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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特约专稿 

 

革故鼎新，重铸辉煌 

——纪念《生理学报》创刊90周年 

杨雄里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0032） 

1926 年 9 月在北平（今北京）举行的

中国生理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决定用英语出

版“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1953

年易名为《生理学报》，下简称“学报”）。

翌年，由时任会长的林可胜先生为主编的这

本杂志正式创刊。在中国生理学会的发展历

程中，这是继生理学会成立之后的又一件大

事，标志着中国生理学家开始拥有了自己展

示研究成果的园地。从我作为医学生在上世

纪 50 年代末最初接触“学报”起，迄今已

近 60 载，几近“学报”历史的三分之二；

期间又曾担任主编 13 年，也可以说是“学

报”部分历史的见证人。值此“学报”创刊

90 周年之庆，雁过留声，遵主编建军教授

之嘱谈一点感想，也算是一位老朋友对“学

报”的寄语吧！ 

“学报”自 1927 年 1 月创刊后，在一段

时间内是中国生理学家发表本土研究成果的

主要载体。由中国生理学会组织进行的对国人

的基础代谢调查的结果（发表于特刊第 1 号），

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志。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从 1937 年至 1941 年，已故

冯德培院士在“学报”上接连发表了 26 篇论

文，这是有关神经肌肉接头的先驱性研究工

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已故张香

桐院士曾告诉我，那时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中

收藏的中国自然科学杂志主要有两种，一是

《地质学报》，二是《生理学报》。我未作仔细

分析，但我想以杂志的学术地位而言，当时

“学报”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影响可能是处于

其历史的最高峰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报”停刊。之后

虽然复刊，但那时正是国内形势剧变的时期，

“学报”惨淡经营，其学术地位已无可挽回地

衰落了。当“学报”在 1953 年易名，完全转

变为一份中文的学术期刊后，实际上就很难再

谈她在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力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1966 年~1976 年）风云突变，“学报”已

无立锥之地，停刊长达 10 余年，这本在国际

生理学界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学术刊物消声

匿迹了。 

但是应该看到，“学报”在中国生理学界

的影响仍然是不容低估的。一方面，在国门紧

闭的年代，中国学者足不出户，向国外杂志投

寄论文要经过层层审批，甚至与国外同行的信

件交流都受到检查的日子里，“学报”成了中

国生理学家发表自己研究成果，在国内生理学

界同行间进行交流的主要学术平台，这无疑推

进了中国生理学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通过总结结果、

论文撰写和送审，以及转达评审意见后作者对

论文的修改，这整个过程对于年轻生理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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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啻是一种有益的锻炼1，在造就一支优秀

的生理学研究队伍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生理学研究在若干

领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我本人与“学报”交往的经历是难以忘

怀的。在文革之前，我主要作为“学报”的一

位年轻的读者，领略着她的风采。当时是冯德

培先生担任主编，“学报”办公室主要工作人

员就是荆观成先生一人，承担着收稿、送审、

发稿等一系列工作。每次他恭敬地把稿件送至

刘育民先生办公室的情景，至今忆及历历在

目，送审材料中所附注有“英文摘要有关国际

观瞻，切望格外注意润色”字样的送审单，给

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在“学报”发表

的第一组论文是我和刘育民先生对中国“色

觉标准观察者”的研究工作。1982 年从日本回

国后我又在“学报”上相继发表了若干论文。

但之后，随着中国的开放，我的大部分论文都

送往国外杂志发表，我作为论文作者对“学

报”的贡献实在很有限。 

我和“学报”过从密切，始于 1983 年。

在前辈的提携下，我担任了副主编。那正是

“文革”阴霾消散，“学报”从奄奄一息逐渐

甦醒，学术氛围明显改善，人们在经受长期折

腾后终于有可能沉下心进行研究；而当我在

1987 年底接任“学报”主编时，前辈们已经做

好了铺垫，“学报”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

繁荣的时期。在我的三届任期中，我见证了

“学报”论文水平持续提高和编撰工作的不

断改进，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生理

学研究在历经了多年波折后渐趋稳态的可贵

局面，折射出中国生理学界同仁顺应生理学发

展趋势，把研究工作推向学科前沿的艰辛劳

作。当然，编委会和编辑部也功不可没。作为
                                                        
1“学报”对论文进行学术评审的程序是严格的。在我

担任主编期间，全体编委按学术领域分成几个组，每

期发表的论文均经相应组的集体讨论审定。评审意见

通常针对性强，比较中肯。论文的英文摘要在刊印前

均作认真修改（前期由刘育民先生辅助，后期由我自

己负责）。 

对这些进步的肯定，“学报”曾获多种奖励，

特别是在 1999 年，经过严格的评审，在全国

4700 余种科技期刊中脱颖而出，荣膺期刊界最

高奖项——首届“国家期刊奖”。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众

多的科研人员在留学西方多年后逐渐回国，出

现了新的情况：我国基础研究科学家越来越多

地把自己的论文送到国外的杂志发表，这实质

上反映了基础研究成果世界共享的基本理念。

但是当人们在实践这一理念的同时，突然发现

对国内的学报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学报”的稿源开始成了问

题，而没有充足的稿源，提高“学报”的质量

就成了一句空话。曾经是反映中国生理学“高

地”水平的“学报”，由于大量的优秀论文的

外流，逐渐成了“洼地”；曾经把“学报”奉

为神明的中国生理学家，在形势的驱使下，追

逐的是国际高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 的

学术杂志。这种情况在近十几年越演越烈。正

是在这个时候，曾经作为“学报”的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被宣布解散，

这无异于使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亟需分析形

势，厘清思路，冷静地处理出现的问题。我个

人认为，存在的问题从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由缺乏一个实体主管单位所引起

的，在中国，一份学术杂志没有“实体主管单

位”，寸步难行。因此，当务之急是为“学报”

找到好“婆家”。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前进的

步履必然沉重。另一类问题则是与办刊方针有

关的。总体而言，我们面临的抉择不外乎两个：

一个是维持现有的格局，继续以中文出版（英

文摘要），主要是作为国内学术交流的平台。

这样做，虽然可以从心理上纾解我们的焦虑，

但是考虑到生理学迅速发展的态势，前景并不

美妙，这多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到将来的某

一天我们又不得不再回头做类似的思考。在我

看来，另一个抉择是，如果我们依然把“学

报”定位为基础性学术刊物的话，那么就必须

把“学报”改成全英文，并通过国际化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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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大幅度提高论文的质量，争取尽早进入

SCI 索引。我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 SCI

的 IF 颇有微词，不无道理，但我仍无意改变

曾发表过的意见：在没有更恰当的指标之前，

SCI 的 IF 不失为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较客观

的指标之一。不管用哪种指标来衡量论文的水

平，都会有偏颇之处，再说我们也并非以 SCI 

马首是瞻。基础研究必须走向国际，“学报”

理应作为反映我国生理学基础研究成果的载

体为之铺路搭桥。在现实的语境中，这可以说

是“学报”走向国际的唯一出路。实现这一目

标，并不容易，困难甚多。国际学术杂志剧烈

的竞争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也切不

可奢望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使“学报”成为

高 IF 的学术杂志，这是由生理学学科的特点

所决定的[连老牌的英国生理学杂志(Journal 

of Physiology, London) 的 IF 也只是在 4~5 间

徘徊]。不过，时势也有利好的一面，最重要

的是，大批优秀人才回归祖国，国家对基础学

科的支持今非昔比，关键的是如何把力量组织

起来，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从征稿、审稿、

编辑、出版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使力，革故

鼎新，重铸辉煌。“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

逶迤曲折的道路，终究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局面，我们需要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任重道远，筚路蓝缕，我们仍需努力！ 

