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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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长为主编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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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种医学思想下探索我国药理学的道路 

周金黄 

药理学是古老

的科学，又是新兴

的科学。我从开始

工作之日起，就碰

到选择药理学道路

的问题：是现代药

理学？还是祖国医

学的药理学？半个

世纪来，思想上的

起伏，工作中的矛

盾，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仍在探索中。

总结历程，虽无建树，却有信念。 

我们有责任把我国古老的医药学的优秀

传统哲理与现代医药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中

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药理学，它将为 21 世纪国际药理学的发展做

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 

一、中国生理学与现代药理学 

20 世纪初，闪耀着神经生理与神经药理相

互促进的新局面，奠定了现代药理学的基独，

使它从经典药物学和经验治疗学分出来，成为

独立的新学科。英国 H. H. Dale 和美国 J. J. 

Abel 是 20 世纪药理学的莫基人。从此，国际

上的生理学大会（congress）就以生理学、生

物化学、药理学三结合的形式召开。 

我国生理学会成立于 1926 年，创始人为

当代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物化学家吴宪。

不久，蔡翘和朱恒壁相继参加，共同主编《中

国生理学杂志》，刊登生理学、生物化学、药

理学与营养学研究论文。这个具有旺盛活力的

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生理科学的基础，我国现

代药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生理学的早期研究十分重视中国人

的生理特点，这反映在它出版的早期论文中刊

登大量有关中国人的生理正常值的调查与分

析。1928 年当我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的

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时，生物化学教授林国镐

当时正在研究荤食与素食对营养与寿命的影

响，派同学易见龙和我去浙江宁波的著名寺庙

调查僧人的食谱与营养的关系。由此，我们在

青年学生时期就被带进生理学领域。此后，易

见龙在蔡翘老师领导下长期从事生理学研究。

我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在药理学科参

加生理药理研究。 

陈克恢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协和医学院

药理科工作（1924 年—1926 年），亲自从市售

麻黄提得麻黄碱，并在药理实验中发现它具有

拟肾上腺素作用，引起了国际上对中药的重

视。陈氏一人兼有植物化学与实验药理学知

识，在短期内完成了从中药原料提纯、通过药

理实验和临床试用的全部工作，成为研究中药

的经典模板。 

我国著名植物化学家赵承瑕从法国留学归

国后，也在协和医学院药理科（1927 年—1931

年）提取多种中药的生物碱纯品。由于实验药理

学未能配合上，中药药理研究未见突出进展。 

生理学家 

周金黄 
（1909 年-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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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 H. B. Van Dyke

（万代克）来华主持协和药理科，全部阵容更

换，切断了中药研究。他从事脑垂体前叶生物

活性肽类的生理药理与生物化学作用的研究。

我本以为可以研究中药，曾提出申请，但没有

我的选择余地。 

1933 年—1937 年间，在他领导和安排下，

我参加了探索垂体前叶各种活性成分的生理、

生物化学和药理作用，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除了测定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

素的作用外，我还尝试了抗促甲状腺激素的免

疫反应。在教授的严格要求下，我在神经内分

泌的生理生物化学新领域中得到的训练，比我

做出的成绩，对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更为重

要。我们这个集体都比较年径，教授也仅四十

岁。他日夜工作，于 1938 年在美国出版了他

写的《脑垂体腺的生理学与药理学》一书。这

个美国教授对中国药理学的发展漠不关心，我

并不认为我研究的课题是药理学。在聘约期满

后我便辞去了工作。在林可胜的鼓励下，我随

生理学教授林树模去广州新筹建的孙逸仙医

学院，开始探索中国药理学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1937 年—1946 年）开展

实脸研究是极端困难的。这时我已结婚，接连

有了儿女，生活负担十分沉重。我们辗转于云

贵高原，先后在贵阳、昆明停留，1942 年终于

接到蔡翘老师召唤，来到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

参加药理学教学。我提出研究神经药理学有关

胆碱能反应的课题，承蔡师充分支持，得到邱

琼云等的配合，逐步阐明吗啡的外周神经效

应，如心血管药理反应，肠运动反应，血糖升

高反应等是通过兴奋迷走神经引起的，在切断

隔下迷走神经后，上述吗啡效应就不出现了。

当时，由北平日寇占领下南来的金荫昌与我合

作，研究四川“趴病”的毒理学，证明临床出

现暂时性外周神经瘫痪与呼吸抑制等症状与

食盐中钡离子中毒关系密切，用氯化钾治疗即

可解除中毒症状。 

当时成都是国内医学院校较集中之地，有

中央、华西、齐晋三大学医学院分布于城南北

二处。蔡翘教授团结成都生理、药理工作者，

每季召开一次学术报告会，气氛活获。在北平

沦陷后，中国生理学会被迫停止活动，《中国

生理学杂志》亦停刊了，活跃在西南战火后方

的生理学同仁，把学会的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继续编印《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期刊，这

