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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 24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王晓民 

（中国生理学会第 24 届理事长）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大家好！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今天在江西南昌召开。我代表第 24 届理事会

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生理学会各项工作的各位

领导、向为学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全

体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中国科协领导和广大会员的支持下，本

届理事会继承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坚持“桥梁和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会员

和生理学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大力

开展创新争先行动，加强学会党建工作，以学

术交流、学科建设、科学普及、科技奖励和人

才举荐等为重点业务，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学会治理结构更加合

理，学会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学会事业得以持

续发展。根据学会章程，本届理事会即将完成

全体会员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在此，我受第 24 届理事会委托，向大会

做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请与会领导提

出建议。 

一、加强学会党建工作，成立功能型党委，

保障学会健康发展 

1. 发挥学会联合党支部的引领示范作用，

努力为民众办实事 

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的指示精神，在中国科协具体指导下，将学会

党建工作与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党建强会”计

划“十百千”特色活动相结合，我学会联合党

支部自 2011 年起，先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越西县深入麻风村和麻风患者子弟学校，

将党的关怀与温暖带给他们；在江西南昌开展

了主题为加强学会文化建设—弘扬南丁格尔

精神，促进医德医风建设；在云南文山州马关

县举办了党建及科普宣传展览、咨询、义诊活

动；在河南唐河县看望孤残儿童，关心他们的

成长，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友善与关爱。我学会联合党支部开展的多

种形式的党建活动，受到地方民众和中国科协

的好评。我学会联合党支部曾两次荣获中国科

协“党建强会”特色活动组织奖。 

2. 以党建促会建，成立学会功能型党委 

根据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关于全国学

会党建工作“两个全覆盖”（组织全覆盖，工

作全覆盖）的工作部署，经学会常务理事会中

党员审议，2017 年 3 月，中共中国科协科技社

团委员会正式批复我会，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

功能性党委，党委书记由王晓民理事长担任，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韵教授担任副书记；副理

事长李葆明担任纪检委员；副理事长谢俊霞担

任组织委员；副理事长罗自强教授担任宣传委

员（委员任期与学会理事会）。功能性党委将

在学会建设中发挥政治核心，思想引领和组织

保障作用，保障学会健康发展。 

二、立德树人，传承和弘扬学会优良传统 

学会至今已走过了 92 年不平凡的光辉历

程。回顾历史，几代生理学家艰苦卓绝的工作，

使生理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他们以对

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著、对人民的奉献，

为中国生理学教育和科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人民的健康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为传承和弘扬学会优良传统，立

德树人，学会采取了以下举措： 

1. 举办庆祝学会成立 90 周年活动 

利用学会成立 90 周年的特殊历史契机，

学会推出了系列纪念活动，旨在追忆中国近代

生理学事业的发展历史，重温中国生理学会的

创业历程，学习、弘扬和继承我国老一辈生理

学家热爱祖国、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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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中国生理学

会成立 90 周年庆典活动，通过王晓民理事长

所做的《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的历史回

顾与展望》报告及杨雄里院士关于“历史的启

示”的特别报告，回顾了中国生理学会在 90

年的风雨历程中所取得的骄人的成绩，赢得了

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晓民理事长特别

提到经过学会领导和中国生理学科学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国的生理科学

家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杨雄里院士

的报告展现了老一代生理学家为学会的发展

“学术为先，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精神，

同时也指出“生理学”作为生命科学中占有中

心地位的传统学科，正面临强劲的挑战，如近

年来以强劲势头崛起的新兴学科，但究其根

本，最终都要回到在机体生理过程中的作用的

终极目标上来。杨雄里院士最后鼓励年青一代

应肩负起历史重任，承前启后，让中国生理学

会的优良传统星火相传。 

（2）编撰了纪念图文集《执着和奉献》，

该文集以领航，奉献及执着三个篇章展示了一

代代生理学人为中国生理学事业的发展，为中

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进步做出的贡献。这本纪

念图文集不仅起到了传承弘扬学会传统的作

用，也为学会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3）邀请了老一辈生理学家参加学会成

立 90 周年庆典大会，与年轻人一起，欢聚一

谈，共商学会大计，弘扬学会优良传统。 

2. 举办纪念蔡翘先生诞辰 120 周年及中国

生理学会《生理学报》创刊 90 周年纪念大会。 

为使活动和传承前辈的科学精神结合起

来，学会同期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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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

议及《生理学报》编委会同期召开，目的使

青年工作者有机会接触前辈，了解历史，弘

扬学会文化！ 

（1）在纪念蔡翘先生诞辰 120 周年的纪

念会上，蔡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生理学会第

22 届理事长范明教授，蔡先生的女儿，同事代

表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王褔庄教

授，中国生理学会第 20 届理事长杨雄里院士

等，分别进行了纪念报告。报告人从不同的角

度，指出：蔡先生不仅是生理学家，也是医学

教育家，是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1920

年代首先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

位——顶盖前核（后称蔡氏区）。编著中国第

一本大学生理学教科书。他在中国多所著名医

学院校担任学术领导及教学、科研工作，在神

经解剖、神经传导生理、糖代谢和血液生理等

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为中国的航天航空航

海生理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蔡先生为人正

直、胸襟宽阔、提倡民主、平等待人、实事求

是、刚正不阿、率先垂范、勇于创新、勤奋好

学、始终如一，堪称“一代师表”。 

（2）为庆祝“学报”创刊 90 周年，中国

生理学会和“学报”编委会编辑出版庆祝专辑。

在此专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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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撰稿，回顾了“学会”和“学报”的发展历程。

这些活动让年青人了解学会历史，感受老一代

生理学会前辈为学会及生理学科的发展不忘

初心，呕心沥血，不懈奋斗的精神，更加坚定

了中青年一代传承和弘扬学会优良传统，为学

会的快速发展不懈奋斗的决心。 

3. 为会员设计并赠送的一年一度学会工

作手册中介绍学会历史，学会老前辈简介等。 

为让会员了解学会一年的工作重点及下

一年的重点工作计划，学会专门为会员设计，

印刷并赠送了学会工作手册，除涵盖以上内容

之外，在工作手册中介绍了学会历史，学会老

前辈及历任学会领导简介、现任常务理事和理

事名单及学会各工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不仅紧密了学会和会员之间的联系，

也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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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治理结构，推动学会分支机构的

及会员发展 

1. 完善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体系 

在社会快速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下，在过去

几年里，我国社团管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

2013 年起国务院取消了“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

术奖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及对全国性社会团

体分支机构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

项目；中国科协不再受理所属全国学会分支机

构变更和注销登记的申请；2014 年 6 月，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先后修改了章程，将院士

增选提名方式修改为两种，其中之一是委托有

关学术团体按规定程序推荐。此外，2014 年

12 月民政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社会

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财务管理的通知（民发

〔2014〕259 号）出台，更加强调和规范了学

会分支机构财务管理的要求。2015 年国务院发

布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提出培育

发展团体标准；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行

动计划（2015-2016 年），部署开展团体标准试

点工作。我国科技社团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

机遇和挑战。2015 年 11 月，中国科协、教育

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委、工程院、

自然科学基金会印发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

准”》的通知，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

德和学风建设，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端正学风，

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 

为顺应新的形势，学会根据国家民政部和

中国科协关于社团管理的要求精神，作为全国

性科技社团，本届理事会密切关注我国深化改

革具体措施，深入思考新形势下科技社团的发

展机遇，不断调整、积极完善学会治理结构和

治理方式体系。 

主要举措如下： 

（1）依法依规开展分支机构的设置和管

理工作，切实履行对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责

任，以完善分会的组织管理和活动管理 

学会常务理事会重新修订了《中国生理学

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并制定了《中国生

理学会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实施细则》，对专业

委员会的管理更加细化与规范，得到各个专业

委员会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2）定期召开常务理事会。 

随着学会改革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学会坚

持每年召开2次常务理事会议。本着依法办会、

民主办会、公正办会和科学办会的原则，学会

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常务理事会讨论，达成共

识后执行。如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生理学会

第 24 届各分支机构所有组成人员名单，进一

步明确了各分支机构的责任和义务。 

（3）改革分支机构的领导体制。 

为更有效地促进分支机构的发展，经学会

常务理事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专业分支机构

（专业委员会）实行“前任、现任和候任主任

委员”的领导更迭新体制，在此组织架构的前

提下，学会全年完成了各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工

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时履职，各专业委

员会工作平稳过渡，并取得很大成效。 

（4）积极培育和发展分支机构。 

在此过程中，重点考虑两方面要素，一方

面促进学会各个学科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吸

纳相关领域尤其是临床和交叉学科加入学会，

目前学会新增及重组后的专业委员会共20个，

比上一届新增加了 4 个，增强了学会活力，促

进了学会发展。 

（5）改革理事的遴选标准。 

在进行 25 届理事会换届时，改革理事和

常务理事推荐和遴选原则，要求被提名人选需

要代表本单位或者本地区至少 25 名标准会员

（与其他理事候选人所代表的会员名单没有

重叠，每两名学生会员或资深会员视同一名标

准会员），并保证在任期间至少发展并代表 10

名新会员，按期督缴新老会员会费，负责就学

会相关工作保持与所代表的新老会员密切联

络，代表学会关心会员的发展或成长，鼓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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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会员参加学会活动，每年至少与所代表的

会员面对面交流一次，将学会的温暖送给所代

表的每一位会员；在无不可抗拒的原因的情况

下，注册并参加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代表大

会，并保证在当选后参加中国生理学会每次理

事会议以及中国生理学会组织的全国和国际

生理学大会（4 年任期内请假超过两次或者无

故缺席者视为违反本项规定）；曾经或目前担

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忠实履行学会要求的义

务和职责情况良好者；理事候选人身体健康，

能履行理事职责，按时参加每年一次的理事

会，以确保理事会决议的有效性；就上述职责

或义务签署保证书。这项举措将推动理事理事

的作用，让热心学会工作有能力的会员参与了

学会的管理中，必将促进学会的大力发展。 

（6）积极发展壮大会员队伍。 

通过多项举措，大力推动了会员发展：（1）

新组建的专业委员会规模不能少于 50 人；（2）

要求每位理事在任期间至少发展并代表 10 名

新会员。 

目前，我会的会员数由原来的 2560 人，

增加到 3974 人，增加了 55.2%，壮大了会员

队伍。 

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国家举荐

人才 

1. 编撰《生理学名词》（第二版） 

2014 年中国生理学会受全国名词审定委

员会委托，编撰《生理学名词》（第二版）。学

会以促进中国生理学发展为己任，成立了由学

会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组成的学会名词审定工

作委员会，围绕细胞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血

液及其他体液生理学、心血管生理学、呼吸生

理学、消化和吸收生理学、肾脏和泌尿生理学、

能量代谢和体温、内分泌和生殖生理学、特殊

环境、比较、应用和运动生理学等专题，多次

召开了专场审议讨论会，确定了审定原则，鉴

于名词审定是一项具有严肃性、规范性、长期

性和前瞻性的工作，生理学名词审定将在充分

尊重和继承第一版名词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

收录使用频繁且相对稳定的生理学新名词，以

最大程度地和与时俱进地反映生理学学科的

前进和发展，根据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和

约定俗成等原则，对词条释义的科学性、准确

性进行审核。使得经此次审定之后由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词”具

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前瞻性。此项工作正在顺

利进行中。 

2. 编撰生理学不同专业领域教材。 

2015 年专业委员会生理学不同专业领域

教材的编写工作如《生理学》、《实验血液学》、

《运动生理学》、《百姓养生堂——一味中药止

痛治痛》等。这些工作既为生理学工作者提供

了有价值参考，也凝聚了全国生理科学工作者

的力量，增加了学会的影响力，也为学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16 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

生理学专业委员会承担了《运动生理学研究生

教程》、运动生理学双语等教材的编写工作，

为我国运动生理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

保障。 

3. 加入生命科学联合体，圆满完成联合体

委派的各项任务，促进了生命科学联合体和学

会的共同发展。 

2015 年，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简称联合体）设立，该联合体是中国科协领

导下，由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 22 家全国性专

业学会组成的首个学会联合体，秉承“公平、

合作、责任、发展”的宗旨，组织协调并发挥

各个学会的优势和特点，集中力量推动执行一

家学会难以承接的国家和国际专业学术任务，

以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中国生理学会为该联

合体成员学会。先后完成了“生命科学联合体”

下达的各项任务： 

（1）提交学会中英文简介，向过国内外

宣传学会，提升学会影响力； 

（2）推荐“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3）承办“2016 年和 2018 年世界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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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会 3 个分会场”；协助进行大会招展工作，

并取得圆满成功； 

（4）推荐“全国创新争先奖”，学会推荐

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周嘉伟教授和

北京大学程和平院士获此荣誉； 

（5）完成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的撰写工作； 

（6）承接了“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课

题”，按时完成了 3 份报告； 

（7）推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经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中国科协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15 年北京大学医