 

摘自《生理学报》第 69 卷第 5 期 

 

纪念《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 

韩济生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1） 

《生理学报》是中国生理学会官方期刊。

该刊的前身是1927年由林可胜教授创办的《中

国生理学杂志》，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生命科学

学术期刊之一。1953 年改名为《生理学报》。

今年迎来了她创刊 90 周年的大喜日子。 

《生理学报》是我心目中极为仰慕的刊

物。我也担任《生理学报》编委多年，对她有

着很深的感情。《生理科学进展》是 1957 年由

吴襄教授创办的中国生理学会（与北京大学合

办）的另一本官方刊物，是《生理学报》的“小

弟弟”，今年即将庆祝创刊 60 周年。在这两

本中国生理学会的官方期刊中，《生理学报》

主要刊登生理学领域研究论文，《生理科学进

展》则是一本综述性杂志，两者发表的文章涉

及范围都较广，不仅包括生理学，还包括与生

理学关系密切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

物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营养学等（这

些与生理学相关的学科与生理学一道，可统称

为“生理科学”）。我有幸在《生理科学进展》

杂志忝列主编职务 15 年（1986~2000），一直

以《生理学报》的严谨科学态度为榜样来办刊。 

虽然这两本刊物的办刊宗旨有所不同，但

对于推动中国生理学研究的发展和进行国际学

术交流均发挥了重要和巨大的作用。《生理学

报》主要是以原创论文的形式将国内外生理学

者的科研成果介绍给世界，而《生理科学进展》

主要是以综述的形式将国内外生理科学研究中

的重要成果归纳总结后介绍给世界中文读者。

上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生理学杂志》刊登了

不少知名科学家如林可胜、吴宪、冯德培等的

重要科研论文，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国外一些重要实验室的科学家（如当时在澳大

利亚工作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 John Eccles）翘

首以盼每期新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到来。新

中国成立以来，《生理学报》也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在 1999、2003、2005 年三届获得“国家期

刊奖”，2009 年荣获“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

的期刊”称号。我坚信，在 21 世纪余下的年代

里，《生理学报》将迈向新的辉煌！ 

90 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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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却体现了几代

中国生理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坚持、努力与成

绩。无论经历的是成功或挫折，无论获得的是

经验或教训，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总结。期

盼《生理学报》自立于世界之林，为生理科学

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 年 2 月于北京 

         

             摘自《生理学报》第 69 卷第 5 期 

 

机体的功能与状态 

陈宜张 

（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200433） 

《生理学报》创刊 90 年来，发表了不少生

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综述和其它类型

的文章，今后还将在这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一般认为，生理学是一门研究机体

（organism, living body）功能（function）的科

学。但如果讲得更具体一点，应该说，生理学

是研究处于一定状态(state)下机体功能的科

学。机体本身具一定结构，研究机体的功能，

就是研究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这历来是生

命科学所关注的，也是生理学所关注的；至于

机体的状态如何，过去也有研究，也有注意，

但相对要少一点，强调得也不够，其实这部分

还是很重要的。 

机体的状态，在各个水平都有表现：宏

观(macroscopic)、微观(microscopic) 和介观

(mesoscopic)，宏观的状态往往有它微观的分

子基础。以脑和神经系统为例，1906 年

Sherrington 在《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书中

就提出，脊髓活动的时候存在着中枢兴奋状

态(central excitatory status, CES) 和中枢抑制

状态(central inhibitory status, CIS) 两种状态[1, 

2]。近半个世纪后的 1951 年，他的学生 Eccles 

用微电极方法研究脊髓神经元电生理，记录

到兴奋性突触后电位(excita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 EPSP) 和 抑 制 性 突 触 后 电 位

(inhibi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 IPSP)[3]。后

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两者就分别反映了 CES

和 CIS。就脊髓反射活动而言，以上说法可能

是对的；但对一般中枢状态而言，则远远不

够。现在，我们知道，所谓脑或神经元的状

态，它所包含的内容，远比突触后电位更为

丰富、广泛。 

早在 19~20 世纪之交，从基本原理上人

们已经知道，兴奋性组织在发生一次兴奋以

后，紧接着有绝对不应期、相对不应期、超常

期、低常期等兴奋性变化，这些变化都属于状

态的范畴。以后，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知道神

经兴奋的本质是离子通道的活动；到现在，离

子通道分子的三维结构也知道了。但是，即使

有了那么强劲、深入的进展，迄今为止，关于

离子通道的状态，即它的关闭，开放，失活，

仍是一些不十分清楚的问题[4]。由此可见研究

状态问题的难度。 

脑的活动，不仅需要离子通道，也需要递

质受体，神经系统的状态如何，也反映在递质

受体上。以乙酰胆碱受体为例，它是一个由 5

个亚单位组成的多聚体，但它可以有不同的构

象(conformation)状态。现在知道至少有 4 种

状态：(1) 静息、关闭状态；(2) 短暂的开放

状态，也就是激活状态；(3)快速脱敏状态；(4) 

不反应状态[5]。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状态的

问题，也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大体或宏观方面看，人的觉醒、睡眠当

然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与此相联系，全身麻醉

也是一种状态。早年曾经认为，全身麻醉的作

用机理是由于麻醉剂分子干扰了细胞膜脂质，

现在知道，这种说法不对了。现在认为，不同

类型的全身麻醉剂主要作用于 3 种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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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A 受体，NMDA 受体，2 孔域钾通道

(2PK)[6]，所以，宏观的觉醒、睡眠麻醉的状态

有它微观的分子基础。受体和通道分子是一种

结构，其功能就是这些分子的功能，但这些受

体、通道本身还有它自己不同的状态，只不过

对于这些受体、通道状态的研究，还没有像乙

酰胆碱受体那样研究得深入而已。事实上，当

动物处于觉醒、睡眠状态时，脑内许多部位神

经元的细胞内记录也已经显示有所谓“上状

态（更去极化）”和“下状态（更超极化）”

的存在。在觉醒、睡眠周期中，这两种状态所

占的份额不同，觉醒时上状态多一点，睡眠时

下状态多一点 [7]。更进一步，现在知道，

GABAA 受体不仅存在于突触部位，以 IPSP

的形式介导突触抑制；它还可以存在于突触外

部位的神经元膜，介导细胞周围的神经元调制
[8]，神经元调制就是微观（细胞、分子水平）

条件下状态的另一种形式。可见，从觉醒、睡

眠周期及全身麻醉看，所谓状态，既有宏观方

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实际上，还应当加上

一个介观状态，那就是脑内与睡眠、觉醒有关

的各种激活系统的状态，如促进睡眠的系统，

激醒的系统，它们都是一些神经回路[9]，各个

回路有它自己的状态，这些系统的状态变化又

牵涉到复杂的因素。以上这些，很令人感兴趣，

都值得好好研究。可见，如果想要了解脑的功

能，一定要同时了解脑的状态，了解它的宏观、

微观、介观的状态。 

中医似乎很注意全身、大体、宏观的状态，

例如讲中风病的发病，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

上”，是“脏腑阴阳失调”，等等[10]。我的理

解，这里的“虚”、“阴”、“阳”等等，讲

的都是状态。可惜，由于中医对人体结构的解

剖学基础不够好，要想深入分析“状态”，有

很多困难。我国的生理学，如果能从中医所提

出的宏观、整体的状态出发，深入系统地探讨

各种条件下的人体“状态”，可能会给生理学

的发展带来好处，也会对医学有所推进与提

高。若能如此，这确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希望，《生理学报》能够

多多登载生理学方面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有

机体状态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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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前景灿烂 