在现代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年代，生活之艰难不难想像；但

是，我们在蔡翘教授领导下组成为一个高度学

术民主、思想作风颇为融洽的集体，给我们带

来了精神上的温暖。生理学方面有强大的阵

容：有徐丰彦、朱壬葆、吴襄、宋少章、程治

平等。我们从事药理学的少数人在此集体中感

到分外温暖。在那艰苦岁月里，我们庆幸能继

续从事自己选择的道路。 

回忆往事，不能不提到中国生理学的英国

友人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他在抗

日战争中（1944 年）来到成都，做了一系列的

学术讲座，颂扬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的高度

发展。一位以生物化学为专长的外国学者，对

中国科学文化，包括中国医学、药学、炼丹术

等的发展史，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在当时几乎

处在与外界隔绝的桎梏中，他那生动流畅的报

告深深地吸引了我。为了中英文化交流，我支

持我的主要助手邱琼云女士接受他的聘请去

重庆工作。四十年来，李约瑟多次来华访问，

是一位主持正义的科学文化人，对中国人民有

着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家乡湖北武汉

市，为鼓动武汉大学创建医学院而奔走。1946

年夏，我刚 37 岁，内心有一股强烈动力，认

为日寇已除，正是我们重建大好河山之日，自

告奋勇，奔赴珞珈山武汉大学，求见我在长沙

雅礼大学的老师桂质廷博士。当时武汉大学由

四川返回不久，百废待兴，他任大学理学院长，

对校长周盨生先生进言往往奏效。1947 年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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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了，医院也开诊了。我们的目标是办一