学部王宪教授、第四军医大学裴建明教授、河

北医科大学武宇明教授；2016 年复旦大学脑科

学研究院马兰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

世强教授获得此项荣誉称号； 

（8）推荐“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

雅（中国）有限公司决定共同举办），我会推

荐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研教授获得该

项大奖； 

（9）推荐生命科学十大进展：我会推荐

的“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网

络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北京大学生物动态成像

光学中心乔杰研究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汤富

酬研究组）”入选 2015 年度“生命科学十大进

展”；“精子 tsRNAs 介导获得性代谢疾病的跨

代遗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段恩奎

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翟琦

巍研究员合作团队）”入选 2016 年度“生命科

学十大进展”；“痒觉信息传递的神经环路机制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衍刚研究

组）”和“基于单细胞测序的肝癌免疫图谱（北

京大学张泽民研究组与北京世纪坛医院彭吉

润及欧阳文军研究组合作）”入选 2017 年“生

命科学十大进展”； 

（10）积极推荐青年生理学科学工作者参

加中国科协设立的“青年托举工程”，促进学

会请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 

按照《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的要求，中国科协决定

启动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引导、

支持学会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机

制、培养模式、评价标准，培育造就大批优秀

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后备队伍，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人力资源保障。项目重点扶持、加快培养

年龄在 30 岁上下，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小人

物”，为他们潜心研究提供经费、政策、工作

等方面的更多支持，营造更宽松的环境，指导

青年人才过好“科研黄金期”，培育造就大批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

人才后备队伍，使之成长为德才兼备、勇于创

新的国家科技领军人才重要后备力量。 

2015 年开始中国科协设立“青年托举工

程”，入选者连续支持经费三年，每年 15 万元，

2015 入选 5 人（北京大学医学部从馨、天津医

科大学王春炅、天津市肿瘤医院孙倩、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李伟广和中南大学刘持），2016

入选 2 人（重庆医科大学郑鹏和北京大学周

帆），2017 入选 2 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何灵娟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远伟）青年

生理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并完成 2015-2017

青托项目总结及个人成长材料； 

（11）推荐 2017 年“中英生命科学与医

学高峰论坛（ China-UK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Summit）”中方参会学者 3 人；推荐

2017 年“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分会场”学术

工作委员会委员 2 名； 

4. 建章立制，公开、透明推荐两院院士 

为做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下简称“院士”）候选人推选工作，根据

《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

办法（试行）》，自 2014 年学会常务理事会审

议通过了《中国生理学会关于院士推荐（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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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2015 年，又审议通过了《中国生

理学会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方案》，

健全和完善了学会相关工作机制，完成了 2015

年和 2017 年两院院士推荐（提名）工作。 

五、完善学会奖励设置和评审标准，遴选

和奖励青年科技人才—学会品牌：张锡均基金

优秀论文奖 

为鼓励青年生理学人才的成长，1983年春，

生理学前辈张锡均院士捐资 2 万美元，设立奖

励青年生理学工作者的基金，主要奖励在生理

学某一领域开展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或工

作创新有突出成绩，并达到较高水平的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会于

1986 年成立了张锡钧基金委员会，专门负责此

项奖励的评选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评选，本

届内完成了 2015 年第十三届和 2017 年第十四

届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的评选，两届分别评选

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

佳表达、最佳答辩、最佳图标制作各 1 名。 

2017 年 7 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

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依据科协的指导

意见，学会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

科技奖励体系。做到了管理科学性、评审过程

公正和公开性、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学科影

响力、奖励的设置及评审标准进一步的规范。 

奖项的评审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一步按照省市地方生理（科）学

会推荐、学会组织专家对参评材料的真实性和

科学性进行初审评选； 

（2）第二步按照书面评审的排名顺序获

得会议上报告的资格，在会上做 PPT 报告，现

场答辩、全体常务理事依据参评者的表达、图

标制作、答辩等指标评分的程序进行，学会力

求有更多专家参与评审。激励了更多的生理学

及相关学科领域青年人才奋发进取、培养和造

就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3）为进一步严格评审制度，青年人得

到更多交流和展示的机会，未被入选的口头报

告的候选人，要求其必需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中

进行 poster 展示，不参加会议交流并未进行

poster 展示者，取消其获得优秀论文的资格。 

这些改进方式，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和严格

了评审制度，也进一步活跃了学术气氛，使更

多的年青人得到了锻炼。 

欣喜的是每次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评选

都吸引了大批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有的推

迟了出国深造的启程时间，有的专程从国外赶

回来参加这个奖项的评审会议。会议所收论文

的质量和会议现场青年人的报告质量逐年提

高。通过此项评奖，涌现出一批热忱投入于生

理学教学与科研的青年才俊，这些生理学事业

发展的栋梁之才，均被纳入中国生理学会的人

才库。 

2015 年和 2017 年，学会向中国科协推荐

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共计 3 人（2015 年 1

人，2017 年 2 人）。 

六、为科技创新搭建交流平台，举办高质

量的学术会议 

2015-2018 年四年来，学会及各个专业委

员会每年举办各类学术会议、专题学术研讨会

已形成常态化，为优化整合科技资源也鼓励联

合办会，四年累计主办、承办或协办国内、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近 50 次，累计参会人数近 1

万余人次，交流论文 4000 余篇。具体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1. 注重学术会议质量，打造学术交流精品。 

2015－2018 年举办学术会议 48 个。根据

生理学领域热点、焦点和难点以及生理学科技

前沿动态和战略需求为主题，设立主会场和分

会场，邀请院士和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和特邀

报告，分专题交流和探讨国内外最新研究成

果，评选表彰青年优秀学术报告。学术会议规

模和论文质量逐年提高，每次参会代表逐年增

加，会议出版的论文集或制作文摘 U 盘深受广

大生理学科技工作者的欢迎。要求到大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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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生理学工作者越来越踊跃。 

2015 年 9 月 23-24 日，学会血液生理学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会议在天津市

召开，来自全国血液学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领

域的 3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2015

年 10 月 14-17 日，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

分会‐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

一次联合学术年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来自全国

各地研究所、大学和医院共430余位代表参会；

2015 年 10 月 22-25 日，国际肾脏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ISN ）

2015 年度前沿高峰论坛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

由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承办，来自世界各地

200 余位肾脏生理与疾病机制研究的科学家出

席会议；2016 年 3 月 18-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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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来自

国内及港台 34 家单位的 150 名专家学者及青

年科研人员参加了大会 

2. 举办青年学术论坛，助力青年科技工作

者的成长成才。 

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青年生理学工

作者学术会议，从中青年生理学科技工作者的

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生理学论文，在青年学术会

议上做主题报告，引导青年生理学科技人员关

注、了解国内外生理界重大科技问题及最新进

展。会上还评选优秀论文报告和优秀墙报，带

动了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和竞争拼搏精神. 

3.举办生理学教学会议和教研室主任论坛 

着力培养生理学教学与科研人员，稳定医

学院校的青年师资队伍，为青年学者快速成长

成才提供了平台。 

2015 年 8 月 6-8 日，中国生理学会首届全

国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来

自全国 44 所高校的 70 余名专家、学者及教师

参加了论坛；2016 年 7 月 1-3 日，中国生理学

会“第十一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在辽宁

省大连市举行，来自全国 88 所院校的 220 余

位生理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2017 年 8 月

22-24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全国高校生

理学教研室主任高峰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召

开，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 51 所高校的生理学教

育工作者 13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同时举办

了 2017 年“泰盟杯”中国生理学会高校生理

教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和首届（2017 年）“泰

盟杯”中国生理学会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

教学比赛。 

4. 充分发挥分支机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

丰富不同领域的学术交流。 

本届理事会自 2015-2018 年新增专业委

员会 5 个，目前已有 31 个专业委员会和工作

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大多每年独立举办或

与总会、其他单位联合召开重要学术活动 40

余次，参会代表达到 6000 余人，已成为生理

学领域各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不同学科

广大科技工作者展示创新研究成果、研讨学

科发展策略的重要平台，会议主题鲜明、交

流内容热点多、起点高，特色明显，为拓展

科研思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渗透与合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进了学会的国

际化进程 

加强国际交流，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开

展对外交流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经，学会

充分发挥国际民间生理科技交流主渠道作用，

生理学科技工作者走出去以多种形式出席国

际学术活动，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邀请不同

国家的生理学学者来到中国参加在中国本土

举办的国际盛会，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生理科

技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1. 进一步打造品牌的国际学术会议，提升

学会在国际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成功举办

2016 年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为推动我国与世界的生理学交流和发展，

学会在 2008 年联合英、美、澳、加 5 国生理

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国际生理学大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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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联合英、美、澳、加、日、巴等 13 个

国家或地区的生理学会在苏州举办国际生理

学大会的基础上，于 2016 年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成功举办了 2016 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生命的逻辑（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本次会议由 12 个国

家或地区学会联合举办，来自 24 个国家和地

区的专家、学者 900 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共收

到摘要 613 篇。会议安排了 7 个特邀大会报告，

中国生理学会名誉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钱煦，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伦敦大

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Michael 

Hausser，日本生理学会候任主席、京都府立医

科 大 学 （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Medicine）Yoshinori Marunaka，美国科学院院

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arry William Swanson，中国科学

院院士、清华大学李蓬，中国科学院院士、上

海生命科学院张旭，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所长肖瑞平分别从不同各领域对生理学研究

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报告。会议设 38 个专题报

告，以其他国家（地区）生理学会组织和冠名

专题报告 17 个，由中国生理学会各专业委员

会组织的专题报告 21 个，共 221 个专题报告

人；内容涵盖生理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细

胞生理学、血液和循环生理学、内分泌和生殖

生理学、神经生理学、呼吸生理学、肾脏泌尿

和稳态等。本次大会的举办为 2021 年世界生

理科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完成了预演和练兵的

任务，同时提高了我国生理科学研究的在国际

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2. 在国际组织中占领制高点，赢得话语权。 

（1）2015 年，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晓

民教授担任亚大生理科学联合会（FAOPS）主

席（2015-2018 年）。 

（2）积极领导筹备 2019 年在日本召开的

第 9 届 FAOPS 会议，并着手组织编撰《庆祝

FAOPS 成立 30 周年文集》；程和平院士被遴

选为第 9 届 FAOPS Special lecture, 在 12 个冠

名不同学会的专题报告，有两个冠名中国生理

学会的专题报告被入选，成为被冠名最多的学

会。此外，在自由提交的专题报告中，由学会

会员组织的 5 个专题报告被接受。 

（3）2017 年学会王晓民理事长，谢俊霞

和王世强副理事长及王韵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作为第 38届 IUPS大会会员代表参加了代表大

会（General Assembly），并在执委会中及闭幕

式汇报了 IUPS2021 在北京召开的筹备情况，

得到了 IUPS 执委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并

接棒 IUPS 会旗，正式启动 IUPS2021 的组织

工作。 

（4）IUPS2017 会议进行了新一届执委会

的改选，王晓民理事长继续担任执委，为亚洲

及大洋洲区域代表。王韵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担

任理事（2017-2021）。 

八、继续教育培训年年抓，为院校实验技

术人员搭建提高平台 

2015-2018 年学会分别在安徽合肥、贵州

贵阳、山东青岛和湖北恩施举办四次中国生理

学会新型生理学实验技术平台培训班，邀请生

理学界知名专家 12 名，参加培训的老师共计

400 余人。 

九、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为社会做

贡献 

1. 2015-2018 年学会参加北京东城科技周

活动，举办 4 场科普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和科

普 问卷 2000 余份，受益群众 2300 余人次。 

2. 中国生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南昌大学副校长李葆明教授与科普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郑丽萍教授发起的指导大学

生急救科普志愿者组织南昌大学 3S 救护会于

2017 年在校园和社会面向不同人群举办了各

种、共 50 余场急救知识与技能宣教活动或培

训班，开设互联网+科普宣传和慕课课程平台，

近万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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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会五位专家被聘请为“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科技/科普专家”，

聘期三年（2017-2020 年），参与科普中国项目

评选活动。 

十、不断提高期刊质量，为学科发展做出

贡献 

学会主办《生理学报》、《中国应用生理学

杂志》和《生理科学进展》三本中国核心学术

期刊。一直运行良好，如期出版，并先后建立

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网页，在刊物与读者间建立

了新的桥梁，逐步扩大了读者群。 

《生理学报》2015-2017 年连续荣获中国

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

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发

布的“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获得

2015 年度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质量优秀奖”。 

十一、加强学会信息化建设，大幅提升学

会管理水平，优质服务会员 

1. 健全服务体系，学会领导层分工负责制 

为使学会管理更加科学、运行更加高效，

本届理事会继承学会的优良传统，实行理事

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分工负责制，极大促

进了学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2. 利用网络优势，建立公众平台 

为了信息沟通的方便快捷，2017 年初，学

会建立官方微信平台，不定期发布学术信息和

学会动态。目前，学会常务理事、理事及各专

业分会分别建立了微信群，即时交流学术观点

和信息，增强了会员之间的互动。 

3. 英文版网页 2016 年正式启用，并于

2107 年启动了 IUPS2021 宣传工作。 

4. 不断完善机制和服务意识，开通网上入

会程序 

为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和会员的需求，

2016 年学会网站系统更新，学会建立了网上在

线会员注册平台，逐步实现会员数据标准化、

会员管理一体化，为会员提供更加多样性的信

息形式。可以网上在线申请入会，查询，会员

管理系统建设完成了基础会员库建设，并与相

关业务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数据同步。 

5.为会员服务更周到、贴心 

（1）基层和边远地区年轻生理工作者参加

学术会议减、免收注册费的条件和收费优惠： 

自 2014 年 10 月学会理事会讨论并通过，

学会确定了对基层和边远地区年轻生理工作

者参加学术会议减、免收注册费的条件和收费

优惠的标准。从而带动了边远地区生理学工作

者参加学术会议的积极性。 

（2）为会员编制并免费赠送学会工作手册 

为了生理学科技工作者方便快捷的了解

学会的动态，2018 年学会为会员制作了中国生

理学会工作手册其中刊登了全年学术活动计

划，并将每个月的活动计划内容，单列在相应

的月份中，一目了然，便于使用者标记自己预

备参加的学术活动，能提早做出席会议的计

划。此工作手册免费邮寄给每位会员。 

（3）启用 pos 机刷卡收费，方便会员缴费 

近两年各个院校的科技人员参加学术会

议，大多校方的财务都要求缴纳会议注册费必

须刷公务卡，2017 年学会经过多方努力，终于

在 8 月开始启用 pos 机刷卡收费。 

（4）为会员免费赠送纸质版《生理通讯》

（双月刊）： 

学会继续坚持印刷纸版《生理通讯》（双

月刊），作为学会与会员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每期免费寄给每个会员，此项工作自 1982 年