——贺《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 

姚  泰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海  200032） 

《生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自创刊以

来，已经走过 90 个年头了。2007 年，我和学

报编委们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科学院

会议室一起回顾学报 80 年历程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转眼又是 10 年过去了。这几年来，

学报在形式、内容和文章的质量、水平各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学界同仁们都很受

鼓舞。 

回想 90 年前，我国生理学界的先辈们在

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创建了中国

生理学会，紧接着又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真是何等的不

易！前辈们的创业精神、爱国情操和严谨学风，

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上世纪 30 年代初，

新问世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在国际学界很快

就享有声望，受到国际同仁们的关注。30 多年

后，我做研究生时，还细读过多篇《中国生理

学杂志》早年的文章，如林可胜先生团队研究

脑干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控制的系列论

文，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1953 年，《中国生理学杂志》更名为《生

理学报》。数十年来，学报作为中国生理学会

的官方期刊和我国生理学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

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培养、提高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和树立优良学风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对于我来说，最初是学报的读者，到

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成为学报的投稿人。

1963 年，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学报第 26

卷第 3 期 232~239 页。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

自己的实践开始懂得，对一项科研工作进行收

获，从撰写论文、投稿、发表，是整个研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初学者来说，这更是一

项极其重要的学习课目和实践训练。后来，从

1982 年开始，我有幸参加了学报编委会，先后

在冯德培、刘育民、杨雄里几位主编的带领下

进行工作。有很长一段时期，学报采用集体审

稿、定稿的制度，我在参加每次集体审、定稿

会议的过程中，都能得到很大的收益，除了学

到不少新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外，更受到严

谨的科学思维、执着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和

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以及高尚科学道德的熏

陶。可以说，我在生理学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能

力，一半是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积累起来的，

一半是在参加学报工作的实践中获得的。 

当前，随着科学的飞快进步和发展，国家

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推动，国际交流的日益扩

大，我国生理学工作者的队伍阵容和整体水平

比十多年前又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学报能不

断进步和提高的强大基础和保证。但是另一方

面，从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要求和目标来说，

学报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进一步提升质量和

水平，扩大稿源，尤其是要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扩大国际编委的队伍，吸引更多国际稿源，使

学报成为一个国际生理学界交流信息和成果

的平台。上世纪 80 年代初，沈锷、邹冈等发

起并酝酿创办英文版《生理学报》，得到冯德

培先生的首肯和支持。经过认真的筹备，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于

1985 年创刊，胡旭初先生出任主编，我也受邀

参加编委会工作。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一些条

件的限制以及学术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许多

优秀的国内稿源被国外杂志吸引，使这本英文

版杂志在出生的一开始就遇到很大困难。数年

中，虽经主编、编委会和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理研究所艰苦奋斗，再三努力，最终只

能于 1998 年忍痛停刊。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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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编委会都将学报的国际化作为奋斗的目

标。现在，整个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又有了很

大的改善，我相信学报将能加快步伐，争取早

些实现多年来的梦想。 

我借用张香桐先生的一个题词作为本文

的结束：“回顾往昔，方知创业艰难；展望未

来，充满无限希望”。我满怀信心，热切期待

着学报今后新的辉煌。 

2017 年 3 月 

 

               摘自《生理学报》第 69 卷第 5 期 

 

庆祝《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 

朱培闳 

（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理研究所  上海  200031） 

今年是中国《生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

创刊 90 周年，受主编王建军教授之邀，写此

短文以作纪念。 

首先，向编委会和编辑部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诸多领

域，包括生理科学都有长足的进步，不少工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由于不少研究论文

投寄到国外期刊发表，这无疑影响了学报的稿

源；与此同时，由于学科的发展，来稿的内容

渐广。这诸多因素对办好学报带来不少困难。

但是，我欣喜地看到，学报编委会在主编王建

军教授领导和编辑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无论

在学术水平还是印刷装桢上，都属上乘和精

美，可喜可贺。 

我是 1965 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生理研究所工作的。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

开始，学报出版被迫中断。直到 1978 年，学

报复刊，我才对她有所了解。我与许多同志一

样，开始是读者，以后成为读者兼作者。我的

同事和我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不下 10 篇，这些

论文主要是在 1987 年之前的研究工作，而它

们的发表无论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对我们

的论文写作水平提高都帮助颇多。之后，为了

办好学报的姐妹刊物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中国生理科学杂志，

英文刊），我们的论文多在此刊上发表，当然

也有不少的论文在国外英文期刊上发表。 

我是在 2006 年底退休的，至今刚逾 10 年。

退休在家，除了对重大科技新闻，特别是生命

科学感兴趣外，学报是我仔细阅读的唯一学术

期刊。说实话，由于目前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

文涉及的领域与我原来从事的专业相距甚远，

许多文章已看不懂，但是，在阅读中我学到不

少新的知识。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与学报的

关系重返到读者。 

最后，我想澄清一个事实。在由姚泰教授和

王晓民教授主编的《步入 21 世纪的中国生理学

——庆祝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80 周年》一书中，

由学报编辑部撰写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生理

学报》”一文，提及我为“现任主编（2006~2009

年）”。我的确是在 2006 年从学报前任主编姚

泰教授手中接任主编的，但是我担任学报主编这

一工作实际只有一年。2007 年初，由于某种原

因，我向中国生理学会有关领导写信辞职。在得

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意后，主编一职先交还姚泰教

授，再后由赵志奇教授接任。我感到欣慰的是，

学报没有受到我辞职的影响。 

祝学报在促进中国生命科学在国内外的

学术交流中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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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生理学报》 

赵志奇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0032）

我于 1962 年大学毕业到中国科学院生理

研究所工作后，就开始阅读《生理学报》（以

下简称学报）。因此，我和学报相伴了 55 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阅读学报

后的心情：我何时也能够在学报上发表文章

啊？直到 1981 年，我和陈俊强合作在学报上

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看到学报上印出的文

章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以后，我又陆续在

学报发表了几篇文章，从此才感觉到自己开始

成为真正的生理学工作者了。1987 年，我出国

留学回来后，学报主编刘育民教授突然找我，

问我是否愿意出任学报编委，我惊呆了！我怎

么有资格担任学报这一权威杂志的编委呀？

担任编委后，才真正了解为什么学报质量和水

平高，为什么她在国内外有那么大的影响。参

与办刊的十多年我学到了很多，我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科研历程与学报紧

紧相连。 

学报的审稿非常严格。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

前，稿件是否录用必须经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编辑部有一个经过筛选的审稿专家库，稿件由