所新型医学院，使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渗

透，在医院里建立基础医学研究室，尤其要发

展临床药理学，使中国医学教育史上脱离临床

的药理学回到临床医学中去，成为基础与临床

医学相结合的枢纽。 

当时国家多难，内战再起，武汉大学医学

院还得按老模式进行，我的设想在战火中消失

了。三十年后，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临床药理

学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医学院和医

院里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我国药理学得到

空前发展。 

二、祖国医学与中药药理学 

全国解放后，我回到北京，在协和医学院

开始探索中药药理学。至今我仍怀念朱颜老中

医之助，当时他从西医学院毕业来协和进修。

我们共同开展了人参、五味子等中药对神经系

统和内分泌系统作用的研究。参加工作的有雷

海鹏、景厚德、王振纲、张学敏、孙亦彬、贾

永和、郑可耀、左箴等。初步证明人参具有多

方面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效应，如增强大脑皮

层高级神经活动条件反射，提高抗疲劳能力，

调节血糖水平，缓解实脸性糖尿病等。朱颜为

我们研究室师生开设中医理论课、中药学、中

医经典著作等专业课。由于我们难以避免西医

先入为主的思想去套解中医学说，又无中医临

诊实践来提高感性认识，我们未能探索出用中

医思想研究中药药理的实验方法和思路。早期

的陈克恢、赵承瑕等开创的植物化学药理学研

究成就，仍在我们思想中起模板作用。 

1956 年医学院体制改革，朱颜和我相继调

离工作。他在新单位得不到药理学的支援，最

后归队到老中医临诊工作中去。我在军事医学

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又回到神经药理毒理

领域中去开展工作。我们在协和建立约五年之

久的中药药理研究组的人员分散，工作中断。 

十年动乱否定了一切。我于1969年—1971

年间先后随医疗队去辽宁省盖县和山西省太

行山区夏县巡回工作。在那里，我深深感到广

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突出，农民又非常信赖

中医，对我们搞医药的人格外热情。下乡前我

们学会简单的针刺疗法，随身带去几本中医药

临诊手册。我当时年过六旬，队员亲热地叫我

“老周”，求医的农民尊称我“老中医”，我甚

感胆怯内咎，但又不敢过分推辞。在全队同志

的鼓励下，几周之后，逐渐增加信心，有时也

似乎“得心应手”，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乡

人相互转告，有从几十里外用板车送来的严重

心脏病患者求医，幸我队有心脏病西医专家多

次为我们解围。 

我回京后，研究中医中药的信念再度复

燃，下定决心，甘当小学生，从头学起，从中

医理论入门，从中医临诊实习下手。 

在农村，穴位针刺的奇效使我这个对神经

生理药理有点基础的人发出内心的惊叹：为什

么如此简易速效的疗法，一千多年前在我国就

达到如此高峰？我们的祖先在缺少神经生理

解剖学的知识下是怎样发展了具有相当科学

系统性的经络学说？这些联想使我认识到，我

们祖先善于从实际生活中的大量客观现象上

升为系统性理论（不完全准确是可以理解的），

并以此指导生活实践。经络学说在发现神经系

统学说一千年前出现，应当看成是中国医学在

神经生理学方面的伟大创举。现代神经生理学

的研究，如北京韩济生、上海张香桐等，充分

证实两者的联系性，使我国古代针刺经络现象

在结合现代生物医学中获得新的高度和深入

发展。 

中药现代药理学应如何研究呢？以上联

想给我启发：应首先结合临床，观察药效；其

次以中医阴阳、气血、脏象学说的合理核心为

指导，分析药效；同时配合现代植物化学分离

提取过程，建立新的药理实验方法，以阐明中

药的作用。 

1973 年在中医临诊实习期间，有一病案经

中药治疗得到“奇效”，使我难忘。一位 2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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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妇女，因极度贫血来京求医，经成都著名医