创刊始，已坚持 32 年。 

（5）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实行无纸办公

方式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需求，学会各项通知也

以电子版形式发至会员个人信箱，加速了信息

转递功能，也节约了能源。 

6. 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积极努力，多次获

嘉奖 

学会虽工作人员少，任务重，但大家齐心

协力完成学会理事会、学会领导、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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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生命科学联合体下达的各项任务。

2015 年荣获中国科学系统综合统计调查工作

中被评为优秀单位证书。在 2017 卷《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年鉴》编纂工作评选中，被评为优

秀组织单位获荣誉证书。 

 

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工作思考 

回顾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 

学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

随着政府转移职能的深入，国家对社团组织的

管理日趋严格和规范，对社团的要求越来越

高。如何坚持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服

务，服务科技创新、承接政府职能，服务经济

建设主战场是学会的主体工作，充分依靠学会

拥有的智力资源，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这也是新一届理事会要睿智着力解决的

核心问题。此外，新一届理事会需要完成的重

中之重的任务是 2021 年在中国举办第 39 届

IUPS 大会，虽然我们通过 2008 年，2012 年及

2106 年成功举办的国际会议积累了经验，如何

从学术水平，经费支持及优质的会务服务等方

面保障会议圆满顺利的进行，是新一届理事会

要重点考虑的焦点问题。 

首先，坚持改革创新，树立以问题为导向

的改革思维，不断拓展工作空间。 

就我学会而言，由于生理学属于基础医学

的特点，我们没有深厚行业背景，也没有政府

背景，在政府转移出的职能中，我们所能承接

的空间有限。因此，坚持改革创新，树立以问

题为导向的改革思维，不断拓展工作空间，更

好地发挥学会的优势，才能将学会做大做强，

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学会工作持续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需要我们强化自身管理，练好内功，

在有限范围内，做出特色，做出成绩，增加社

会影响力。 

其次，强化规范管理。 

规范的管理、完善的制度，是学会必须具备

的基本条件。建立规范的组织管理体系，制定完

善的规章制度，坚持民主办会，通过多种方式充

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全面提升学

会的综合能力，是学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第三，加强专业委员会的管理工作。 

依据《中国生理学会专业分会管理办法》，

完善分会的组织管理、活动管理和财务管理，

加强与分支机构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学会改革

发展，全面释放学会发展活力，搭建高水平学

术交流平台，推动协同创新发展。 

第四，集思广益，拓宽思路，保障

IUPS2021 会议圆满召开。 

在中国主办 IUPS 大会，是中国生理学前

辈、学会领导以及全体会员的夙愿，凝聚了几

代的心血，中国生理学会为此进行三次不懈的

努力。学会成功地获得了第 39 届 IUPS 大会

2021 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主办权，不仅是学会

的成功，也是全球华人、华裔生理科学同仁共

同努力的结果，实现了中国生理学工作者近 20

年来的愿望。我们的成功既与中国的强盛和国

际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也与中国生理科学的

迅猛发展有关，表明中国的生理学家们已经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

一届理事会将要精心策划、认真准备，在中国

科协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和兄弟学会的支持

帮助下，集思广益，拓展思路，努力筹集经费，

办好 2021 年北京第 39 届 IUPS 大会，将具有

古老文明、又富有朝气的中国风貌展示给世

界，为国际生理科学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国科学

家应有的贡献。 

第五，加强会员服务。 

会员服务工作永无止境，我们要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优势，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内容，

把学会办成凝聚生理学科技工作者的大平台。 

第六，继续提升学会期刊质量。 

期刊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稿源和质量相

辅相成。目前阶段还需要学会理事、会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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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逐步提高论文质量，提升期刊影响力，

争取尽早进入 SCI 序列。 

当前，我国科技社团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大

好时机。我们要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乘势而

上，在学科建设、事业发展、人才培养、社会

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奋发有为。做好这些工作

的关键是要在中国科协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加

强党的组织建设，以十九大的精神武装学会理

事会成员和全体会员的头脑，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紧密团结和带领广大会

员，发挥中国生理学会的光荣传统，不懈努力，

艰苦奋斗，为我国的生理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本届理事会的工作成绩的取得应该归功

于中国科协的领导和支持，躯体理事的努力和

全体会员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在此，我代表第

24 届理事会向您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学会

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各位代表！ 

 

中国生理学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的中文名称为中国生理学

会 ， 英 文 译 名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缩写为 CAPS。 

第二条  中国生理学会（以下简称“本

会”）是由中国生理科学工作者和有关单位、

社会团体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是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促进我国科技进

步、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推动我国生理科学

人才成长和提高，推动我国生理科学发展和普

及，促进生理科学技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

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本会提倡辩证

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科学态

度，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

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倡导

“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团结广

大生理科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

技术事业，开展继续教育和普及生理科技知

识，促进出成果、出人才和国际交往做出贡献。 

本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

活动提供必要条件。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

会道德风尚。 

第四条  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

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本会住所设在北京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为： 

（一）举办生理科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包

括学术会议和各种专题讨论会、讲习会； 

（二）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出版、发行生

理科学的刊物、书籍和音像制品； 

（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和科技工

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四）对公众及会员开展生理科学领域的

继续教育，普及生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生命

科学领域的科学思想和先进技术； 

（五）开展生理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 

（六）鼓励并组织会员和生理科学工作者

在国家有关生理科学领域的科技政策、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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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的重大问题和法律法规的制定等方面发

挥咨询作用，参与科学论证； 

（七）向国家和社会举荐人才，经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表彰奖励在科技活动中取得优秀

成绩的会员； 

（八）受有关部门批准或委托承担项目评

估、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开展标准制定、

成果鉴定工作； 

（九）受政府部门委托承办或根据学科发

展需要组织和举办科技展览，编审科技文献，

提供科技咨询和服务； 

（十）举办为会员服务的事业和活动。 

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

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本会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单位

会员。 

第八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

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本会的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

影响。 

第九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填写并递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核

批准； 

（三）由本会发给会员证。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建议权、批评权和监

督权； 

（三）参加本会学术会议及各种活动的优

先权； 

（四）享受本会提供的服务及取得有关学

术资料的优先权； 

（五）单位会员可经学会同意并在学会

协助下开展技术咨询，举办培训班和其他业

务活动；  

（六）自愿退会。 

第十一条  会员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二）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委托的工作； 

（四）积极参加本会的各种活动，协助并

支持本会组织的技术培训及有关学术和科普

活动；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并交回会员证。会员 2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

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

行为、严重损害本会利益、有严重学术不端或

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者，经理事会或常

务理事会审核并讨论通过，可予以除名。 

 

第四章 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四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

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四年。因特殊情

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

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

关批准同意。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 1 年。 

第十五条  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审议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 

（五）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任务； 

（六）决定终止事宜；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六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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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

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第五章 理事会及其负责人 

 

第十七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

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和组织

本会的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八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在代表

大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应届理事会的

任期即告终止。理事在任职期间三次缺席理事

会视为自动放弃理事资格。理事最多连续任职

三届。当选理事时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第十九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产生和罢免常务理事、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

情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决定本会各机构（办事机构、分支

机构、派出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七）决定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

的聘任和解聘； 

（八）负责筹措本会的活动经费，领导本

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本会的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本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

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定须经到会理事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如有特殊情况，可采取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二条  本会设常务理事会，由理事

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在会

员代表大会期间产生新的一届理事会后，由新

的理事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常务理事会。常务

理事的人数不应超过理事会理事总数的三分

之一。在理事会闭会期间，常务理事会行使理

事会第一、三、五、六、七、八、九项的职权，

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

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有

到会常务理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常务理事在任职期间三次缺席常务理事会视为

自动放弃常务理事资格。常务理事最多连续任

职三届。当选常务理事时年龄不超过60周岁。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

一次会议，特殊情况下，可采取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五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最高任职年龄不

超过 65 周岁； 

（三）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62 周

岁且为专职； 

（四）热心学会工作，作风正派，身体健

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六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

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

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每届任期四年，连任不超过两届。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如有特殊情况需超届任职，

须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

关批准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八条  理事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

因特殊情况，经理事长推荐、理事会同意，报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

准后，可以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

人。聘任或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秘书长不得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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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

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九条  本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和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常务

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向理事会提名秘书长人选。 

第三十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组织实

施学会的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学会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的

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及各机构的主要负责

人，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 

（四）决定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六章 监事会及其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是本会的监督机构，

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三十二条  监事会每届任期与理事会

相同，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罢免。理事

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及学

会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最多连续

任职两届。当选监事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长 1 人，副监

事长 1 人。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的职权是： 

（一）列席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并

对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 

（二）对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执行本

会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本会章程

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的人员提出罢免建议； 

（三）检查本会的财务报告，向会员代表

大会报告监事会的工作和提出提案； 

（四）对负责人、理事、常务理事、财务

管理人员损害本会利益的行为，要求其及时予

以纠正；  

（五）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

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本会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六）决定其他应由监事会审议的事项。 

第三十四条  监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

议，监事会会议须有 2/3 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开，

其决议须经到会监事 1/2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三十五条  监事长、副监事长必须具备

下列条件： 

（一）在本会担任过常务理事或以上职

务，熟悉并有能力监督学会工作； 

（二）监事长、副监事长最高任职年龄不

超过 65 周岁； 

（三）热心学会工作，作风正派，身体健

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七章 资产管理和使用原则 

 

第三十六条  本会经费的来源： 

（一）会员会费； 

（二）政府资助； 

（三）捐赠； 

（四）在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服务

的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七条  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

取会员会费。本会开展评比表彰等活动，不收

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八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

定业务范围内的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三十九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

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条  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

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

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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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一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

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代表大

会、监事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

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

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

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

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审计。 

第四十三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

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四十四条  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

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四十五条  对本会章程的修改，由理事

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六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代

表大会表决通过后 15 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经同意，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九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本会如因完成宗旨或自行解

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而需要注销，须由理事

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经会员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登

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八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

单位及有关机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

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本会不开

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九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

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监督下，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会章程经 2018 年 11 月 2

日第 25 届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五十一条  本会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

理事会。 

第五十二条  本章程自民政部核准之日

起生效。 

 

中国生理学会第25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事长： 

  王  韵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世强  陈应城  陈思锋  罗自强  罗建红  周嘉伟  徐天乐  管又飞 

秘书长： 

  李俊发 

副秘书长： 

  曲爱娟  黄  薇  肖  玲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晓  王  升  王  韵  王世强  王海滨  孔  炜  朱  辉  朱  毅  朱心红  朱玲玲  

朱景宁  李俊发  邱德来  汪萌芽  陆  巍  陈  军  陈世民  陈应城  陈思锋  林默君  

罗自强  罗建红  岳利民  周嘉伟  胡志安  禹永春  姜  宏  倪  鑫  徐天乐  徐成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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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强  容永豪  曹济民  韩  毅  程  涛  鲁友明  管又飞  潘秉兴  薛  天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晓  马  恒  马  鑫  马克涛  马春蕾  王  升  王  宇  王  韵  王万铁  王世强   

王羽峰  王烈成  王海滨  孔  炜  石瑞丽  边  巴  曲爱娟  朱  辉  朱  毅  朱卫忠   

朱心红  朱进霞  朱国庆  朱玲玲  朱景宁  刘  健  许继田  阮雄中  牟阳灵  杜美蓉   

李  韶  李正红  李红芳  李俊发  杨  艳  杨  巍  杨秀红  吴海涛  邱德来  余华荣   

汪萌芽  张  伟  张  宇  张  洁  张炜真  张嘉漪  陆  巍  陈  刚  陈  军  陈文芳   

陈世民  陈应城  陈学群  陈思锋  武宇明  武胜昔  林  春  林默君  欧阳昆富  罗自强   

罗建红  岳利民  金宏波  金清华  周  静  周嘉伟  郝丽英  胡志安  胡清华  柳巨雄   

信文君  禹永春  姜  宏  秦晓群  倪  鑫  徐  颖  徐广银  徐天乐  徐成丽  徐国强   

徐哲龙  高  云  高  路  唐宗湘  容永豪  黄  诚  黄永德  黄志华  曹济民  曹晓华   

龚永生  常永生  章小清  扈启宽  彭碧文  葛金文  韩  毅  景向红  程  勇  程  涛   

焦向英  焦建伟  鲁友明  曾  烨  曾  燕  管又飞  管茶香  潘秉兴  薛  天  薛明明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监事会成员名单 

监事长： 

王晓民 

副监事长： 

李葆明 

监事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陆利民  高  峰  蒋春雷 

 

中国生理学会第25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大会闭幕词 

王  韵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理事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会员： 