编辑部送 2~3 位有关专家初审，相关专业的常

务编委或副主编根据初审意见决定是否提交定

期召开的编委会讨论。每年由长江三角洲地区

的学报编委组成的审稿组在上海召开几次审稿

会，当时交通不方便，但审稿组成员，都准时

参加，特别是苏州和南京的专家都坐火车到会。

审稿组编委按不同专业分组，每人负责审阅几

篇初审通过的稿件。一小时后，每人介绍稿件

主要内容和审稿意见，提出是否可录用发表。

小组讨论通过后，审稿组集中在一起讨论，最

后由各组代表介绍拟录用稿件的要点，如没有

异议，交主编终审。经过这个程序，每篇稿件

都经历了仔细的审阅。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

有的稿件在分组内已经通过了，由于专业分工

很细，在分组会上太专业的问题未能被发现，

但到全组会上专业对口的编委发现严重的问

题，从而避免了差错。意见转达给作者，经过

补实验和修改，保证了文章质量。随着为学报

服务年限的增长，我先后担任编委、常务编委

和副主编，不仅学习了组稿、审稿和发稿等办

刊经验，更重要的是从中丰富和扩大了自己的

知识领域，对自己的科研有很大的裨益。 

学报属于中国生理学会的官方学术期刊，

一直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主办。2000

年上海生理研究所被撤销后，改为新成立的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在该院主

办的 10 余份期刊中，除学报之外，其余各刊

大多都有生科院属下的有关研究所提供办刊

资金，并由这些研究所对相关期刊进行管理。

由于各研究所的积极努力和大力支持，有几份

期刊由中文刊改为英文刊后，积极进取，顺利

进入 SCI 期刊行列。但是，自上海生理研究所

被撤销之后的十多年来，学报办刊资金困难，

加之近年国内大多数高校和研究单位规定，博

士生只有在 SCI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

毕业，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学报稿件的质量和

数量急剧下降。怎么办？有一种观点认为“生

理学科老了”，建议改名创办其它学科的杂

志，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编委会和学界

同仁们的坚决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时的

学报主编任期届满，辞去了主编职务，真是雪

上加霜！学报面临何去何从的困难局面。多年

来，学报主编一直是由中国生理学会（以下简

称学会）推荐和任命的。在选择主编候选人时，

可能因为我原来是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和当时

还被返聘而工作在一线的缘故，学会动员我出

任主编。我明知这是个苦差事，自己的能力和

精力有限，但出于对学报的深厚情感和感谢大

家的厚爱，经过几个月的考虑，我答应做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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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的过渡性主编，并请学会进一步遴选年富

力强、有创新思维和有干劲的中年科学家担任

主编。2010 年底我上任主编后，组建了由国内

外学者组成的新编委会，大家热情很高，经反

复讨论一致认为学报需要改为英文版，争取尽

快进入 SCI 期刊行列。同时，我们也学习了中

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和上海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管理的期刊进入

SCI 行列的办刊经验，在国外成立一个由有学

术成就的华人生理学家组成的海外编委会，帮

助约稿和审稿，并要求每位编委必须贡献一篇

高质量的英文文章。相关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

汇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约好了一些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认为条件基本成熟，编委

会讨论决定 2012 年出版全英文版。但是，由

于各种原因，此项动议最终未被主办单位同意

并提交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在我和编委

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也因此深感对

不起编委们和读者们，没实现编委们的心愿和

学界同仁对学报的期望。在任职学报主编的两

年多后，带着深深的歉意和遗憾，我离开了主

编的岗位。 

我喜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这样的豪迈诗句，我深信有 90 年悠久历

史和优良传统的《生理学报》在新形势下一定

会“从头越”！ 

2017 年 4 月 14 日于浦江畔 

 

              摘自《生理学报》第 69 卷第 5 期 

 

 

 

2017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通知 
 

尊敬的老师，您好！ 

“2017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

研讨会”拟定于 2017 年 11 月 17-19 日广东广

州举行。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和精英学

者，围绕心血管相关领域展开最新研究成果的

汇报与交流。大会欢迎全国各地从事该领域的

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本次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

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

学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承办，会务

工作由广州一尊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承接。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会议宗旨： 

全民健康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而心血管疾病严重

威胁我国公众的健康，关注心血管生理及其

相关疾病的研究，关乎民生大计。本次会议

主旨是探讨心血管生理及其相关疾病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与进展，探讨科研与临床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分享交流研究心得，增强基

础科研与临床的融合，助推基础与临床科学

研究融合，为广大相关领域工作者提供一个

学习交流平台，以促进我国生理学的持续发

展和科研队伍的成长。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名誉主席：唐朝枢  王  宪  袁文俊  

          吴博威  朱妙章  朱  毅 

大会主席：杜  杰  曾晓荣 

大会执行主席：王庭槐 

副 主 席：陈思锋  曹济民  孔  炜 

二、会议日期: 2017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19 日

（11 月 17 日报到，18-19 日会议报告，19 日

代表离席） 

三、会议地点：广州浙江大厦（广东省广州市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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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先烈中路 85 号） 

四、大会主要内容： 

（一）会议主要议题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融合基础临床，推

进转化发展”。主要涉及以下议题： 

1.心血管基础研究与疾病； 

2.缺血与再灌注； 

3.高血压与内分泌失衡； 

4.炎症免疫与血管疾病； 

5.心血管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 

6. 其他相关研究。 

（二）会议研讨形式 

1.特邀报告：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知名心血

管专家做大会特邀报告。 

2.专题报告：采取中国生理学会会员自愿

报名（同时提供个人简历、不少于 1000 字的

报告内容以及与报告内容相符的近几年发表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目录），报告要能

够体现出当今国内研究最高水平和国际研究

发展动态。所有申请大会及专题报告的代表均

需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材料报送大会，

统一经专家评定，并经审定后决定。 

3.青年优秀论文报告和评选：大会将组织

青年优秀论文评比，参比者1977年1月1日后出

生。其他要求见以后通知。 

五、征文通知 

征文内容及要求：现向全国生理学科技工

作者征集会议论文摘要（中文或英文均可），

论文以心血管生理学为主，涉及心血管病理生

理学、心血管药理毒理学、心血管临床等方面

研究进展也在征文范围内。 

1. 凡2017年10月前未正式发表或未在国际

学术会议中作过的专题报告、研究论文均可投稿。 

2. 应征论文摘要结构分为目的、方法、结

果及结论四部分，字数限800字以内含题目、

作者及单位），文责自负。中文稿须另页附英

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和所在城市的英文名

称及邮编。中、英文一律用微软Word 2000或

Word 2003编辑，文稿的编辑用如下格式：论

文标题：中文稿用黑体（四号，居中），英文

稿用Arial（四号，居中）。中文题目不超过24

个字。作者和单位：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

居中），英文稿用Times New Roman 字体（小

四号、居中）。正文：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

两端对齐），英文稿用Times New Roman（小四

号，两端对齐）。 

3. 第一作者投稿限一篇，在其他文章中排

名第二及以后者数量不限。 

4. 大会特邀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推荐，大会

及专题报告经审稿后决定。 

5. 请有意参加会议的代表务必将论文摘

要于征文截止期2017年10月10日前提交。会议

只收录论文摘要。 

6. 会议将进行统一审稿，论文摘要将编入

大会论文摘要集。 

7. 会议将在会场提供多媒体，大会报告为

30分钟，专题报告为20分钟，交流报告10分钟。 

8. 大会将组织青年优秀论文评比，参比者

1977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六、注册及住宿 

（一）住宿费：广州浙江大厦，大床间价格约 

420 元/间，双床间价格约 380 元/间。 

（二）会议注册费：1200 元/人（会议资料、

论文集、会议期间交通等）；研究生 600 元/人，

按学生资格注册者在报到时需提供有效学生

证件。 

汇款缴纳：请将会议注册费转账到中国生

理学会账号（请注意不要经 ATM 机操作，因

此种方式学会收不到银行进账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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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姓名+单位+循环会议 