院诊断为地中海贫血，曾多次输血，疗效不突

出。初诊时，面色黄肿，气短无力，步履维艰，

中医辩证：气血两虚。老师授意投以十全大补

汤加减。两周即见初效，一月显效，又经首都

医院血液科确诊为海洋性贫血，继续按原方服

药，三月疗程中多次血象检查，红细胞、血红

素明显上升，行动有力，思维有神，与前判若

两人。 

为什么补气补血中药有如此奇效？方中

无一味珍品，均为常用中药。黄芪、党参、当

归、芍药、熟地、川芎、甘草等近年已有多方

面研究，虽证明作用广泛，但尚不足以解释此

“奇案”的疗效。我以为按中医气血、阴阳学

说，结合现代血液病学研究中药药理，是亟待

开发的医药学领域；单味药与经典方剂应交叉

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利于中药研究，也可加深

对现代血液病的中药治疗的认识。 

我对补益药，尤其是补气药甚感兴趣。中

医补益一词与西医的营养补品或调味剂

（tonics, flavoring tonics）属两种性质概念。补

气药在西医词汇中根本不存在，而在中医是不

可缺少的一大类基础药物。我们在五十年代研

究人参时，还未意识到补气药在中医理论中的

突出地位。中医的“气”，涵意之广可容阴阳

万象，可简略为维持机体正常功能的物质原

素，与现代科学的“能量”相仿。我曾建议，

创一新字“energen”表示中医“正气”，来源

于希腊文 energeia（能量）一词。编写我国药

理学教材似应开碎“补气药”（energenics，

energenic drugs）的新篇章。 

人参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药商的广泛兴

趣，但更为常用的党参、黄芪尚未受到应有的

重视。我们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筹建中药研

究室时开展党参的植物化学与药理研究。当时

有刘干中、蔡定国、王英贞、邵森、陈国志等

相互配合，发现其粗取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下

丘脑、垂体具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作用，促

进消化道功能，以及对免疫系统具有提高吞噬

细胞的活力等效应。 

当这一研究集体满怀信心地深入研究之

际，在一股“中医不科学”的巨大逆流下，这

个初具规模的研究室被迫解散。某些科学家的

无知使我们对中药药理研究再次中断。 

阻力激发我们，团结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共

同前进。1980 年以来，在全国各中医学院药理

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编辑了第一部具有中药

药理学篇章的药理学教科书，在安徽科技出版

社任弘毅的支持下，于 1982 年出版，1984 年

再版。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条件，

开展了有关中药药理研究。1984 年 9 月中国药

理学会已正式成立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把我

们的水平提到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高度。 

三、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中央号召下，我

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脱产学习中医的西医师。

三十年来他们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祖国

医学的主力，为中医药现代化做出显著贡献。

1981 年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我被聘选为

顾问。在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中，思想上得到

升华，认定探索中药药理的途径应以中西医结

合为指导思想。 

中国生理科学会于 1978 年恢复学术活动

后，中国药理学会于次年成立，受生理科学会

的领导。鉴于国际药理学近年出现了新兴的与

边缘的各学科分支，我们在迎头赶上的迫切要

求下，还必须发挥我国药理学的特色。为了适

应这新的形势，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就更

应反复强调与宣传。 

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生理科

学的研究出现了三大高峰：神经系统、内分泌

系统、免疫调节系统。这三大功能调节系统相

辅相成，其整合作用维持着机体内外统一的高

度动态平衡。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象学说是

从人体与宇宙相应的哲学思想高度来描绘这

个精微的整合体系的。时代相距几千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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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与文字中的词汇各有时代的特征。近年

来我们和国内许多学者的工作都提示：补益

药，补气药如人参、党参、黄芪等的调益作用

或调节气血的作用或补脾肾的作用，是通过神

经、激素、免疫三者的整合协调而体现的。这

表明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理医学相结合，就可以

使中药药理学出现宏观与微观相一致的新局面。 

免疫学与药理学结合成免疫药理学，在国

际上尚属晨霞初露，1980 年举行首届国际学术

会议。我国中药药理研究也向免疫药理学开

展，自 1982 年在中国药理学会下成立了全国

抗炎免疫药理专业委员会以来，发展形势喜

人。中医药的扶正固本治则，从免疫药理学得

到新的证实。几年来，我的几名研究生在这方

面已取得了进展。 

回顾半世纪探索我国药理学的道路，我庆

幸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正处在科学文化与哲学

思想变革的历史时代。在青年时期即得到我国已

故的和健在的著名的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药

理学家启蒙老师的教悔；他们建立了中国生理科

学，他们的远见和毅力鼓励我在逆境中向自己选

择的方向前进。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中国生理科学

界师长与学生的勉励，在日渐壮大的药理学行列

中与他们并肩前进。在晚年得到中西医结合思想

的激励，追随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组成的队伍，

继续探索中国药理学的道路。我深信，古老的

中药学与现代药理学相结合的前景将是无限

光明的。 

本文曾刊载在《生理科学进展》1985 第

16 卷第 1 期。 

杂志编者按：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周金

黄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药理学家。他在我

国药理学的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有

重要贡献。他曾担任《生理科学进展》主编，

成绩卓著。他在中国生理科学会的发展中，也

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他主张应用现代药

理学技术整理发扬中药药理并进行了很大的

努力。 

 

 

 

 

延边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学科 

 
一、概述 

延边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始建于 1948 年

10 月，1986 年 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生

理学科为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2000 年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87

年被评为吉林省高校先进实验室；1994 年 11

月被吉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为吉林省重点学

科；2004 年被吉林省卫生厅批准为“吉林省重

点实验室－神经生物学实验室”。2002 年生理

学教研室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合并，成为延边

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2002

年和2005年被列为国家“211工程”第一期和第

二期延边大学重点建设主干学科。2010 年以生

理学科为核心成立了“延边大学细胞功能研究

中心”。已具备了现代化的生物电检测、细胞

与分子生物学实验设备，可以基本满足教学与

科学研究需要。2015 年研究中心被吉林省教育

厅评为《吉林省细胞功能与药理重点实验室》，

2019 年研究中心更名为“脑科学研究中心”。主

要承担博士生、硕士生、全日制本科生、成人

教育和留学生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二、单位介绍 

1. 人员组成 

延边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共有教师13人，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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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 人；其中

硕士以上学历达到 100%，具有博士学位的 11

人，且皆有在日本、韩国等国外博士后工作经

历。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 

2. 教学情况 

本学科承担医学院、药学院和护理学院的

8 个专业的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学和研究生

的教学任务，创建以来共完成了约 6 万多学时

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医学人才万余

名。本学科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发表近 30 篇的教学论文，曾被评为“吉林省普