大家下午好！ 

经过三天紧张的学术报告，我们的会议

即将落下帷幕。衷心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能

坚持到最后一刻，从前两天的大会及三天的

分会场都看到了与会者积极的求知和研讨专

研精神，学会之前一直以来浓郁的学术氛围

得到传承和发扬。也正因为有你们学会才会

才有灿烂的前景。 

本次会议有两个议程，一个是理事会改

选和监事会选举，产生了学会新一届理事会

成员，我作为新当选的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一定会担起责任，在前辈的指导下，在广大

会员的支持下，与全体理事齐心协力促进学

会的可持续发展。昨天谢俊霞校长已经介绍

了理事会和监事会相关内容，我在此不赘述。 

下面我主要总结一下学术会议部分。本

次会议正式注册代表近 1100 人，加上会场志

愿者和企业参会人员，合计近 1200 人，是历

年代表大会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三个纪念

报告从我们前辈在科学中做出的贡献出发，

结合三位前辈严谨治学精神开始他们的报告

内容，让全场听众深受感染，也得到中国科

协领导的高度赞扬，认为这种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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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家精神，打造学会文化。本次会议

的学术质量也很高，四个大会报告拓宽思路，

精彩纷呈。各专业委员会积极组织会议，合

计组织了 28 个专题报告，1 个青年口头报告，

1 个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项目获得者的展

示报告。464 个 poster 展示，报告和 poster 内

容展示精彩，涉及生理学科的各个分支，原

来强的神经生理和心血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

强，原来较弱的分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萌

生出了很多交叉学科的内容，领域涉猎非常

广，是一次真正了解和学习交叉学科知识的 

会议，可以拓宽我们的科研思维。 

本次会议还得到了 14 家企业的支持，我

们对他们的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南昌大学李

葆明校长和潘秉兴院长团队为会议的会务工

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穿蓝色衣服来自南昌大

学的自愿者同学及穿橘色衣服的学会办公室

老师，他们从会议还没开始就有序紧张地做

着各种准备以及在会议期间高质量的会务服

务是会议成功的保障，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再次感谢大家积极参会，祝各位老师和

同学旅途愉快，一切顺利。 

 

        2018 年 11 月 4 日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大会 

会议纪要 

李俊发 1  王  韵 2 

（1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00069  2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 100871）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生理学学术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江

西省南昌市万达文华大酒店圆满召开并顺利

落下帷幕。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南

昌大学协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

南昌大学协办。11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的嘉宾、会员和代表、100 余名

企业代表和志愿者，共计 1200 余名人员参加

了大会。南昌

大学为本次会

议安排了学生

和 教 师 志 愿

者，为会议的

顺利召开提供

了优质服务。 

 

一、会议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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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开

幕式于 11月 2

日上午 8:30

分准时举行，

由中国生 理

学会第 24 届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韵教授主持。主持人首先

表示，本次会议得到众多从事生理学研究的专

家、学者、学生和企业界人士的响应与支持，

代表学会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

心的感谢！同时介绍了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管理处副处长唐昆仑、

江西省科协主席史可教授、江西省科协学会部

万程东部长、南昌大学校长周创兵教授；特邀

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理学会第 20

届理事长和复

旦大学脑科学

协同创新主任

杨雄里教授，

中国生理学

会第 22 届理

事长、军事医

学研究院范明研究员；四位来自海外的特邀

报告人包括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 Mart 

Saarma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Luis de 

Lecea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马秋富

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庄晓曦教授；以及 3 位

国内的特邀报告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细胞生物学理事长、清华大学陈晔光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徐涛教授和北京大学

医学部原副主任王宪教授。 

中 国 生

理学会第 24

届理事长王

晓民教授致

开幕词，代表

学会对出席

本次大会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协办单位南

昌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理事长对学会

过去 4 年的工作做了简短介绍，同时特别强调

了学会要办好 2021 年的 IUPS 大会。最后希望

在各位会员的支持下，中国生理学会能把握机

遇，开拓进取，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加大向国

际进军的步伐。随后，中国科协学会发展处唐

昆仑处长代表中国科协为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宣读了贺信。南昌大学校

长周创兵教授、江西省科协主席史可教授致辞

和学会老领

导杨雄里院

士等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

致辞，预祝会

议成功。 

二、会员代表大会 

11 月 1 日

晚 19:30-22:30

于南昌市万达

文华大酒店瑶

湖厅，先后召

开了中国生理

学会第 24 届全体理事会第 8 次会议和中国生

理学会第 25 次会员代表大会，主持人为王韵

秘书长。王晓民理事长做了第 24 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王世强副理事长做了学会章程修改报

告和说明，王韵秘书长做了财务报告。最后，

王晓民理事长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汇报和

说明。 

11 月 2 日

晚 19:00-22:00

于南昌市万达

文华大酒店瑶

湖厅，青岛大

学谢俊霞教授

主持，继续召开了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会员

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认真审议并通过了第 24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相关内容。随后以无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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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方式进

行了首届监

事会成员和

第 25 届理事

会理事的选

举。首届监事

会由 5 名监事成员（名单略）组成；第 25 届

理事会由 109 名理事（名单略）组成。随后经

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39 名学会常务理事，同

时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经

理事长提名，会议通过了副秘书长及办公室主

任名单。 

11 月 3 日晚 19:00-22:00 于南昌市万达文

华大酒店瑶湖厅，召开了 25 届 1 次理事和常

务理事会议，王韵理事长主持。理事会上，各

位理事积极地进行了自我介绍，达到了相互交

流、沟通和了解的目的，同时为新一届理事会

工作献言献策。常务理事会在王韵理事长的主

持下，通过了第 25 届学会领导的工作分工。 

此外，本次常务理事会对筹备及召开

IUPS2021 会议、换届工作（系列文件）材料

报送科协批准（法人及功能型党委等）、工作

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换届和制定 25 届工作计

划、专业委员发展及管理以及第 2 次常务理事

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并达成了共识和决议。 

三、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实际参会代表人数 1100 余人，

共收到会议论文摘要 572 份。会议安排了 3 个

纪念报告、4 个大会报告、28 个小型专题报告、

1 个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报告专场和 1 个青年生

理工作者报告专场。 

11 月 2 日开

幕式结束后，中国

生理学会第 20 届

理事长、复旦大学

杨雄里院士主持

了冯德培纪念讲

座，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马秋富教授做了题

为 ： Mapping neural circuits mediating 

acupuncture-evoked autonomic reflexes 的讲座；

中国生理学会第 22 届理事长、军事医学研究

院范明研究员主持了蔡翘纪念讲座，芝加哥大

学庄晓曦教授做了题为：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of Tsai, adaptive behavior and fitness 的讲

座；11 月 3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 24 届副理事

长，复旦大学马兰教授主持了王志均纪念讲

座，北京大学医

学部王宪教授做

了题为：免疫代

谢与心血管疾病

发病的讲座。 

会议的 4 个

精彩大会报告分别由中国生理学会第 24 届理

事长王晓民教授、副理事长谢俊霞教授、第 25

届副理事长陈应城教授和管又飞教授主持。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院士做了“感觉

神经传入信号

强度的解码”报

告，芬兰赫尔辛

基大学的 Mart 

Saarma 教授做

了“Biology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unconventional trophic 

factor CDNF”报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Luis de 

Lecea 教授做了“To sleep or not to sleep: how the 

brain decides to wake us up”报告，以及清华大

学陈晔光教授做了“肠上皮的稳态维持依赖于

Wnt 信号与 BMP 信号之间的平衡”报告。 

由各专业委

员会负责组织的

28 场小型专题分

会场共 156 位报

告者和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报告专场 8 位报告者都做了专题报

告，青年生理工作者报告专场的 9 位报告者进

行了专题交流并被评选为“生理学学术大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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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青年口头报告奖”。同时本次学术会议中还

设立了“优秀墙报”评选，经过评审专家的认

真评选，在三天内共展出的 464 份墙报中评出

了 46 个“生理学学术大会优秀墙报奖”（详见

附件 1 和 2）。 

四、大会闭幕式 

大会闭幕式

于 11月 4日下午

17:40 分准时举

行，由新当选的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秘书长李

俊发教授主持。首先宣布了生理学学术大会

“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和“优秀墙报奖”

获奖名单。然后，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学会

第 24 届副理事长青岛大学谢俊霞教授、南京

大学王建军教授、学会第 25 届副理事长中南

大学基础医学院罗自强教授、北京大学王世

强教授和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

周嘉伟教授等

代表学会，向获

奖者颁发了证

书和奖金。 

闭 幕 式 最

后一个重要环

节是新当选的

中国生理学会

第 25 届理事长

王韵教授，代表

理事会致闭幕词。理事长首先表示，要衷心感

谢各位老师和同学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从前两

天的大会及三天的分会场都看到了与会者积

极的求知和研讨专研精神，学会之前一直以来

浓郁的学术氛围得到传承和发扬。也正因为有

你们学会才会才有灿烂的前景。在谈到本次理

事会改选和监事会选举重要议程时，理事长表

示，一定会担起责任，在前辈的指导下，在广

大会员的支持下，与全体理事齐心协力促进学

会的可持续发展；要特别感谢为学会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的已卸任的上一届学会领导：理事长

王晓民教授，副理事长谢俊霞，李葆明，马兰

教授，常务理事：闫建群，高天明，王建军，

祁金顺，赵华和曹宇教授。在总结三天的学术

会议时，理事长认为本次会议涉及生理学科的

各个分支，原来强的神经生理和心血管得到了

进一步的加强，原来较弱的分支有了长足的进

步，并萌生出了很多交叉学科的内容，领域涉

猎非常广，是一次真正了解和学习交叉学科知

识的会议，可以拓宽我们的科研思维。最后，

理事长代表学会衷心感谢支持本次会议的 14

家企业，以及南昌大学李葆明校长和潘秉兴院

长团队为会议的会务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尤其是穿蓝色衣服的南昌大学自愿者老师同

学及穿橘色衣服的学会办公室老师。 

 

本次参加会议的人数盛况空前，会场、会

议服务和会议资料等都达到了国际化程度。本

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进行了监事会的选举，产生

了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监事会，由第 24 届理

事长王晓民教授担任监事长。理事会改选顺

利，第 25 届理事会由 109 名理事组成，39 名

常务理事，以理事长王韵教授为首的新一届学

会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 55.7 岁，更加年轻化。

学术大会学术水平高，并涵盖了细胞生理学、

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血液和循环生理学、

呼吸生理学、代谢和体温、稳态和泌尿、内分

泌和生殖生理学、比较生理学和应用生理学等

10 几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将中国生理学界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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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辛勤耕耘潜心研究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

果一一展示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会场上和

墙报展示期间，讨论热烈，学术气氛浓郁。总

之，本次学术会议展示出了我国广大生理学工

作者近年在生理学各个领域所获得的最新成

就，促进了科研、教学和生理学实验技术方面

的广泛交流，同时举办了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

仪器展览和观摩。经过 3 天的大会报告、分会

报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报告、青年生理工作

者口头报告和学术墙报等交流方式，会议取得

了圆满成功。 

 

 

  
会议注册区井然有序 

 

 
嘉宾和学会领导为大会报告人颁发纪念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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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里院士（前理事长）和范明研究员（前理事长）与部分学会领导和与会代表合影 

  

  
理事长王韵教授提前 1 天飞抵南昌与学会办公室主任肖玲一起，对南昌大学自愿者老师同学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进

行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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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和墙报展示区交流讨论热烈，医学科学仪器展览和观摩学术气氛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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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大会 
优秀口头报告奖获奖者名单（9 人） 

1 刘艺涵 北京大学 

2 岑  程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3 刘爱林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4 刘  晔 首都医科大学 

5 吕思霖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6 崔安凤 复旦大学 

7 张亚星 中山大学 

8 曹志永 海军军医大学 

9 杜春秀 大连医科大学 

  

  

附件 2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大会 
优秀墙报奖获奖者名单（46 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 梁景辉 北京大学 24 向  阳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2 刘  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5 范小芳 温州医科大学 

3 宋兴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6 陈绍坤 福建医科大学 

4 陳明壯 香港中文大学 27 洪文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5 杨  娟 北京大学医学部 28 陆  辰 复旦大学 

6 刘明哲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9 李彧媛 大连医科大学 

7 李  斌 南京大学 30 杨  照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8 陈  琪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31 张  莹 贵州医科大学 

9 韩子伟 石河子大学 32 张贵敏 华中师范大学 

10 李  彤 哈尔滨医科大学 33 冯丹丹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11 马泽刚 青岛大学医学院 34 暨  明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12 金清华 延边大学医学院 35 邵德翠 皖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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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孚 
（1908 年—1977 年） 

序号 姓  名 单  位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3 尹  舒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36 向  萌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14 周  芳 山西医科大学 37 曾曦曦 福建医科大学 

15 张亚楠 首都医科大学 38 苏文君 海军军医大学 

16 陈文振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39 谢  方 军事医学研究院 

17 陈  璐 北京大学医学部 40 付绍婷 上海体育学院 

18 丁晓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41 李  岩 北京体育大学 

19 杜建奎 海军军医大学 42 权赫龙 浙江师范大学 

20 徐  虎 大连医科大学 43 梁巧琴 陕西师范大学 

21 冯振龙 军事医学研究院 44 李亚晴 大连医科大学 

22 汤润泽 北京大学医学部 45 高灵通 海军军医大学 

23 刘智志 南昌大学 46 杜婉洁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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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改善我国膳食结构呕心沥血的营养学家 