学会收到费用后将给您开具会议注册费

发票，以便报到现场领取。 

所有参会者请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

回执（附件）和摘要以邮件形式发送给我们。 

七、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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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74 号中山大

学北校园何母楼 901 室，邮编：510080。 

联系人：王  玲（电话：13418130430） 

张亚星（电话：18565383569） 

李劼昊（电话：13760653379） 

E-mail：13418130430@163.com 

 

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017 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暨“学生体质与运动生理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何  辉  于  亮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理学教研室 北京 100084） 

2017 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

员会会议暨“学生体质健康与运动生理学”

学术研讨会 9月 22-24日在江西吉安市井冈山

大学举行。会议共收到投稿 210 篇，参会代

表 185 人。 

在开幕式上，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熊开宇教授代表专业委员会感谢来自全

国的专家学者代表积极参加会议，感谢相关仪

器设备厂家积极参加大会交流和对本次大会

的支持，并对井冈山大学和会务组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井冈山大学副校长肖宜安教授在致

辞中感谢了运动生理学会将本次学术交流活

动安排在中国革命的摇篮——红色革命老区

井冈山举办，井大的相关领导十分重视这次活

动，尤其在党中央国务院将全民健身的决策提

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健康中国 2030”背景的之下。开幕式由运动

生理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周越教授主

持，本次会议将就如何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科研经验进行深入交流，这将

为井大的多方合作和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机遇。 

大会主题报告邀请了四位专家为与会代

表做了精彩的发言。北京体育大学张一民教授

的报告题目是《学校体育与全民健身科技创

新》，系统全面的介绍了过去几十年当中学生

体质健康的发展状况，剖析了与体质健康有关

的国家政策，分享了未来体质健康课题的研究

发展方向。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主任孙飙教授

做了《步道智慧健身的生理学原理与综合创

新》的报告。孙教授多年来从事步道健身的研

究及其推广，是一名“粉丝过万”的知名教

授，在报告中与大家分享了设计和规划健身步

道所涉及的生理学问题和解决技巧。清华大学

的马新东教授以《大学生体质健康干预的有效

性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为题，通过对清

华大学的体育文化和体育活动的经验介绍，深

入探讨了体育锻炼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性，本科生体质健康的多维因素等内容。北京

体育大学汪军副教授以《特色体育教育对小学

生身体形态、技能及身体素质的跟踪研究》为

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开展的科研

工作，介绍了连续三年的特色体育教育对小学

生体质健康与身体素质等指标的影响。 

大会共组织了四场专题报告。张日辉、孙

飙教授主持的“中小学与体育教育”专场，其

中不仅有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陆一帆

教授带来的《高原乳酸阈强度游泳训练对儿童

青少年心脏功能影响研究》，也有如陈军强、

邢晓蕊、陈贻珊等青年才俊带来的关注全国青

少年健康成长、小学生体质健康等课题的研

究；傅力、田振军教授主持了“大学与体育教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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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题报告会，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刘承宜

教授带来《男女学生健康的拓扑等价性》让人

印象深刻，试图从过程拓扑物理学的角度通过

探讨男女学生健康的等价性提出了新的健康

观念，使人耳目一新。李良鸣、曹振波教授主

持的“中老年人与体育教育”专题，报告研究

既涉及学生体质健康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也涵

盖不同干预方式对中老年人能量消耗、慢病预

防、体质指标变化等的影响。孟思进和徐玉明

教授主持的“基础科研及其他专题”报告会

亦是精彩纷呈，报告从不容角度，通过不同的

动物模式，探讨不同运动健身的机理，为运动

促进健康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经过专家综

合评价，每个专题评出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并为获奖的专家学者颁发获奖证书。 

除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告会，大会组委会

还安排了 4 个板块的墙报交流，涵盖了中小学

生与体育教育、大学生与体育教育、中老年人

与体育教育以及基础科研四个板块，让很多由

于时间或其他安排问题遗憾不能登台演讲的

体育圈同仁们同样得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每个专题板块评出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

并为获奖的专家学者颁发获奖证书。墙报交流

的研究幅度更广，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除了专题讲座、墙报交流等传统展示形式

外，本次运动生理学年会还推出了学术沙龙的

环节，让各位老师同学们得以畅所欲言，在欢

声笑语之中，思维在碰撞，思路在拓广，思想

在延伸。大家都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圆满的学术

交流活动。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 

学术论文交流会会议纪要 

刘  璐 

（中国生理学会 北京 100710）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

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无锡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顺利召开。

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韵主

持，各分报告分别由副理事长谢俊霞、王世强、

管又飞以及常务理事陈军担任主持。王晓民理事

长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回顾了张锡钧基金设

立的由来，并勉励青年生理学工作者积极进取，

努力奋进，为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做贡献。 

本次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交流与评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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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会代表 160 余人，由全国 26 个省市生理

学会报送的摘要共 40 篇，经专家对书面材料

审核评定，有 21 人参加口头报告，12 人参加

墙报展示。学会 22 名常务理事参加了张锡钧

会议，并作为评委对参赛的各位候选人的报告

内容、表达能力、图表制作和答辩能力四个方

面分别给予评分。参赛的选手们将其近年来在

生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

展示出来，内容涵盖了神经、病理、呼吸、肾

脏代谢、基质生物学、生殖、心血管、消化、

内分泌等多个领域。答辩期间，各参评汇报人

的报告准备充分，时间掌握准确。各位评审专

家和与会青年学术工作者仔细听取报告者的

演讲，并向报告人提出关键性问题，充分肯定

每位报告者的报告内容，指出其不足，并对其

以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现场讨论

热烈，学术气氛浓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张

锡钧基金报告评选会的各个参赛选手水平十

分接近，竞争非常激烈。此次会议为全国生理

学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交流

机会。会后会务对评审结果进行了统计，根据

前期的书面材料评分和口头报告评分，按照总

评分排名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

等奖 3 名；最佳表达奖、最佳答辩奖及最佳图

表奖各 1 名（见表 1）。 

评审结束后学会理事长王晓民教授对本

次汇报情况进行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了各位

报告人在科研中的进步，对本次口头报告给予

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和

作报告时应注意的细节，并对参赛者以及在座

的青年学者寄予厚望。 

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评选的颁奖仪式于

10 月 21 日上午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生理学会第 20 届理事长杨雄里院士、中国生

理学会第 22 届理事长范明教授、理事长王晓

民教授、副理事长李葆明教授、副理事长谢

俊霞教授、副理事长王世强教授、副理事长

罗自强教授、副理事长管又飞教授分别为各

位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牌，并与获奖

者合影留念。 

表 1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年龄 单位 论文题目 

一等奖 王  婧 37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 

血管重塑的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张白冰 28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 

斑马鱼亮偏好行为的神经环路机制研究 
二等奖 

付  毅 36 北京大学医学部 
内源性钙化抑制因子调控血管钙化发
生与发展的机制研究 

张晓燕 36 大连医科大学 代谢性核受体与水盐、脂质代谢调节 

张荣伟 36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 

视网膜环路的功能发育 
三等奖 

肖  晗 3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白介素 18 剪切活化启动急性 β肾上腺
素受体激动引起的心脏炎症反应及 
纤维化 