通高校先进实验室”、“吉林省教委优秀课程”，

并获得了“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3. 科研情况 

（1）研究方向：本学科现有神经生理学、

细胞生理学、循环生理学和感觉生理学等 4 个

研究方向。 

神经生理学：主要应用在体膜片钳和分子

生物学等多种技术手段研究：①小脑环路及突

触可塑性；②感觉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传

递与整合机制；③下丘脑室旁核参与正常心血

管反射调节和应激性心血管活动调节的机制；

④海马参与学习记忆活动的神经化学机制。 

细胞生理学：主要应用在体膜片钳和分子

生物学等多种技术手段研究细胞活动的离子

通道、分子及信号转导机制。 

循环生理学：主要研究和探讨环磷酸腺

苷、环磷酸鸟苷及钙离子等第二信使对心血管

内分泌功能的调控作用；磷酸二酯酶及其亚类

型参与心血管内分泌功能的调节效应；部分心

脏激素对心血管功能的反馈效应；研发治疗心

衰的新型药物，并与韩国全北大学校医科大学

合作首次探索出“实时评价细胞内环磷酸腺

苷、环磷酸鸟苷代谢变化的实验方法”。 

感觉生理学：主要研究急性低血压影响前

庭功能的中枢化学及其受体机制；前庭代偿与

前庭神经核内部分神经递质的关系；前庭系统

对体循环血压调节的影响。 

（2）学术带头人简介：邱德来，男，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 年 3 月在日本宫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

位，并荣获 2004 年度中国国家优秀留学生奖

学金，2005 年 11 月-2009 年 9 月在日本理化

学研究所脑科学研究中心（ Riken, Brain 

Science Institution, Japan）做研究员， 2009 年

延边大学以第三层次人才引进。现任延边大学

脑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延边大学医学院生理学

学科主任。吉林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吉林

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长白

山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生理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生理学会疼痛转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神经学会理事、中国神经学会感觉与运动分

会委员、吉林省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细

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多家 SCI 期刊编委和审

稿人。邱德来教授主要从事生理学和病理生理

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下丘脑神经内分泌、神

经突触可塑性以及小脑皮层神经元信息传递

与整合机制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主要

研究成果包括：揭示了新型肽类物质神经介

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尿皮素 III

对对大鼠下丘脑室旁核特异神经元调节的突

触机制，为应激性损伤及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

一定的实验依据；阐明了小脑平行纤维突触前

长时程压抑的诱发条件及其机制,为揭示运动

学习机制提出了新观点；应用在体膜片钳技术

研究了小鼠小脑皮层神经元对感觉刺激反应

的突触机制, 提出了“抑制控制浦肯野细胞传

递感觉信息”这一向传统理论挑战的新观点。

邱德来教授共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其中第

一作者 7 篇，通讯作者 39 篇，多次参加美国、

欧洲和日本神经科学大会。获得四项国家自然

科学地区基金和一项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重点专项，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

项，吉林省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 项；获得三

项新型实用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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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J Neurosci，Eur J Pharmacology，Eur J 

Neurosci.，Front Cell Neurosci.等国际期刊上。 

（3）科研平台：本学科现有在体、离体多

功能膜片钳实验室、生物活性物质微量分析实验

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与分子影像学实验

室、器官灌流实验室、循环实验室、实验动物室、

行为药理学实验室和设备开发综合实验室近

800 多平方米的实验室。拥有在体膜片钳实验台

（3 套）、离体膜片钳实验台（2 套）、脑部微量

透析系统（2 套）以及行走障碍分析仪、转棒仪、

红外旷场和震动切片机等先进设备，为研究生和

本科生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国际学术交流：近 5 年来邀请国外

学者讲学 30 余人次。承办中国生理学会、东

三省生理学会、病理生理学教材编写会、知名

学者讲坛及青年科学家论坛等 13 次，参加国

际性学术会议 15 人次，国内会议参加人数 83

人次。 

三、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业绩 

本学科为第三批硕士学位授予权点，目前

已发展成为博士授予权单位。截止 2019 年，

已培养博士毕业生 49 名，硕士 155 名；现在

读硕士生 25 名和在读博士生 20 名。近五年，

主持国际科技合作重点研发专项 1 项、国家自

然科学地区基金 25 项，科研经费合计 1362.8

万元；在国内外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130 篇，

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 52 篇；获吉林省科学技

术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2 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学

术成果二等奖 1 项，授权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5 项，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共 1 项。

 

延边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合影 

 



 

 140 

  

 