———杨恩孚 

尤德铨 

杨恩孚，营养学

家。长期从事生物化

学和营养学方面的科

学研究，培养了一批

专业科技人才。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受命组建中央级营养

学研究单位，卓有建

树，推动了我国营养

学事业的发展。他锐意推动谷类的研究成果尽

早地应用于实际，对建国初期我国的粮食政

策，如“八一面粉”、“九二米”的决策，以及

节约用粮、合理用粮、粮食定量供应等决策提

供了科学依据，贡献卓著。 

杨恩孚又名恩福，祖籍浙江绍兴，1908

年 8 月 18 日出生于湖北京山。3 岁时，举家迁

至北京。其父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清华学堂（现

清华大学前身）谋得职员的职位，因受当时“科

生理学家 



 

 131 

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尽管他收

入微薄，但仍鼓励子女多读书、多求学。 

杨恩孚 8 岁时被送进教会办的育英小学，

入学不久便展示了聪颖的天资，他特别擅长于

数学，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到了高年级，

班里不少同学都请他帮助辅导算术。他的其他

各门功课在班里也名列前茅。由于成绩优异，

小学毕业后，即被保送到教会办的通县潞河中

学。1926 年，杨恩孚结束了 5 年的中学学业，

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被选送到北京燕京

大学学习。他原打算进数学系，后因“实业救

国”的思潮的影响促使他进了化学系。这时他

的学习更加刻苦勤奋。由于来自教会学校，具

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他除了努力学习化学以

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有关生物学、物理学方

面的书刊，这使得他的知识更加充实。杨恩孚

是学校的高材生，大学刚毕业，就被化学系主

任推荐给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物化学家吴

宪教授所在的生物化学系担任助教。在协和医

学院期间，他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以外，还进行

了蛋白质、肌肉和血液方面的生化研究，在吴

宪教授指导下，曾发表论文 7 篇。 

1934 年，杨恩孚应邀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

究所工作，大部分时间从事食物和营养学领域

的科研课题。当时在以大米为主食的江、浙一

带，他发现那里“脚气病”（维生素 B1缺乏症）

患者较多，为了预防此病的发生，他对稻谷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硫胺（维生素

B1）的测定方法。他建议人们在洗涤大米时，

不要时间过长，不要用力搓，以尽量减少硫胺

的损失。此外，他还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开

展了用豆腐、米粉和鸡蛋做婴儿代乳食品的实

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

争。不久，战火便蔓延到黄浦江边。这时，雷

士德医学研究所难以为继，外国专家纷纷回

国，杨恩孚的科研工作也被迫中断。抗日战争

期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联合了几位不

同专业的朋友，在上海筹办了一个葛氏药厂，

主要生产疫苗和血清类制品，为当时医药界作

出了贡献。 

1947 年，英国驻上海文化协会招收赴英留

学人员，杨恩孚通过严格考核，被择优录取。

同年 8 月，他赴伦敦，进入伦敦大学卫生和热

带医学学院营养系做研究生。他夜以继日地埋

头学习和工作，在研究时，他认真细致，严格

操作，根据大米不同的碾轧时间，摸索出了既

能保留维生素最高水平，又有助于胃肠道充分

吸收的适宜碾磨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毕

业时，他以《稻米的加工方法对其消化率的影

响》的优秀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杨恩孚怀着报

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于 1949 年 9 月回到北京。 

不久，他被卫生部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

院，担负组建营养学系的工作。与此同时，他

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建国初期的粮食政

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

发，他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的邀请，率领

工作组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指战员寻找确

定富含维生素的部分野菜以代蔬菜，从而，保

证了广大指战员的健康和战斗力，受到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嘉奖。1952 年，他还

荣获我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章及北京市劳

动模范奖章。 

1956 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改组为中国医学

科学院，并成立卫生研究所，营养学系归属该

所。杨恩孚仍担任营养学系主任，除了继续领

导和从事科研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制订国家有

关发展科技政策方面的社会活动。在卫生部和

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杨恩孚作为营养学界的代

表，出席了国家科委召集的“医学科学十二年

远景规划”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

元帅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根据当时我国的

实际情况及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些比较可

行的改善我国人民膳食营养的设想，并亲自参

与了此规划的制订工作，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



 

 132 

远见卓识。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后的“文化

大革命”运动，杨恩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他

身处逆境，屡遭磨难，历尽坎坷。但他对国家

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始终充满信心，从不计

较个人恩怨得失，以大局为重，依然默默地坚

持工作。1959 年，进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

第一次营养调查，杨恩孚不怕艰苦，克服重重

困难，深入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农村地区，冒

着-30℃以上的严寒进行现场调查，出色地完

成了任务。 

1972 年，杨恩孚从江西省卫生部“五七干

校”返回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

技术情报室工作，担任《国外医学参考资料·卫

生学分册》的编辑。对他来说，这是个新的工

作领域，但由于他医学功底扎实，知识广博，

并能及时捕捉国内外有关科技信息，掌握最新

研究动态，因而提出了一些很有预见的建议。

在他的主持下，确保了该刊物较高的学术质

量，广大读者普遍反映该刊物对科研工作有指

导作用，受到他们的好评。 

1977 年，杨恩孚身患癌症，体力日渐不支。

当时，他和邓家栋教授等共同编著的《英汉医

学词汇》尚未脱稿，任务相当繁重。但他仍以

坚韧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在医院的病榻上，以颤抖的手翻资料、写注释，

继续他的编著工作。在他生命垂危时，北京大

学生物学系主任陈阅增教授去病房看望他，他

不谈个人的病痛，而是满怀深情，不无感慨地

说：“现在形势很好，可是自己再不能为祖国

建设出力了，今后的关键问题是培养干部、培

养人才，现在这副重担落在你们身上，希望你

们努力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在场的亲友无

不为他这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涕

然泪下。最终，他还是以抱病之躯，克服了许

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英汉医学词汇》

的部分编纂工作，作为他留给人们的最后礼

物，充分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科学家“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高尚情操和无私

奉献精神。 

一、精心组建全国营养学研究中心 

1949 年 9 月，杨恩孚从英国回到北京后，

受命到中央卫生研究院筹建并领导该院营养

学系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人民

政府接收了南京国民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当时经费短

缺、物资匮乏、人员少、设备旧，虽然有几名

营养学研究人员，但学科不配套，职工结构不

合理，很难开展深入系统的课题研究。面对着

创业的许多困难，作为系主任的杨恩孚到处奔

走，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反复强调营养素作

为一种物质，对增强人民身体素质，提高健康

水平，振奋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深远

意义，力求唤起社会各界对营养学事业的高度

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

他注意延揽人才，积极物色肯钻研、有抱负的

优秀人员。他还与系内有关领导互相配合、紧

密协作，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仪器增添、

课题审查，都深入了解研究，认真落实。经过

几年的艰苦创业，他直接和间接地培养了一批

营养学专业人员，该系由最初的十几个人，扩

充到 70 多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专业科

技队伍。营养学系也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家级

的、具有培养博士研究生水平的营养与食品卫

生专业的科研基地。1986 年 4 月，正式成立了

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杨恩孚作为主要的奠

基人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寻找维生素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未满一年，就爆发了

朝鲜战争。当时，我国援助朝鲜的主要通道鸭

绿江大桥屡遭敌机轰炸，军事物资不能及时调

补，后勤给养的运输也遇到极大困难。中国人

民志愿军指战员的饮食中没有蔬菜，缺乏维生

素，为解决他们的维生素供给问题，应中国人

民志愿军后勤部的邀请，杨恩孚率领工作组奔

赴朝鲜战场。他发现那里的田野和山坡，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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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许多较小的绿色植物。在炮火纷飞的险恶环

境中，他们广泛加以采集，进行营养成分的分

析测定，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确认了多种野

菜富含维生素。比如，蓼科的扁蓄菜和苋科的

野苋菜，都富含维生素 C，每百克可食部的含

量分别为 158mg 和 153mg，而成年人每天需

要维生素 C 75mg，因此，每天只吃 50g 这种

野菜即可满足身体生理上的需要。另如，豆科

的鸡眼草和蔷薇科的龙芽草，都富含胡萝卜

素，每百克可食部的含量分别为 12.6mg 和

11.2mg，而成年人每日需要胡萝卜素 4mg，因

此每天只吃50g这种野菜即可有效地预防夜盲

症。于是，杨恩孚建议以这些野菜作为供给部

队维生素的来源，并因地制宜地拓展了志愿军

官兵所需维生素的补充途径。他们为保证广大

指战员的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大

贡献。为此，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嘉奖。 

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杨恩孚把在朝鲜从事

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出版了我国

第一部附有彩色图片的《野菜与营养》专著。 

三、“八一粉”和“九二米”的诞生 

“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这是我国

几千年来以农立国历史的重要总结。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在经历了连年战乱之

后，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工作，很快被提到

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需要国家大力的投入和长期的扶持，同时，在

政策措施上也要符合国情。杨恩孚认为今后随

着我国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减少，营养事

业必须以农业为依托。而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

化，只有坚持科技兴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科学的、合理的、平衡的

食物结构才有牢固的物质基础。针对当时我国

粮食并不丰足的形势，杨恩孚根据自己过去对

谷类的研究探索，摸索出了既能保持维生素最

高水平，又有助于胃肠道充分吸收的适宜的碾

磨度。他本着既节约粮食，又能满足人体对维

生素需要的原则，提出了谷类在加工过程中的

合理精白度的建议，即建议加工“八一（面）

粉”和“九二（大）米”。 

加工食用“八一粉” 和“九二米”的建

议一经提出，立即被国家所采用，创造出很高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杨恩孚在谷类研

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建国不久，他就应聘担任

粮食部顾问，并荣获全国粮食先进工作者代表

会议纪念章。 

四、为改善我国膳食结构呕心沥血 

50 年代，杨恩孚领导的科研课题涉及许多

方面，但其共同特点是：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国人民传统上一向以

素食为主，蛋白质的来源主要依靠谷类。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的

条件下，不可能增加动物蛋白质在膳食结构中

的比重，但为了提高膳食营养价值，改进蛋白

质的品质，杨恩孚通过人体和动物实验，对不

同植物蛋白质进行适当配比，使其互补短长，

达到优化目的。例如，他曾以 6 名成年男子进

行人体实验，将素膳和荤膳对人体氮平衡的影

响作了比较，两种膳食的热能供给量均为

12552kJ（3000kcal），蛋白质供给量均为 85g，

但素膳中豆类蛋白质占蛋白质总量的 20%，而

荤膳则以动物性蛋白质为主，占蛋白质总量的

50%。在该实验条件下，其三个素食期的氮平

衡分别为每日+0.84､+0.87 和+0.65g 氮，二个

荤食期的氮平衡分别为每日-0.26 和-0.56g

氮。一般认为人体排出氮量占食入量的 95% 

~105%时，可视为氮的平衡。该实验其素食期

排出氮量占食入量的 94% ~95%。荤食期间，

其氮平衡虽然均为负数，但排出氮量占食入量

的 102% ~104%，故仍可视为氮的平衡状况。

这说明，只要将植物蛋白质适当调配，就可使

其营养价值不亚于动物蛋白质，从而为植物蛋

白质的合理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外，当时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核

黄素摄入水平普遍低于西方人，主张提高核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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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供给标准。杨恩孚将欧美人和中国人的膳

食进行比较，发现他们摄入的蛋白质比中国人

多，而且大多来自动物食品。同时，因种族不

同，他们的平均身高、体重和中国人存在一定

差别。杨恩孚通过动物实验证实，在低蛋白质

营养条件下，单纯提高核黄素供给水平，核黄

素即随尿排出，并不能在体内存留。所以根据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水平，主张提高中国人

的核黄素供给标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据此，

杨恩孚认为考虑任何学术问题都不要盲目攀

比，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国情。 

从事营养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各种

食物的成分。作为基本建设，杨恩孚和周启源

积极组织，共同筹划，在系内投入了相当的人

力、物力，开展食物营养成分的分析、测定工

作，并陆续出版了《食物成分表》、《食物营养

成分测定法》等工具书，为全国营养专业及有

关学科提供了基本资料和技术手段，在解决实

际问题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五、创造条件 悉心培养后继人才 

20 世纪 40 年代初，我国曾出版过《营养

学杂志》，后因连年战火被迫停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营养

学界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广大专业人员呼声

比较强烈，都希望早日复刊。杨恩孚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营养学家和学科带头人，

感到有责任担负起组织、筹办工作。他积极奔

走，广泛联合营养学界同仁，争取社会各方面

支持，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 1956 年复刊，

改名为《营养学报》，他被选为该刊的主编。

他为繁荣营养学事业，提高营养学的学术水

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杨恩孚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认识到任何