最佳表达 刘春华 40 泰山医学院 
AT1R 的 β-拘禁蛋白偏向性配体激活
TRPC3 引起儿茶酚胺分泌 

最佳答辩 肖俊杰 34 上海大学 基于微小 RNA 防治心力衰竭 

最佳图表 冯  娟 40 北京大学医学部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促进 T 淋巴细胞
和血管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而加速动
脉粥样硬化的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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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 

暨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全体会议代表合影 

 

   

        杨雄里院士为一等奖获奖者王婧颁奖                范明教授、王晓民教授为二等奖获奖者 
                                                 张白冰、付毅颁奖 

 

   

 王世强教授、罗自强教授、管又飞教授为最佳

表达奖刘春华、最佳图表奖冯娟、最佳答辩奖

肖俊杰颁奖 

李葆明教授、谢俊霞教授为三等奖获奖者 

张晓燕、张荣伟、肖晗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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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纪要 

朱景宁 1  孔  炜 2 

（1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10023； 2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 100191） 

金秋时节，太湖之滨。中国生理学会第十

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2 日在江南大学顺利召开。会议由中

国生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孔炜教授主

持。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晓民教授致开幕

词，他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的深情寄语和

老一辈生理学家蔡翘“从零开始”的开创精

神勉励生理学青年工作者不断奋进，做出一流

的科研工作。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韵教授和副理事长管又飞教授出席会议。 

青年工作委员会老委员陆利民教授主持

特邀报告。在两场精彩的特邀报告中，空军军

医大学陈军教授为大家生动地讲述了动物个

体间共情心产生的神经机制这一创新性研究，

并深入探讨了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

生物学起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则结

合亲身经历与青年生理学工作者们从科技硬

实力和人文软功夫两个方面分享了科研、交叉

和合作的体会。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单志新

教授和复旦大学张嘉漪教授在大会报告中分

别为大家解密了非编码 RNA 在脏器纤维化中

的作用和从视觉系统展望了脑科学对新智能

技术的启发。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个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百余人参会，会议收到投稿摘要

共 65 篇。会前，经青年委员会评审遴选出口

头报告 15 篇、墙报 50 篇。会上，青年委员会

副主任陆巍教授和邱德来教授分别领衔口头

报告和墙报评选。本届口头报告和墙报研究的

总体水平均大幅提高，经过激烈的竞争，共有

6 名口头报告人和 4 名墙报报告人脱颖而出

（表 1）。 

评选结束后，邱德来教授、陆巍教授、刘

晓东教授、单志新教授、孔炜教授和王韵教授

分别对本次会议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王

韵教授特别强调了青年生理学会议多学科交

流的优势和特点，鼓励大家不仅在神经和心血

管两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强，其他生理学研究领

域也更加均衡发展，加强交叉，推动生理学研

究水平的共同提高。最后，王韵教授、孔炜教

授、陆巍教授和邱德来教授共同为会议优秀口

头报告奖和优秀墙报奖获奖者颁奖并与他们

合影留念。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会议现场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墙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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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获奖者名单 

奖项 姓名 年龄 单位 论文题目 

马百荟 26 
北京大学 
医学部 

Cartilage Oligomeric Matrix Protein Induce Embryonic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into Mature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ia activating Notch Signaling 

计妙锦 28 南京大学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orexin in ventral pallidum 

李  青 26 山东大学 
CRL4B/PRC2 复合物对胰岛环路稳态适应性调节的表观遗传
学调控 

岑  程 29 北京大学 
蛋白激酶 D1 调控神经型钙粘素 N-cadherin 促进突触发育和
学习记忆的机制研究 

杨亚雄 27 清华大学 CaV1 碳末端在通道门控及信号通路中的作用及机制 

优 
秀 
报 
告 
奖 

李伟广 34 上海交通大学 
ASIC1a mediates striatal synapse maturation and procedural 
motor learning 

崔利园 26 复旦大学 基于视觉脑机接口的颜色拟态系统 

张馨元 26 延边大学 
Mechanisms of spontaneous climbing fiber discharge-evoked 
pauses and output modulation of cerebellar Purkinje cell in mice 

陈张朋 27 南京大学 
Contribution of histamine H1 receptor to vestibular 
compensation 

优 
秀 
墙 
报 
奖 

刘玉霞 26 清华大学 TRPP 通道的门控机理研究 
 

   
王韵教授、孔炜教授为优秀口头报告奖获奖者颁奖   陆巍教授、邱德来教授为优秀墙报奖获奖者颁奖 

   
墙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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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会议纪要 

(《生理学报》编辑部  上海  200031）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庆祝《生理学报》

（下简称“学报”）创刊 90 周年大会在江苏省

无锡市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韵教授主持。 

出席会议的嘉宾有：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

王晓民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陈雁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信息中心主任于建荣研究馆员，“学

报”主编王建军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

报”前任主编杨雄里教授，“学报”前任主编

赵志奇、朱培闳教授；“学报”前任编委代表

周兆年、施玉樑、周长福研究员，“学报”前

编辑部主任王金根和陈莹，“学报”现任编委

34 人，以及“学报”编辑部主任魏彬编审、叶

维萍编辑和刘方编辑。中国生理学会“纪念蔡

翘先生诞辰 120 周年会议”、“张锡钧基金委

员会第十四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

评选及交流会议暨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学术会议”的与会人员也参加了这次

大会。 

王建军主编首先致开幕辞。他谈到“学

报”在 1927 年创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里，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具有较大的国

际影响力。为庆祝“学报”创刊 90 周年，中

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和“学报”编委会决

定编辑出版一期庆祝专辑。在这一专辑里，发

表了杨雄里、韩济生和陈宜张三位院士以及姚

泰、朱培闳和赵志奇三位前任主编撰写的特约

专稿，此外，还发表了编委们的约稿（综述或

研究论文）共 20 篇。王主编在谈到“学报”

的现状时说，“学报”目前基本上仍然是一本

中文期刊，要改成一本全英文的国际化期刊，

在技术上并不困难，但有可能导致“学报”稿

源的严重短缺，甚至影响“学报”的正常出

版。因此，在“学报”走向国际化学术期刊的

进程中，仍将步履维艰，需要编委会和学界同

仁的共同努力，需要“学报”主办单位的支

持，更需要国家层面上对中国现行学术评价体

系和研究生培养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他表示，

道路无疑是曲折的，但前景必将是光明的，随

着中国生理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科研水平的

持续提高，“学报”将会办得越来越好，越来

越逼近国际化期刊的目标。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晓民教授代表主

办单位致辞。他热烈祝贺“学报”创刊 90 周

年。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理学会在人力、物

力和财力上全力支持“学报”的发展，今后也

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学报”。他认为“学

报”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国家高度

关注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期刊肯定会有光明

的前景。他呼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对“学报”予以重视，提供必要的资源，与

中国生理学会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把“学

报”办成高质量的学术期刊。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陈雁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祝贺“学报”创刊