基于微小 RNA 防治心力衰竭 

肖俊杰 

一、作者简介 

肖俊杰，上海

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院长，上海

大学心血管研究

所所长，心脏再

生与衰老实验室

主任，教授。代

表性论文发表在

Nat Commun 、

Cell Metab 、

Circulation、Annu 

Rev Genomics 等杂志。担任 J Cardiovasc 

Transl Res 杂志副主编，BMC Med、Cell 

Transplant、J Thorac Dis 和 Biomed Environ Sci

杂志编委。担任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国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理事、医促会

精准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病理

生理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国际心

脏研究会（ISHR）中国分会青年委员、国际

心脏研究会中国转化医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中

国老年学会衰老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委员、中

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围术期基础与转化医学

分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专业

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生理学会理事、上海细胞

生物学学会委员。目前正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自然基

金 3 项、上海市教委重大创新项目 1 项，获得

2016 年度上海人才发展资金资助，是上海市青

年岗位能手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心力衰竭

的综合干预和风险预警策略。 

二、作者系列工作介绍 

我们主要的研究领域是非编码 RNA 与心

力衰竭。主要从以下二个角度探索新的治疗心

力衰竭的方法：一是病理性心肌肥厚，它常常

伴有心脏纤维化，可以导致心力衰竭，因此我

们抑制它的相关靶点治疗心力衰竭。二是生理

性心肌肥厚，常见于运动，对于心力衰竭具有

保护效应，因此我们增强它的相关靶点治疗心

力衰竭。此外，心力衰竭是一种综合征，往往

伴有肌肉萎缩，肌肉萎缩严重影响了心力衰竭

患者的预后。因此，对于肌肉萎缩的治疗也尤

为重要。综上，我们主要从生理性心肌肥厚、

心脏纤维化以及肌肉萎缩三个角度，全面的探

索防治心力衰竭的新方法。 

微小 RNA 广泛参与各种生理病理过程，

已有一些微小 RNA 被报道与病理性心肌肥厚

相关，但是我们的工作主要关注于微小 RNA

是否能够参与调控生理性心肌肥厚，是否能够

参与调控心脏纤维化，以及它们是否能够作为

干预心力衰竭的靶点。 

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从生理性心肌

肥厚出发，筛选出了调控生理性心肌肥厚的微

小 RNA，揭示了它们在防治心力衰竭中的作

用。前期，我们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研究说明

运动可以升高 miR-222，下调它的靶基因即

p27、HMBOX1、HIPK1/2，导致生理性心肌

肥厚的发生。增加 miR-222 可以防治病理性心

室重构。我们的研究鉴定出 miR-222 导致生理

性心肌肥厚的下游分子，也提出了干预生理性

心肌肥厚的关键微小 RNA 是防治心力衰竭的

新策略。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所应用的

miR-222 的心脏特异性过表达小鼠本身并没有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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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生理性心肌肥厚，说明一定有其他的微小