事业要不断地发展开拓都必须遵循自然界新

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重视培养年青的

一代。在日常工作中，他对青年科技人员总是

悉心培养、热情帮助、积极扶持、大胆使用，

注意启发他们的内在潜力，并大力提倡“业精

于勤”的钻研精神，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

干。在营养学科研领域，经常需要运用统计学

方法分析处理实验数据。但不少人对某些复杂

的统计学方法非常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工作的开展。杨恩孚感到有必要给大家重点

地讲解介绍，进行普及教育。他即使在出差旅

途中，也利用空隙，推导公式，编写教材。通

过他的积极努力，终于用统计学方法将有关实

验数据，准确无误地绘制成各式回归曲线，使

所得结果得到更为科学明确的阐述，大家普遍

反映受益匪浅。 

同时，杨恩孚还积极组织其他不同学科的

专家，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有关仪器分析方面的

讲座，系统地介绍医学卫生领域的新技术、新

方法。他亲自审阅讲稿并汇编成《仪器分析及

生物化学实验法》，受到广泛欢迎，推动了科

研工作的进展。 

杨恩孚治学严谨，思路敏捷，具有坚实的

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科研实

践经验，并对相关的边缘学科也知之甚多。大

家在工作中碰到难题向他请教，他几乎都能有

条理、有根据地给予解答，使人有顿开茅塞之

感，被誉为“活字典”。在专业领域，他善于

捕捉信息，掌握动态，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研

究进展。他每有心得总要和同事们进行切磋讨

论，其目的就是通过彼此的交流，互相启发，

从中归纳出正确意见，形成统一认识，进而作

为指导科研工作的主导思想，促使科技人员不

断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工作能力。 

杨恩孚作为专家学者，无论在把握学科的

发展方向，专业领域的研究构想，实验方法的

设计思路，科研成果的准确评估，都有他独到

的见解。在他毕生的科研实践中，既强调科研

工作的理论深度，又注重研究成果的实用价

值。他在理论与实践、任务与学科的结合方面，

都是良好的典范、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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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动物生理学教研室 

吉林大学的动物生理学科建设历史悠久，

基础雄厚，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4 年 12 月 1 日

在河北保定成立的北洋马医学堂，当时的正科

（本科）课程即开设生理学。辛亥革命后即

1912 年，该学堂改名为陆军兽医学校，设 16

个学科（系），其中包括生理学系，兽医本科

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生理课正式定名为“家

畜生理学”。20 世纪中叶起开始用动物进行实

验生理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生理学的发展。

1949 年后解放军兽医大学继陆军兽医学校后

建立了家畜生理学实验室，招收了我国第一批

兽医专业研究生（当时尚未建立学位制）。与

此同时，全国各农业院校兽医系也开始相继建

立家畜生理学科。1980 年我国建立学位制以

来，本学科（原解放军兽医大学）和国内几所

农业院校创建了动物生理学（曾经称动物生理

生化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动物生理学专门人才。 

50 多年来，一批批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水

平高的教师活跃在我校动物生理学教学科研

第一线，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宽厚坚实的基

础。李兰泉、李永田、徐佐钦、李尚仁、景在

新、张玉生、胡仲明等教授曾先后担任我校家

畜生理学科负责人。李兰泉教授曾作为中国动

物生理学专家派往越南等国指导动物生理学

教学与科研，为国家赢得了荣誉。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本学科的专家们对动物生理学科建

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3 个

方面：一是教材建设成绩突出。组织并主持编

写出版了 3 部动物生理学教材，由吉林科技出

版社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特别是

1978 年版的《家畜生理学》，填补了“文革”

结束后动物生理学教材奇缺的状况，在国内影

响较大；二是在教书育人方面效果显著，获得

多项国家级、省级奖励。1985 年以来动物生理

学教研室多次获总后勤部、学校的先进集体

奖；三是社会认可程度高。先后有全国 10 多

所高校、部队的相关人员聆听和观摩过我校动

物生理学课程，全国半数以上农业院校曾派人

赴我校生理学科进修，学科辐射性和社会影响

力巨大。 

2004 年后，随着原解放军军需大学合并入

吉林大学，我校动物生理学科在传承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积极谋划新形势下的跳跃式发展，

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课程建设、科学研究

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现有人员 6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实验师 1 人；拥有动物机能实验室、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内分泌实验室、电生理研究

室等，科研条件完善。 

在人才培养和本科生教育方面，注重培养

模式的转变，积极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实现

知识及技能的良好融合。采取培养兴趣、正确

引导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查阅文献资

料，自主设计选题开展实验，使学生创新意识

及创新能力均明显提高，所指导的本科生中已

有 3 人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近年来先后

培养博士研究生 8 人，硕士研究生 21 人，有 4

人获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5 人赴国外继续深

造，大多数已成为相关单位的学术骨干。 

课程建设方面，承担博士、硕士、本科生

共 10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压缩课内学时的

前提下，优化教学内容、开发教学资源、注重

学生参与等项教学改革。共受各类教学奖励 11

余项。1994 年以来，以本学科组人员为主编先

后四次与全国 10 多家高等农业院校合编《动

物生理学》教材。近五年来，积极进行教学改

革、制定新教学大纲、编写和修订教材、建设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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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制作教学课件和教学资源建设等。现在

学科主干课程动物生理学为吉林省精品课程。

课程负责人柳巨雄教授被评为吉林大学首届

“师德标兵”、吉林省“三育人”先进个人。 

科研方面，研究方向为泌乳生理学，主要

针对泌乳与神经-内分泌的关系以及乳腺相关

疾病发病机制进行研究。目前主持、承担“97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13 项，

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30 余篇。

 

 

编者按：2017 年 10 月 20-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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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会在江苏无锡顺利召开。由各省生理学会推荐的 40 名参赛选手的论文参加评选，会议展示了选

手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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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 2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获奖者的参评论文综合摘要各一篇，以飨读者。 

斑马鱼视网膜功能发育的研究 

张荣伟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上海  200031） 
 

一、作者简介 

张荣伟，男，中科

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副

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复

旦大学，后于中科院神

经所硕博连读，毕业后

留所工作。 

张荣伟长期从事脑功能神经环路机制的研

究，以视觉系统为切入点，研究斑马鱼视网膜的

早期功能发育及神经调质系统对视觉功能的调

节。在研究生期间，率先建立活体斑马鱼全细胞

记录技术，系统地研究了神经节细胞的功能发育

及抑制性系统在其中的作用（ Journal of 

Physiology，2010；Frontiers in Neural Circuits，

2013），参与发现神经节细胞的突触传递长时程

可塑性（Neuron，2012）；受邀为 Springer 出版

社丛书《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撰写方

法学章节。通过斑马鱼活体成像、电生理记录等

多种方法，张荣伟揭示了双极细胞轴突末梢通过

突触前 NMDA 受体依赖的自放大机制，起始谷

氨酸能视网膜波（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并发现穆勒胶质细胞参与调节视网膜波

的形成（审稿中）。在杜久林研究员的支持下，

其现领导实验室的蓝斑（Locus Coeruleus，LC）

方向的课题，指导多名研究生，主要涉及 LC 去

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在全脑中的投射图谱和其

可塑性发育变化，LC 调质系统在视觉-运动环路

中的作用，以及 LC 系统在脑状态和全身麻醉中

的神经机制，部分工作已完成并被接收。此外，

与硅酸盐所施建林教授课题组合作，研究基于稀

土上转换材料（UCNP）的新型电压敏感探针及

其在神经科学中的应用。 

二、系列工作介绍 

斑马鱼视网膜是在体研究神经环路发育

的一种重要模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态

学的观察，对其功能的发育知之甚少。为了解

析斑马鱼视网膜环路的功能发育，我们在活体

斑马鱼上建立了全细胞膜片钳记录、钙成像、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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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成像、光遗传学等一系列在体研究方

法，系统地研究了早期发育阶段视网膜细胞的

突触联结及功能发育。其中，在体全细胞膜片

钳记录的方法已受邀在 Springer 出版社丛书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Zebrafish: 

Methods and Protocols》发表（2016）。 

 
图 1：斑马鱼在体全细胞膜片钳技术 

通过全细胞和穿孔式膜片钳记录，我们发

现斑马鱼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视网膜的第三级

细胞）的对光反应最早出现在 2.5 天，但此时

光反应不稳定，且延迟时间较长；同一时间，

斑马鱼视网膜的 GABA 能系统也正好从兴奋

性转变为抑制性（E-I 转变）。而出生 4 天后，

光反应趋于稳定，此时 GABA 能系统也已完

全转变为抑制性。通过遗传或药理操作下调钾

-氯共转运体 KCC2的表达或功能，改变GABA

能系统的 E-I 转变，则会影响神经节细胞的对

光反应，说明 GABA 能系统的成熟对斑马鱼

视网膜环路的建立非常重要（ Journal of 

Physiology，2010）。另外，我们观察到发育

早期的视神经节细胞在亚细胞水平，即 ON、

OFF 层树突以及胞体之间，存在氯离子梯度

差，该差异主要是由 KCC2 所介导，这种差异

会导致无长突细胞与神经节细胞之间的抑制

性突触联结出现区域特异性，而且还可能还会

影响 ON 和 OFF 视觉通路上非对称的信号处

理（Frontiers in Neural Circuits，2013）。 

 

图 2：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亚细胞区存在氯离子梯度差 

 

图 3：谷氨酸能视网膜波发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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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2.5 到 3 天的神经节细胞上还观察

到自发有节律的视网膜波，这是一种波状传播

的自发神经活动，它对视觉拓扑投射的精准形

成至关重要。视网膜波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在老鼠、兔子、以及灵长类等动物上都已

观察到；但通过全细胞电生理记录和钙成像，

我们首次在鱼类中发现了这一现象。进一步，

为了解析视网膜波的来源以及具体机制，我们

结合多种在体研究手段，发现双极细胞起始了

谷氨酸能视网膜波。视网膜波首先在双极细胞

（视网膜的第二级细胞）的轴突末梢发起，一

方面它会侧向传播至相邻的双极细胞；另一方

面，它还会传播至下游的神经节细胞和视顶盖

（即视觉中枢）。进一步，我们发现视网膜波

的发起是由于双极细胞轴突末梢释放的谷氨

酸作用到自身的突触前 NMDA 受体，产生自

放大作用，从而发起了视网膜波。我们还发现

双极细胞轴突末梢上的 NMDA 受体表达在视

网膜内是不对称的，这导致视网膜波的产生阈

值在颞侧视网膜区域是最低的，因此导致视网

膜波偏向于在颞侧发起。终上所述，本工作首

次发现双极细胞轴突末梢通过 NMDA 自受体

依赖的方式起始谷氨酸能视网膜波（Nature 

Communications，2016），为视网膜波起源这

个视觉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一

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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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报》在南昌举行宣讲会 

2018 年 11 月 3 日，借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理学学术大会之机

会，《生理学报》（下简称“学报”）在江西

省南昌万达文华酒店举行了《生理学报》宣讲

会。本次宣讲会的嘉宾是学报主编王建军教授

和拥有12年期刊编校经验的资深编辑叶维萍，

他们除了介绍学报的情况之外，还与参加宣讲

会的各位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宣讲会首先由主编王建军教授开始，他介

绍了学报的悠久历史和概况。学报创刊于 1927

年，是我国创办时间最早的科学期刊之一，是

我国生理学界研究成果和水平在国内外展示

的平台，多次发表我国生理学前辈和大师的先

驱性研究工作。目前，学报作为中国生理学会

的官方学术期刊，仍然维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

和影响力，多次获得各种期刊奖励，连续多年

获评“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 

叶维萍编辑详细介绍了学报的收稿范围、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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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审稿流程和注意事项，并从编辑的视角出

发，针对编辑过程中遇到的稿件常见问题，做

了深入的剖析和讲解，提醒作者撰写论文时应

该注意避免的问题和提升论文水平的要领。 

最后，王建军主编和叶维萍编辑回答了参

会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本次宣讲会在参会代

表的掌声中结束。此次宣讲会的召开，展示了

学报作为传统老牌优秀学术期刊的良好形象，

主编和编辑们与读者、作者和与会者进行了面

对面的交流，提升了作者和读者对学报的好感

度，对学报的良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生理学报》编辑部 

 

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一届全国学术大会会议纪要 

赵永岐，朱玲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学院 北京 100039） 

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第

十一届全国学术大会 10 月 14-16 日在新乡医

学院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应用

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新乡医学院共同承

办。会议特邀中国工程院俞梦孙院士、中国科

学院裴钢院士、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王韵教授出席了会议，以及来自全国极端环

境生理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做大会报告

和专题报告，交流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68 篇，参会人数

约 150 人。 

大会开幕式于 10 月 14 日上午在新乡医学

院第二报告厅举行。首先，新乡医学院校长任

文杰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此次中国生理

学会决定由新乡医学院共同承办应用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全国学术大会，是对新乡

医学院的信任，更是对新乡医学院发展和建设

成就的认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学习

和交流机会。敬请与会学者和嘉宾提出宝贵意

见，为新乡医学院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然后，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裴

钢教授讲话，他简要阐释了生理、病理、药理

和毒理学科之间互为相通、一脉相承的内在联

系，并指出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的不断发展，将

会迎来学科融合交叉发展的春天。他同时对生

理学领域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环境因素下

与心理学密切融合，具有更广阔的研究潜力和

应用前景。最后，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北

京大学医学部王韵教授讲话。王韵教授对中国

生理学会的发展历程、各学科学会分支和所覆

盖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简介，着重介绍了应用生

理学专业委员会自 1985 年成立以来，在对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开幕式后是学术报告环节。报告由范明教

授主持。首先由俞梦孙院士作特邀讲座。他围

绕“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科研思维方法”的主题，

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就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科研工作中的“道”“知”“行”、系统科

学思想和系统工程方法等方面，从哲学、医学

和生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军

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朱玲玲研究员做了

《我国极端环境生理学研究进展》的大会报

告，系统回顾了我国极端环境生理学发展的历

程，并对未来方向提出指导意见，号召同仁从

学术地位、基金项目、人才队伍、研究设施等

多方面关心支持极端环境生理学的发展，再创

辉煌。海军医学研究所方以群研究员介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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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潜水医学技术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建议；中国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徐成丽研究员介