90 周年。他对生理学的重要性表示了高度的认

同，并表达了加入中国生理学会的意愿。他的

这个请求当场得到了王晓民理事长和王韵秘

书长的热情欢迎。陈雁副院长表示，他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其他领导都对

“学报”的发展非常重视，愿意尽心尽力履行

主办单位的各项职责，多方面创造有利条件，

配合和支持中国生理学会的工作，一起为“学

报”的发展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报”前任主编杨雄

里教授在致辞中谈了他对“学报”历史作用

的评价和对未来的建议。他认为，“学报”的

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1)在国门封闭的年代，

曾作为中国生理学家学术交流的平台；(2)通

过向“学报”投稿、修稿，培养、锻炼了年轻

一代生理学家，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生理学

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因此，“学报”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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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理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杨教授

谈到了在他作为主编的三届任期中，见证了

“学报”论文水平持续提高和编撰工作不断

改进，同时指出了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

的新动向：我国生理学家在实践“基础研究成

果世界共享”的理念时对“学报”产生的冲

击——由于大量优秀论文的外流，影响了“学

报”的稿源。面对这种现状，他个人认为，作

为一种基础性学术刊物，将“学报”改成全英

文，并通过国际化的评审程序，大幅度提高论

文的质量，争取被 SCI 收录，这是“学报”的

唯一出路。现在的有利的条件是，大批优秀人

才回归祖国，国家对基础学科高度重视和支

持，只要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经过努力奋

斗，终究会重现“学报”往日的辉煌。 

“学报”前任主编赵志奇教授在致辞中，

回忆了 1981 年他在“学报”发表的第一篇论

文时的欣喜心情。1987 年，履任编委之后，参

与了“学报”每年几次的审稿会议，严格的审

稿和录用流程，使他真正了解为什么“学报”

质量和水平如此之高，在国内外的影响如此之

大。2010 年底他上任主编后，组建了由国内外

学者组成的新编委会，作了各种准备，拟在

2012 年出版全英文版，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

遂愿。今天，他依旧对有着 90 年悠久历史和

优良传统的“学报”充满希望！ 

现任资深编委代表李葆明教授发言，他首

先对“学报”创刊 9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

在编委会上提到，“学报”经历了变更名称、

变更主办单位、全英文或中英文混合发表文章

的讨论或探索，但作为中国生理学会历史悠久

的学术期刊，“学报”既要走向国际，面向全

球，也应坚守为中国生理学工作者服务这一定

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在迈向强大，科

学技术水平在突飞猛进，中文未来作为国际学

术语言是有可能性的，“学报”前途依然光

明。此外，他回顾了在“学报”上发表第一篇

研究论文的往事和为“学报”担任编委的经

历，感谢“学报”提供的学术锻炼机会，并祝

愿“学报”早日恢复往日辉煌。 

现任资深编委代表管又飞教授在发言中

表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学报”的近况不

尽如人意，但是他作为编委，愿意与大家一起

共同努力，为提高“学报”的办刊质量不懈努

力。为此，他将在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肾脏-代

谢生理学专辑的组稿。 

现任青年编委代表陆巍教授在发言中概

括了“学报”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回顾了

“学报”曾有的辉煌和历史作用。他指出，虽

然受到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即 SCI 导向）的影

响，“学报”面临的形势严峻，举步维艰，但

“学报”仍然坚韧不拔地努力向上，维持着较

高出版质量，实属不易。他期盼“学报”能够

早日摆脱这种不利局面，重振辉煌。 

最后，编辑部主任魏彬编审介绍了“学

报”目前的发展状况。“学报”于 1999 年、

2003 年和 2005 年 3 次荣获“国家期刊奖”殊

荣，2013 年至 2016 年连续荣获“中国国际影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在 PubMed 数据库

实现 linkout，近几年的下载量保持在 25,000

次/年左右。在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2015 年度引证统计，综合排名居基

础医学类期刊的第二位。由此可见，在评价体

系以 SCI 为导向的大环境下，“学报”依然在

我国基础医学界保持着优秀中文学术期刊的

领先地位。目前，“学报”编辑部顺应数字化

时 代 发 展 潮 流 ， 采 用 了 国 际 上 主 流 的

ScholarOne 在线审稿系统，开通了微信发布平

台（服务号：生理学报），启用了适应互联网

移动端的新网站，加强了与数据库的合作，实

现优先数字出版，e-mail 期刊目录推送等，以

更好地为读者、作者和审稿人服务，努力提高

办刊水平。 

最后，王建军主编宣读了编委会与编辑

部共同评选出的“2011-2015 年《生理学报》

最佳研究论文奖”7 篇获奖论文和作者名单，

并为“《生理学报》编委杰出贡献奖”获奖

者：高峰、梁培基、刘慧荣、郑平和周嘉伟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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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理学报》“最佳研究论文奖”（2011–2015）获奖论文和作者名单（7 篇） 

作者（*通讯作者） 单位 题目 年 卷 期 页码 

韩梅、黄如一、杜逸旻、

赵志奇、张玉秋* 
复旦大学神经 
生物学研究所 

早期干预 ERK 在脊髓的激活可

阻断外周神经损伤引起的神经

病理性疼痛的发生（英文） 
2011 63 2 106-114 

王球玉、唐珺、周佽想、

赵倩（qing4）*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病理生理

学教研室 

miR-129 在乳腺癌中表达下调

及其对乳腺癌细胞迁移运动的

影响（中文） 
2012 64 4 403-411 

孙生祯、魏莲、魏登邦*、
王多伟、马本园 

青海大学生物 
科学系 

高原鼢（fen2）鼠和高原鼠兔

骨骼肌糖酵解和肝脏乳酸代谢

的差异（英文） 
2013 65 3 276-284 

张 雪 峰 、 杨 应 忠 、

裴志伟、王胜玉、常荣、

格日力* 

青海大学高原 
医学研究中心 

藏羚羊和藏系绵羊血液内分泌

激素水平的比较研究（中文）
2011 63 4 342-346 

郑扬、廖锋、杜军保、

唐朝枢、徐国恒、耿彬*

北京大学医学部

生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系 

改良亚甲基蓝法测定血浆硫化

氢 （中文） 
2012 64 6 68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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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燕、王昌鹏、刘铭、

季刚、郭景春* 
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神经生物系 

人源胚胎神经干细胞移植可对

抗大鼠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中文） 
2014 66 6 691-701 

赵丽、焦运、杨安宁、

曹成建、孔繁琪、刘现梅、

杨晓玲、姜怡邓* 

宁夏医科大学 
基础学院 

miR-124 及其启动子区 DNA
甲基化在同型半胱氨酸致动脉

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中文） 
2015 67 2 207-213 

中国生理学会纪念蔡翘先生诞辰 120 周年活动纪要 

范  明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50）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中国生理学会在江苏

无锡举办了纪念蔡翘先生诞辰 120 周年的活

动。中国生理学会原理事长杨雄里院士，现任

理事长王晓民教授和学会常务理事会，朱培

闳、周兆年等资深教授以及年轻学者共 200 余

人到会。 

活动由王晓民理事长主持，首先由蔡翘先生

招收的最后一批研究生代表范明教授介绍了蔡

翘先生的生平。蔡翘先生是中国生理学的奠基人

之一，医学教育家，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理

事长。1919 年赴美留学，1925 年在芝加哥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并因学业优秀获得“金钥匙”奖。

