍新

会员名单、与生理学会有关的杂志主编或出版

等重大问题的变更等。 
学会活动：介绍全国及各大区、省市自治区

生理学会学术会议（包括年会）情况，介绍相关

的各种研讨会纪要、简报等以及学会组织的各种

观摩会、报告会、讲习班、培训班等情况。 

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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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介绍国内外有关医学教育的最

新信息、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教育部重点学

科介绍等。 
教学工作（园地）：介绍教学工作中各种

经验、体会、建议等。 
人才培养：介绍生理学科研及教学人才培

养的最新动态和进展。 
科普工作：介绍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生理

学会组织的科普活动（如全国科普活动周、青

少年夏令营等）情况。 
张锡钧基金会：介绍全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

金会优秀论文评奖结果、会议交流情况等。 
科技（要闻）信息：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科

学成就或科研、教学工作重大进展（包括诺贝

尔医学奖）等。 
科教漫笔：介绍科研及教学工作中个人的

经验、体会、教训、趣闻、轶事等。 
大家谈：就我国生理学科研及教学工作中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建议或讨论。 
趣味园地：刊登各种于知识性和趣味性为

一体的趣闻、轶事等。 
学位论文：刊载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最新

论文。 
读者与编者：就该期刊办刊方针、版面内

容、编排方式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等。 
新技术：介绍有关科研和教学的最新创新

技术等。 
另外，还设有出版消息（新书消息）、新

书征订、新书介绍、教材介绍、消息/重要消
息、简讯、通知、会议消息、荣誉信息、讣闻、

悼念、仪器研制、仪器之窗等栏目。 
2. 投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2.1 学术文章的内容应论点鲜明、论据可

靠、数字准确、文字精练、学术用语及标点规

范。一般不超过 3000字，综述不超过 5000字，
短篇文稿以 500～1500字为宜。如果缩减有困
难，经作者同意，我们拟将全文以电子版的形

式在生理学会网站上登载。 
2.2 请在文章标题下写明作者姓名、详细

通信地址、工作单位、邮政编码。 
2.3 文稿所用名词术语、简化字等应以国

家规定或通用者为准。 
2.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

定，作者享有著作权、并文责自负。作者接到

修稿通知时，请按照要求认真修改。如作者不

同意对内容修改，请在来稿时说明。来稿请寄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 
学会电子信箱： 
肖  玲 xiaoling3535@126.com; 
刘  璐 zgslxh@126.com. 

 
《生理通讯》编辑部 

 
《生理通讯》编委会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王  韵 

副  主  编  李俊发  王  宪  王世强  朱广瑾  朱进霞  朱玲玲  夏  强 

常务副主编  王建军  刘俊岭  张  翼  杨黄恬  肖  玲  陈学群  孟  雁  赵茹茜 

委      员  王瑞元  刘国艺  刘慧荣  朱大年  肖  鹏  阮怀珍  林  琳  祝之明  景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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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YP100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300mmHg，最大耐压值：<400mmHg  
YP100E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300mmHg，最大耐压值：3800mmHg(免定标) 输出：12V/300mmHg/6V  
YP200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300mmHg，最大耐压值：<400mmHg(免定标)  
YP300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300mmHg，最大耐压值：2000mmHg  
YP400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70mmHg，最大耐压值：300mmHg  
YP600型压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50~300mmHg(无创型)  
YP900型压力换能器（免定标）注射器式 易排气泡 测量范围：-50~300mmHg  
JZ100型张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0-10g 0-30g 0-50g 0-100g 0-300g 0-500g  
XH1000型等长张力换能器 测量范围：0-10g 0-30g 0-50g 0-100g 0-300g 0-500g  
XH200型等长收缩换能器 测量范围：0-3g 0-5g 0-10g 0-20g 0-30g 0-50g  
DZ100型等张力换能器（长度变化）测量范围：±20 mm  
XH1000型痛觉换能器（用于足底刺痛）测量范围：0-100g 0-200g 0-300g 0-500g 0-1000g  
HX100型呼吸换能器（人体胸带式）  
HX101型呼吸换能器（动物捆绑式）  
HX200型呼吸流量换能器（插管式）  
HX300型呼吸换能器（单咀式 连接丫字插管式或动物鼻孔）  
HX400型呼吸功能换能器（人体呼吸波、肺活量等测量用）  
HX500型插管式呼吸波换能器（用于兔子、大鼠、小鼠插气管或插鼻孔）  
XH100型小鼠呼吸实验盒（用于咳嗽药物实验）  
WS100型胃肠运动换能器（用于测量胃肠蠕动）  
YL200型力换能器（用于测量动物某个部位的折断力 最大拉力为 2000g）  
CW100型温度换能器（用于测量动物的肛温 探头为 Ø2×10mm）  
CW200型温度显示测量仪  
CW300型肛温换能器（用于测量动物的肛温，探头为 Ø3×50mm）  
CW400型片式体温换能器（用于测量动物表面体温）  
XJ100型心音换能器（用于人和动物的心音测量）  
XJ200型两用听诊器（用于教学实验 听声音与记录同步）  
MP100型脉搏换能器（用于测量人的指脉）  
MP200型鼠尾脉搏换能器（用于测量大鼠或小鼠的尾脉）  
MP300型腕部脉搏换能器（用于测量人的手腕部位的脉搏）  
XH100型脉诊换能器（用于测量人的手腕部位的脉搏 分析压力与脉搏的关系）  
XH101型恒温式大鼠无创血压测量装置（用于大鼠尾压无创血压测量）  
XH200型恒温式小鼠无创血压测量装置（用于小鼠尾压无创血压测量）  
人体血压测量教学套件（用于无创血压测量 由血压表、压力换能器、电子听诊器组成）  
其它附件：一维不锈钢微调器、二维微调器、神经屏蔽盒、进口三通、铂金电极、 记滴换能器、电极万向夹  
以上产品都能与成都仪器厂、南京美易、成都泰盟、澳大利亚 BLOPAC等国内外采集系统配套使用。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 199号摩码大厦 1018室  
电话：（010）85985769 （010）85987769（传真）  
邮编：100026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邮箱：http://mail.yan85985769@sina.com, 13701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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