绍了南极冰穹 A 科考人员生理心理变化规律

研究最新成果，重点讨论了科考人员睡眠与神

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相关性；中山大学郭金虎

教授报告了《星辰与大海：特殊环境下生物节

律的变化规律及机制研究》，重点讨论了航天

环境下航天员的生物节律紊乱和生物钟基因

的调控，从诺贝尔奖谈到我国航天员的在轨医

学保障。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陈学群教授重点

阐述低氧损伤-适应的神经内分泌网络机制，

提出了急性低氧反应和损伤中 CRF 和 CRFR1

“开关”作用。厦门大学张家兴教授的报告尝

试从环境和基因角度讨论高原环境脑适应的

机制，借助磁共振的结果，提出基因和环境共

同作用的脑区可能主要是岛叶、视觉皮层和扣

带前回。下午的专题报告也是精彩纷呈，报告

内容涉及航空、航海、深潜，以及高原和热环

境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保障的研究。 

另外，中国应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还召开了

高原及其它极端环境生理医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与会的委员就今后本领域的各学科的发展展开

广泛讨论，增加了彼此了解，强化了学术沟通和

学科融合，达成诸多点对点的合作意向。同时，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现在人才不足，补习建立人才

托举机制，加快优秀学术骨干成长，建议建立青

年委员制度，有助于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为应用

生理学的学科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第 11 届亚太结缔组织学术专题研讨会、第三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大会 

暨北大医学基质生物学国际论坛会议纪要 

付  毅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  100191） 

 

2018 年 11 月 16-20 日，“第 11 届亚洲

及泛太平洋结缔组织学术专题研讨会、第三次

全国基质生物学大会暨北大医学基质生物学

国际论坛”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本

次大会受国际基质生物学会委托，由中国生理

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承办。本

次会议主题为“结缔组织：细胞生命活动的环

境－基础与临床应用”，旨在为国内外研究结

缔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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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

国际交流的平台。大会共有 300 名参会者，包

括 245 名国内代表和 55 名海外代表。海外代

表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英

国、德国、瑞典、芬兰、澳大利亚、比利时、

奥地利、印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及中国

香港和澳门），其中包括国际基质生物学会主

席 Liliana Schaefer 教授、美国基质生物学会前

任主席 Suneel Apte 教授、日本基质生物学学

会主席 Hideto Watanabe 教授及韩国基质生物

学会主席 Eok Soo Oh 教授。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00 大会正式开

幕，开幕式由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现任主委暨大会主席张宏权教授主持。张

宏权教授在欢迎辞中回顾了中国基质生物学

会发展的历程，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筹办过程及

参会情况，特别指出大会为基质研究领域杰出

科学家与青年科研人才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

会与合作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后大

会承办方之一浙江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副院长

余路阳教授作为东道主向参会者展示了江南

水乡杭州的韵味与魅力，并对所有参会者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最后国际基质生物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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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ana Schaefer 教授对此次国际会议的组织工

作和学术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基质生

物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正式进入了学术报告

交流日程。首先由张宏权教授主持大会特邀报

告。来自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的国际整合素信

号转导研究领域的专家 Reinhold Fassler 教授

介绍了 Kindlin 家族在整合素信号转导通路中

的研究进展。接下来近三天半的会议日程中，

围绕基质领域的热点问题分为了 8 个主题论

坛，共 49 特邀报告人，并从投稿摘要中选取

了 5 位学者加入主题论坛。 

大会共接收到投稿 35 篇，为了鼓励基质

生物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会务组从投稿摘要

中选取了 6 位 35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作为优秀

青年学者论坛的报告人展示自己的研究进展。

优秀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大学

刘宝华教授和副主任委员赵强教授主持。口头

报告的 6 位青年学者分别是：军事科学院的

Xiaojie Xu，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

Meng Yang，麻省理工大学的 Chenxi Tian，日

本 Okayama 大学的 Toshitaka Oohashi，北京大

学的李芷晴以及西京医院的 Chao Zheng，他们

分别就软骨发育与疾病、肝硬化、胰腺癌以及

主动脉瘤的细胞外基质相关的病理机制研究

进展进行了汇报。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1：40，大会闭幕。

闭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志刚教授主持。张志

刚教授总结：本次大会报告邀请到了来自世界各

地基质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充分探讨

了基质生物学领域的热点、重点及前沿问题，分

享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新技术以及创新思想，大

会学术氛围温馨活跃，达到了相互学习与借鉴，

促进合作与交流的目的。闭幕式上特别向选拔参

与青年学者论坛的 6 位报告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并从壁报报告中评选出了 6 项“优秀壁报奖”

（一等奖：#26 Changdong Liu, Shanghai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 二等奖：#22 

Juanjuan Sh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5 

Jiang H, PEKING University; 三等奖： #17 

Yongzhen Wei, Nangkai University; #11 Bohee 

Jiang, Ewha Womans University, KOREA; #7 

Yasmene Falah Alanazi,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本次会议加深了各国同行对我国基质生物

学及对北大医学的了解和认识，与会者都表示该

学术研讨会在组织和内容上均为国际一流水准，

大家受益匪浅，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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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成功举办 

第五届学术年会暨“缺氧诱导因子新理论与临床”高峰论坛 

蒲  丹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 100191） 

2018 年 12 月 7-9 日，适逢上海初冬的第

一场雪，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隆

重召开第五届学术年会暨“缺氧诱导因子新理

论与临床”高峰论坛。360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

从事肾脏基础和临床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集聚

一堂，分享和交流肾脏领域的最新进展。 

开幕式由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

员会（以下简称肾脏生理专委会）候任主任委

员、重庆医科大学校长助理阮雄中教授主持。

肾脏生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肾内科主任郝传明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回

顾了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和使命，

随后对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所取得的卓越进

展进行了简单总结，并对委员会未来的发展方

向做了战略部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肾

脏病学前辈林善锬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肾脏生

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快速、成果斐然，也得益于

包括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近

年来紧密合作，蓬勃发展，他对此深表欣慰，

也希望学术同行们今后更加关注基础研究，取

得更大进步。 

随后的学术讲座环节共有 3 个板块，分别

为“机体缺氧适应的机制与临床”、“糖尿病肾

病：从实验室到临床”以及“肾脏转运体：生

理及病理生理”，18 位来自国内外、特邀专家

和委员做了专题报告，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Fibrogen 公 司 的 研 究 副 总 裁 Gail 

Walkinshaw 以《Adaptation to Hypoxia》为题，

介绍了机体对缺氧的适应反应、HIF 的基础知

识、以及 HIF 稳定剂的作用。Vanderbilt 大学的

Mark Koury 教授分别就 Erythropoiesis，对 HIF、

EPO、炎症、铁代谢在 CKD 贫血中的相互作用

以及 CKD 贫血的生理机制以及慢性炎症与贫

血的关系做专题报告。浙江大学的王福俤教授

以生动幽默的形式带领大家进一步认识了微量

元素尤其是铁对机体的影响。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郝传明教授对 HIF-PHI 治疗肾性贫血的

3 期临床研究结果进行了详细介绍。 

中南大学孙林教授介绍了糖尿病肾病在

中国的发病、流行情况做了概括性介绍，并详

细讨论了糖尿病肾病治疗的新进展。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郑丰教授从免疫角度解读

了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东部战区总医院

（原南京军区总医院）蒋松教授从基于肾活检

标本的转录组学大数据入手，探索新型生物标

志物并探讨其致病机制。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张

朝云副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关于酮体代谢与糖

尿病肾病的研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杨俊伟教授进行了关于 SGLT2 抑制剂保护肾

脏具体机制的讲座。 

APSN 主席、香港中文大学 Phillip Li 教授

系统介绍了细菌及线粒体片段在肾脏疾病中

的作用。哈尔滨医科大学谷瑞民教授对肾脏的

离子通道进行了详细讲解。北京大学基础医学

院药理学系杨宝学教授分享了他在尿素通道

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对利尿药物研发的启示。南

方医科大学聂静教授展示了高同型半胱氨酸

作为危险因子对高尿素血症的意义。 

肾脏生理专业专委会的使命之一是关注

青年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因此，年会特意安排

了“青年论坛”和“职业发展”两个环节。“青

年论坛”从投稿的青年学者中遴选了 7 位青年

做了口头报告，以鼓励他们在大型国际会议上

展示自己的研究工作；“职业发展”邀请了中

山大学杨天新教授介绍《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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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金）评审人》，并邀请香港中文大学蓝

辉耀教授、匹兹堡大学刘友华教授介绍了《如

何回答论文审稿人的问题》。 

学术年会期间，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同时

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就 2018 年的工作进行

梳理总结，制定了 2019 年的主要工作内容和

发展规划。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自

2010 年成立至今，保持了团队协作的和谐氛

围，在科学研究、学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

取得巨大进展，为中国生理学会的良性发展贡

献了力量。

 

与会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青年委员合影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纪要 

朱景宁  

（南京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2018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

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

在上海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隆重召开。中国

生理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理事长王韵（兼

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出席会

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

“名词委”）张晖副主任、高素婷高级编审莅

临指导。 

参加会议的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主任和副主任有姚泰（主任）、王建军（执行主

任）、朱大年（执行副主任），委员和学术秘书

有吴博威（细胞生理学部分负责人）、祁金顺、

王中峰（神经生理学部分负责人）、周嘉伟、朱

景宁（兼委员会学术秘书）、陈蕾、林龙年、马

兰、翁旭初、彭聿平、张翼、曹济民、吴国强、

罗自强（呼吸生理学部分负责人）、沈霖霖、陆

名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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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肾脏生理学部分负责人）、曹宇、王卫国、

朱辉、蒋春雷、文允镒（学术秘书）。参会人员

共计 25 人，占应参会人员的 54%。 

会议由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执

行主任王建军教授主持。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

首先致辞，代表学会感谢名词委将生理学名词

审定这一项对我国生理学学科发展具有重大

和深远意义的工作交给学会，感谢姚泰教授、

王建军教授和朱大年教授三位主任和各位委

员四年多来的辛勤工作，特别赞扬三位主任在

名词审定过程中极其认真、细致、严谨、反复

推敲和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并表示学会将继

续支持今后的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名词委张

晖副主任随后致辞，阐述了科学技术名词审定

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中国生理学会的支持和第

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对生理学名词审定的词条定名

工作顺利完成表示热烈祝贺。张晖副主任在他

的致辞中还强调，不仅名词委对生理学名词审

定工作的特别重视，而且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名

词委主任白春礼院士专门就执行主任王建军

教授代表姚泰、王建军、朱大年三位主任提交

的“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科技名词审定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批示并指示组织专家进

行论证，使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完善。 

在王韵理事长和张晖副主任致辞之后，执

行主任王建军教授就本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自 2014 年 8 月 18 日成立以来的工作做了

总结报告。他的报告围绕生理学名词审定的背

景，第二次审定工作中“词条收集和词条定

名”、“词条定义”和“词条定名的复审和定稿”

等过程，以及审定工作的具体情况说明和举例

三个方面展开。王建军教授在报告中说，此次

生理学名词审定的范围涵盖生理学总论、细胞

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血液生理学、心血管生

理学、呼吸生理学、消化和吸收生理学、肾脏

生理学、能量代谢和体温调节、内分泌和生殖

生理学，以及应用、特殊环境和运动生理学共

11 个部分，共计收录词条 2972 个，较第一次

生理学名词审定出版物《生理学名词》（科学

出版社，1989）收录的 1670 个词条增加了 1302

个，增幅达到 43.9%。此次审定新增的词条主

要是随着生理学的学科发展而出现的、比较稳

定和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新名词或者术语，而对

一些文献中虽有显现，但出现频率较低、不够

稳定或未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名词或者术语不

加以收录。另外，此次名词审定还对 1989 年

第一次生理学名词审定时公布的一些词条定

名进行了修订。最后，王建军教授感谢第二届

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各部分负

责人四年来的辛勤劳动和配合，感谢名词委对

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学会

对审定工作的支持。 

审定委员会主任姚泰教授和执行副主任

朱大年教授发言，分享了他们对此次名词审定

工作的深入思考和感悟。高素婷高级编审就名

词审定出版物的体例和技术指标进行了说明。

吴博威、王卫国、文允镒、祁金顺、陆利民、

王中峰、蒋春雷七位教授也相继发言。随后，

委员们就一些词条的定名进行了深入讨论，对

名词审定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最后，会议对此次审定的生理学名词“定

名版”进行了认定和通过。委员们一致认为，

此次的名词审定工作对于中国生理学界规范

使用生理学名词和促进中国生理学的学科发

展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建议学会建立常设机

构，以使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常态化。会议在

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王中

峰教授承办，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主任肖玲负

责会务工作。 

此次会议之后，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

把经过会议认定和通过的生理学名词“定名

版”提交给名词委，经名词委审查和公布之

后，在生理学界、出版界和公众媒体推广使用。 

关于此次生理学名词审定的一些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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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审定工作涉及到的专业和技术问题，

请见本报道的附件“王建军教授关于第二次生

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总结报告”（节选）。              

 

附件：王建军教授关于第二次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总结报告（节选） 

 

一、生理学名词审定的背景和过程，以及

此次会议的任务 

1、生理学名词审定的背景，第二次审定

主要过程的简要回顾 

1989 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前称）公布

由“中国生理学会第一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审定的《生理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89）。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全国科技名词审定

委员会”（以下简称名词委）致函中国生理学

会，提请组建“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并由其开展生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国生理学会暨名词