当年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培养了一批中国生

理学的精英。抗战期间西迁后组织中国生理学会

成都分会和会刊，回归后曾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代

理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五军医大学校长、

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院科技委主任，是我国

航天、航空和航海生理学的奠基人。为了缅怀他

的业绩，2011 年，一颗由我国发现的小行星被

命名为“蔡翘星”。 

活动特邀了蔡翘先生的孙女，蔡雪丽女

士和蔡翘先生的学生王福庄教授到会讲话。

最后，由杨雄里院士致辞，他重点谈到了蔡

翘先生一生多次“从零开始”，艰苦创业的

精神，勉励在场的青年学者为科学事业，为

中国生理学发展努力前行、奋力开拓，做出

无愧与时代的贡献。 

到场的青年学者都表示深受教育，要在

老一辈生理学家精神的鞭策下开拓进取，勇

攀科学高峰，把我国生理学的优良传统继续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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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见日：脑科学研究新进展 

王丽娜 

（科技导报 北京 100081）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控制着身体

各个部分精密、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运转。人

类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只占身体比重的

2%~3%，但神经元却有 850 多亿个，它的复杂

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是最复

杂、最神秘，也是最难研究的部分。探索大脑

的秘密是目前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近期，大

脑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8 月 11 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

论文显示，洛克菲勒大学的两位科学家

Winrich Freiwald 和 Sofia Landi 利用恒河猕

猴新发现了两个与脸部识别有关的区域，能将

视觉感知与不同种类的记忆相结合。 

先前的研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能够对

脸部做出选择性响应的区域。此次，研究人员

将猴子的面孔分为 3 类：长期熟悉的面孔——

来自与实验猕猴一起生活多年的猴子，视觉上

熟悉的面孔——实验猕猴已观看数百次这些

脸的照片，以及完全陌生的面孔。他们用功能

性磁共振成像测量了猕猴对这3类猴子脸部的

照片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活性。结果显示：长期

熟悉的面孔使大脑表现出更多的活动，并且促

进了两个之前未知的脸部选择性区域——分

别位于与陈述性记忆和与社会知识相关的区

域的激活，而视觉上熟悉的面孔使某些区域活

动减少；此外，当猕猴看到长期熟悉面孔的模

糊图像时，之前已知的面部处理区域的活动随

着时间的延长而稳步增加，而新发现的两个区

域的活动很少，但随后突然出现一个激增，这

让研究人员联想到当我们识别出一个熟悉的

脸时的“顿悟”感。（8 月 13 日生物谷网） 

恒河猕猴是最常见的一种猴，它脸部处

理系统与人类很相似，面部处理网络比人类的

更好理解，且更容易被研究，因而被选为实验

对象。该研究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大脑对不同熟

悉程度的脸作出不同的响应，有利于深入研究

与面部识别相关的神经机制。 

痒，是我们经常体验到的一种感觉。

《Science》杂志 8 月 18 日刊登的一篇论文首

次揭示了一条从脊髓向大脑传递痒觉信息的

长程神经环路，为寻找慢性痒和过敏性痒等潜

在治疗靶点提供了新方向。 

科学家对脊髓水平的痒觉信息处理的分

子和细胞机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

“痒觉信息如何从脊髓传递到大脑”这一问

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这是痒觉研究领域的

核心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孙衍刚研究组利用小鼠展

开了研究。 

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脊髓中的一类痒

觉细胞表达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根

据臂旁核在痒觉信息处理过程中被激活，研究

人员推测，脊髓水平这些 GRPR 阳性的神经元

可能通过与一类直接投射到臂旁核的神经元

形成突触联系，从而间接地将痒觉信息传递到

大脑。随后，他们构建了 GRPR 神经元转基因

小鼠，并表达光敏感通道，通过实验，提示了

脊髓水平 GRPR 阳性神经元可以通过激活投

射到臂旁核的神经元，间接地向臂旁核传递痒

觉信息。为了验证脊髓到臂旁核的通路参与了

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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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觉信息处理，他们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操控脊

髓到臂旁核环路的活性，发现抑制该环路可减

少痒觉诱发的抓挠行为，而该行为从行为学水

平也得到证实；通过在体光纤钙成像、胞外电

生理记录等技术，发现臂旁核细胞的活性在痒

觉诱发抓挠行为过程中显著升高。（8 月 18

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像痒等身体感觉与其他活动都是由大脑

控制的，而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研究人员逆转了

这一方向，他们开发了一种磁热刺激的技术，

通过此技术刺激小鼠大脑相关区域，进而成功

控制了小鼠的身体运动。该研究发表在 8 月 15

日的《eLife》上。 

他们先利用基因工程使特定神经元表达

热激活离子通道，再将特制的磁性纳米粒子注

入小鼠大脑目标区域。当交变磁场作用于大脑

时，纳米粒子的磁化迅速翻转，产生热量，目

标细胞变热，从而使温度敏感性的离子通道打

开，刺激神经元放电。他们在小鼠大脑中成功

激活了 3 个区域并都作出相应的反应：运动皮

层的刺激使小鼠移动；纹状体深部的刺激使小

鼠转圈；腹侧和背侧纹状体脊附近的刺激使小

鼠无法移动四肢。小鼠的大脑被刺激了几次，

目标神经元仍没有损伤迹象，该研究的首席研

究员、布法罗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物理学教

授 Arnd Pralle 说，与其他技术相比，磁热刺

激有一些优势，它可以远程进行，创伤更小。

接下来，研究人员要继续深入这项研究，在小

鼠大脑中使用磁热刺激同时激活和沉默多个

脑区。（8 月 22 日生物探索网） 

这项新技术不仅帮助科学家们寻求通过大

脑刺激来治疗抑郁症和癫痫等与神经相关的疾

病，还给神经科学家提供了一种通过远程、微创

的方式来触发大脑深部活动的新方法。 

人类对大脑的不断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

了解大脑的秘密，有助于深入理解帕金森症等

多种疾病并寻求可靠的新疗法，还会促进人工

智能快速发展。这将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质

的飞跃。为了探究大脑的奥秘，人类启动了国

际性的大计划——“人类大脑计划”。未来，

将会有更多位居前沿的脑研究的成果涌现，我

们坚定的相信并无比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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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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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YP100 型压力换能器（免定标），经过多年的研究、改进，为了更好地适应生理、药理、机能实验教学的需要，

对换能器做出了三大突破性的改进。 
一、免定标：换能器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了输出一致性，每支换能器的灵敏度都小于 1%的误差，在教学过程中可

直接把换能器的输出 mv 输入到采集系统中，不需定标，另外每支换能器之间可以互换。 
二、过载大：换能器的测量范围-50~300mmHg，精度小于 0.5%，为了保证使用安全，换能器在设计中加了防过

载装置，使换能器的过载可达 2000mmHg 以上，这样就防止了学生加液体时操作失误造成的换能器损坏。 
三、免清洗：换能器在实验使用中有回血现象，使用完后必须对换能器进行清洗，如果清洗不当，会造成换能器

的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设计了隔离罩，让换能器与液体隔开，使用后只清洗换能器的罩子，无

需清洗换能器。改进后的换能器, 它的使用寿命大大增加，该换能器适用于成仪，泰盟，美易，澳大利亚，BIOPAC
的釆集糸统。 
YP200 型压力换能器，（免定标）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免定标）是公司最近研制的它可以调零、调增益，它可以与成仪、泰盟、的采集系统配套，

（成仪 30g/100mv、泰盟 50g/50mv），为了使用安全，换能器的应变梁上下加了保护装置。 
XH200 型大鼠无创血压测量仪 
该仪器自动加压，可同时测量 1-6 只大鼠的尾压，可与成仪、泰盟、美易的采集系统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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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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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微调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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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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