委在上海召开“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成立大会”，正式启动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 

可见，生理学名词经过第一次审定，到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国生理学会成立“第二届

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为止已经过去 24 年，

而到此次会议之时，已近 30 年。在这 24-30

年间，随着生理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新的生理

学名词或者术语不断出现，国内对新出现的名

词或者术语有翻译的，也有不翻译而直接使用

英文的。在有翻译的名词或者术语当中，有的

翻译得对，也有的翻译不对，也有些翻译不尽

一致，非常混乱。因此，进行第二次生理学名

词审定和对第一次审定的名词进行修订是很

有必要的。 

…… 

3、此次会议的任务 

对经王建军、姚泰和朱大年审定的生理学

名词“定名版”进行认定和通过。 

…… 

二、对此次生理学名词审定的一些情况

汇报 

1、此次生理学名词审定收录的词条数 

总论：63 

细胞生理学：517 

神经生理学：877 

血液生理学：138 

心血管生理学：316 

呼吸生理学：218 

消化和吸收生理学：199 

肾脏生理学：143 

能量代谢和体温调节：112 

内分泌和生殖生理学：278 

应用和运动生理学：111 

共计收录词条：2972 个（第一次生理学名

词审定出版物《生理学名词》收录词条 1670

个，此次审定增加词条 1302 个，增幅 43.9%）。 

2、对此次审定工作的一些情况说明和举例 

1）新增加的词条主要是随着生理学的学

科发展而出现的，且比较稳定和被学界广泛接

受的新名词或者术语，例如： 

extracellular matrix——定名为“细胞外

基质”。 

transcytosis——定名为“穿胞作用”。 

ryanodine receptor——定名为“雷诺丁

受体”。 

calcium spark 和 calcium wave——分别定

名为“钙火花”和“钙波”。 

ghrelin——定名为“促生长激素释放素”。

虽然在此次审定之前，学界对 ghrelin 有数种

不同的中译，但这些中译都存在缺陷。由于

ghrelin 具有促进垂体生长激素释放的作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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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在本质上是一种促激素，故国外学界将

其 定 名 为 ghrelin （ Growth Hormone 

Release-inducing）；同时，ghrelin 中的 ghre 系

借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s）

词源 ghre（意为 grow，生长），又与英文词汇

Growth，Hormone 和 Release 的首字契合。这

样，我们将其定名为“促生长激素释放素”是

合适的。 

2）对一些文献中虽有显现，但出现频率

较低、不够稳定或未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名词或

者术语不加以收录，例如： 

pain matrix——可直译为“痛觉基质”，其

的意思为与痛觉感受生成相关的一些中枢结

构或者神经环路的集合（assemble）。由于其出

现频率较低、不够稳定，而直译为“痛觉基质”

有歧义，故不收录。 

second wind——其实，这是英语中的一个

习语（或成语，idiom），被借用到运动生理学

中，成为一个运动生理学术语。以《牛津英汉

双解词典》为例，该习语的英文释义为“new 

energy that makes you able to continue with 

something that had made you tired”；中文释义

为“恢复的精力，重振的精神，缓过劲来的状

况”。但是，目前在运动生理学中把 second 

wind 翻译为“第二次呼吸”，也就是说把

second翻译为“第二次”，把wind翻译为“呼

吸”，这显然与英语习语 second wind 的意思

完全不符，也很难使人理解该中译在运动生理

学上的意思。其实，在运动生理学中，second 

wind 就是“缓过劲来”的意思。本来，我们想

借此次审定的机会，把这个术语的中文名定

好。我们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和多次讨论，达成

了共识。之后，我们向运动生理学界的同事们

提出了一个建议的定名，但他们觉得难以接

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第二次呼吸”的中

译。鉴于此，我们决定不收录此词条，留待运

动生理学界进行名词审定时，以他们的智慧解

决好这个问题。 

3）对一些已经稳定且被学界广泛使用，

但由于中译名太长、过于复杂，难以找到合适

的简短中译名的名词或术语，暂不收录，例如： 

SNAP、SNAP-25、v-SNARE、t-SNARE 

——这些词条都是以英文缩写形式表现的，为

突触传递过程中一些与突触前分子事件相关

的蛋白质，已经被广泛使用，且被写进了教科

书或者专著。虽然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蛋白质的

化学结构给出相应的中译名，但由于这些中译

名都很长，即便定了中译名，也难以推广使用。

我们久经思索和讨论，觉得难以找到合适的简

短中译名，只好暂不收录。以 SNAP 为例，

SNAP 是 soluble NSF-attachment protein 的缩

写，而其中的 NSF 为 N-ethylaleimide sensitive 

factor 的缩写，中译为“N-乙酰基马来酰胺敏

感因子”，故 soluble NSF-attachment protein

的中译为“可溶性 N-乙酰基马来酰胺敏感因子

结合蛋白”（20 个字）。由此延伸下去，

v-SNARE 中的 v 为 vesicle 的缩写，RE 为

receptor的缩写，故v-SNARE的中译则更加长，

为“囊泡型可溶性 N-乙酰基马来酰胺敏感因

子结合蛋白受体”（25 个字）。另外，与 SNAP

类似的 SNAP-25，也是在突触前囊泡与突触前

膜融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蛋白质，但

其与 SNAP 不是同一个物质，为 25-KD 

synaptosomal-associated protein 的缩写，中译可

为“25-千道尔顿突触体结合蛋白”。类似的，

还有 NMDA、AMPA 等，均不收录了。 

4）对第一版一些词条的定名进行了修订，

例如： 

natriuretic peptide——修订为“利尿钠肽”，

废“钠尿肽”，原因是：与正常的尿液中原本没

有葡萄糖（如果有了葡萄糖，这尿液就称为“糖

尿”）不同，尿液中原本就有钠，natriuretic 

peptide 的作用是使得钠的排出增多，而不是使

原本没有钠的尿液出现钠，使尿液成为“钠尿”。

对与其相关的词条，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renal natriuretic peptide、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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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atriuretic peptide receptor，分别相应地修订

为“心房利尿钠肽”、“肾利尿钠肽”、“脑利尿

钠肽”和“利尿钠肽受体”。 

generator potential——定名为“发生器电

位”，废“启动电位”。 

instrumental conditioned reflex——定名为

“工具式条件反射”，而非“操作式条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ed reflex）”。 

5）对一些修订了的词条以又称的形式保

留了原第一版的定名，例如： 

receptor antagonist——定名为“受体对抗

剂”，但依据约定俗成，保留“受体拮抗剂”

为又称，对相关的词条做了相应的修订。 

antagonism——定名为“对抗作用”，保

留“拮抗作用”的又称。 

antagonistic muscle—— 定名为“对抗

肌”，保留“拮抗肌”的又称。 

6）甄别和规范了一些词条定名的汉字使

用，例如： 

“黏”和“粘”—— “黏（nian，二声）”

是形容词，表示糨糊、胶水等具有的使物质相

连的性质，“粘（zhan，一声）”是动词，指

依靠黏性的糨糊或胶水把东西相互粘合。“黏”

和“粘”的误用有历史原因。1965 年《第一批

异体字整理表》颁布实施，“黏”作为“粘”

的异体字被废除，“粘”因此“身兼二职”，

既表“粘”的意思，也表“黏”的含义，但

1988 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将“黏”

恢复使用。因此，在此次审定中，我们把 cell 

adhesion molecule 定名为“细胞黏合分子”，而

非“细胞粘合分子”。同时，我们也对其他涉

及“黏”和“粘”的词条做了规范化定名。 

“耦联”和“偶联”——将 excitation- 

contraction coupling 定名为“兴奋-收缩耦联”，

我们第一次生理学名词审定时是正确的定名，但

现在许多教科书、专著或者研究论文使用“兴奋

-收缩偶联”。为此，此次审定重申了我们生理

学名词审定的正确定名，以正视听。同理，将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定名为“G 蛋白耦联受

体”，而非“G 蛋白偶联受体”。 

7）对以 后 -in 结尾的词条，除已经被

广泛接受或者“约定俗成”的定名之外，一般

定名为“**素”，例如： 

leptin——由于 leptin 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一种由脂肪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激素），有先期

完成了名词审定工作的学科将其定名为“瘦蛋

白”，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定名不妥，原因是从英

文原词 leptin 看不出其是一个蛋白质。事实上，

leptin 这一英文名来源于希腊语的 leptos（意为

“瘦”、“苗条”），与英文后 -in（素）一起

完成构词，故我们将其定名为“瘦素”。 

orexin——英文名来源于希腊语的 orexis

（意为“食欲”），与英文后 -in（素）一起

完成构词。由于 orexin 是一种由下丘脑外侧区

和穹隆周区神经元分泌的神经肽类递质，作用

于中枢某些摄食相关脑区神经元之后可提高

食欲和促进摄食，故定名为“促食欲素”。 

myosin、actin、tropomyosin 和 troponin——

这些词条的中译名“肌球蛋白”、“肌动蛋白”、

“原肌球蛋白”和“肌钙蛋白”已经被学界

广泛接受而约定俗成了，故不做修订。 

8）对一些难以以化学名或者意译定名的

词条，采用了音译，例如： 

apelin——定名为“艾帕素”。 

salusin——定名为“萨芦素”。 

pendrin——定名为“彭德莱素”。 

9）对一些目前存在不同中译的词条做了

规范化定名，例如： 

cotransporter——根据其的功能是可以同向

或反向同时转运两种物质，而前 -co 的意思是

“共同”，故将其定名为“共转运体”，而非某

些中文书籍或文献使用的“同向转运体”。 

10）对一些第一版定名不妥或者被学界废

弃词条，以“曾称”表示了否定，例如：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定名为“瞬

时受体电位”。同时，指出其的曾称是“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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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器电位”，即否定了“瞬时感受器电位”之

中译名。 

erythrocyte 和 red blood cell——定名为

“红细胞”。同时，指出其曾称为“红血球”。 

hematocrit——定名为“血细胞比容”。同

时，指出其曾称为“红细胞压积”。 

11）以外国人名命名的词条依据官方译名

（新华社译名室：《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

“名从主人”原则对词条定名，但对以人名命

名的疾病名称，如果是以发现者的姓氏命名的

（而不是以病人的姓氏命名的），或者是以两

个音节以上的人名命名的，都根据国外现有的

习惯做法，在姓氏最后不加“’s”，中译定

名不在人名后加“氏”字，例如： 

Nernst equation——定名为“能斯特方

程”，而非“能斯特氏方程”。 

Goldman equation——定名为“戈德曼

方程”。 

Heidenhain pouch——定名为“海登海因

小胃”，并指出其曾称为“海登汉小胃”，以

示废除此定名。 

Parkinson disease——定名为“帕金森

病”。在英文原词的人名 Parkinson 后不加

“’s”（但由于一些国外作者目前还使用

Parkinson’s disease，故对此词条的处理是依然

将 Parkinson’s disease 作为英文原词中给出）。 

Wada test——根据对日本人名直接使用汉

字表示，不以其英文译名的发音定名的原则，将

其定名为“和田测试”，而非“韦达测试”。 

12）对某些格式和特殊处理的说明： 

a）方括号内的文字可以省略，圆括号内的

文字是对词条的又称给出的英文原词，例如： 

voltage-gated [ion] channel 和电压门控

[离子]通道——方括号“[ ]”中的“ion”和

“离子”是可以省略的，故此词条的英文写成

“voltage-gated ion channel”和“voltage-gated 

channel”都是可以的，而其的中译名写成“电

压门控[离子]通道”和“电压门控通道”也都

是可以的。 

aldosterone-induced protein—— 定 名 为

“醛固酮诱导[的]蛋白”，因为在英文原词中

的“-induced”是“诱导的”的意思，而方括

号中的“的”其实是不可以省略的，但考虑到已

经约定俗成，对其加上方括号，规定没有“的”

也是可以的。 

glomerular capillary pressure——定名为

“肾小球毛细血管[血]压”，即方括号内的

“血”可以省略。 

载体（carrier）——carrier 是 transporter

的又称。在 transporter 词条中，transporter 定

名为“转运体”。同时，将“载体”作为“转

运体”的又称给出，而圆括号“（）”中的

“carrier”是“载体”的英文原词。 

b）对英文原词有两个含义，但两个含义

的中译名不能互为又称的词条以分列为两个

词条处理，例如： 

pulmonary ventilation—— 英 文 原 词

ventilation 同时具有“通气”和“通气量”两种

意思，但“通气”和“通气量”不是一回事，两

者不能互为又称，且名词委规定不能将两个不能

互为又称的中文定名在同一个词条中出现，故将

其分列为两个词条，分别定名为“肺通气”和

“肺通气量”。同理，pulmonary elastic recoil

有“肺弹性回缩”和“肺弹性回缩力”两个不

能互为又称的中文定名，亦分列为两个词条。 

三、致谢 

感谢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全

体委员和各部分负责人四年来的辛勤劳动和

配合。 

感谢姚泰教授和朱大年教授对此次生理

学名词审定工作巨大贡献。 

感谢名词委对生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指

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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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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采集系统。 
YP200 型压力换能器，（免定标）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离体血管环用）、液体表面张力测量等。 
量程：0-1g、0-2g、0-3g、0-5g、0-10g，输出：20~30mv/6v/g  分辨率：1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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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g   0-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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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拉力换能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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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尾压阻断套，12 毫米，1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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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与地址：100026  北京市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话：（010）85985769    （010）85987769（传真）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邮箱：http://mail.yan85985769@sina.com  13701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