RNA 起了效应。 

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miR-17-3p 也

参与了生理性心肌肥厚，并可以保护心力衰

竭。我们检测了 miR-17-92 家族成员及其所有

的 passenger RNA 成员，发现 miR-17-3p 在游

泳和跑步所导致的生理性心肌肥厚中一致性

的增加，且它的增加特异性地发生在心肌细

胞，它在病理性心肌肥厚和人的扩张性心肌样

本中下降。miR-17-3p 具有促进心肌细胞肥大、

增殖以及抵抗氧葡萄糖剥夺-再恢复（OGDR）

所致心肌细胞凋亡的效应。我们通过荧光素酶

实验、免疫印迹法以及细胞水平的功能挽救实

验鉴定出 TIMP3 是 miR-17-3p 的一个靶基因，

发现 TIMP3 的下调主要介导了 miR-17-3p 的

促进心肌细胞增殖的效应。增加 miR-17-3p 可

以激活 EGFR/JNK/SP-1，抑制这些信号通路可

以抑制 TIMP3 敲减所致的心肌细胞的增殖，

说明 TIMP3 敲减是通过激活 EGFR/JNK/SP-1

促进心肌细胞的增殖。我们也进一步探索了

miR-17-3p 如何促进心肌细胞肥大，发现

miR-17-3p 可以下调 PTEN，激活 AKT，功能

挽救实验证实 PTEN 介导了 miR-17-3p 的促心

肌细胞肥大的效应。在动物整体水平上，我们

采取尾静脉注射 miR-17-3p 的抑制剂，然后对

小鼠进行游泳训练，发现抑制 miR-17-3p 后，

小鼠心肌肥厚的程度显著减轻，此外 WGA 染

色显示心肌细胞的面积被减小，EdU 和 PHH3

染色也显示了心肌细胞增殖的减少。我们采用

尾 静 脉 注 射 miR-17-3p 的 agomir 增 加

miR-17-3p，发现它对于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

的心室重构具有保护效应，包括更好地维持心

功能、减少心肌细胞凋亡、减轻心脏纤维化。

因此，运动可以增加 miR-17-3p，抑制 TIMP3，

激活 EGFR/JNK/SP-1，以及抑制 PTEN，激活

AKT，导致生理性心肌肥厚。增加 miR-17-3p

可以抑制病理性心肌重构。我们的研究鉴定出

了 miR-17-3p 导致生理性心肌肥厚的下游分

子，为心力衰竭的防治提供了一个新的靶点。 

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从心脏纤维化的

角度筛选出了一个多种病因所致心脏纤维化中

的一个共同变化的微小 RNA 即 miR-433。我们

首先对于心肌梗死后的心室重构模型进行了芯

片的检测，发现 miR-433 显著升高，进一步采用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发现它在心肌梗死后的心室

重构、阿霉素诱导的心肌病和人的扩张性的心肌

样本中都显著增加。在细胞水平，我们发现，无

论是 TGF-β刺激还是血管紧张素Ⅱ刺激后，

miR-433 的表达量都显著升高。此外，miR-433

高表达于成纤维细胞，在心肌细胞上增加它的表

达量后，一系列与心肌细胞病理性肥厚相关的标

志都没有显著的变化，说明 miR-433 确实是在成

纤维细胞上起效。 

心脏纤维化主要是一个心脏成纤维细胞

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增加

miR-433 可以促进心脏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

细胞的转化，主要体现在 EdU 阳性细胞数的

增加、αSMA 荧光强度的增强以及一系列与

胶原合成相关的基因表达的增加。反之，在

TGF-β和血管紧张素Ⅱ刺激之下，抑制

miR-433 可以减少 EdU 阳性细胞数、降低α

SMA 荧光强度，说明抑制 miR-433 可以抑制

TGF-β和血管紧张素Ⅱ所导致的心脏成纤维

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我们在动物整体水

平抑制 miR-433，进行心梗手术，发现可以更

好的维持心脏的功能，减少心脏纤维化，且这

种功能的改善并不是因为最初梗死面积的减

少，说明 miR-433 主要在重构期发挥作用。对

于组织切片的免疫荧光染色结果也证实，抑制

miR-433 可以抑制心脏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

细胞的转化。 

我们也鉴定出 AZIN1 是 miR-433 的一个

靶基因，发现干预 miR-433 可以负向调控

AZIN1 的表达。在增加 miR-433 的基础上同时

增加 AZIN1，可以部分逆转 miR-433 所致的心

脏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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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IN1 是它的一个靶基因。进一步研究发现抑

制 AZIN1 可以磷酸化 smad3 的表达，促进心

脏的纤维化。此外，我们也鉴定出了另外一个

靶基因即 JNK1，基于免疫印迹法、荧光素酶

实验和细胞水平的功能挽救实验，证实 JNK1

也是 miR-433 的一个靶基因。进一步研究发

现，抑制 JNK1 可以显著增加 P38、ERK 和

smad3 的磷酸化，从而导致心脏纤维化。抑制

这些通路可以抑制 miR-433 的促心脏纤维化

的效应。 

总之，我们发现 miR-433 的增加可以通过

抑制 AZIN1，激活 TGF-β，磷酸化 smad3，

导致心脏纤维化。此外，它也可以抑制 JNK1，

磷酸化 ERK 和 P38，导致心脏纤维化的发生。

这个部分的研究中，我们鉴定出了 miR-433 导

致心脏纤维化下游的分子，提出抑制 miR-433

是防治心脏纤维化的新策略。 

在第三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也筛选出了防

治心力衰竭常见并发症肌肉萎缩的微小RNA。

我们对小鼠进行了一个切神经的手术，我们发

现它最初的萎缩点是 5 天。然后我们进行芯片

检测，筛选出一系列变化的微小 RNA。由于

我们关注的是在多种不同病理条件下有共性

变化的微小 RNA，因此我们进一步的将这些

变化的微小 RNA 在切神经、地米、肿瘤、衰

老、饥饿以及与血管紧张素诱导的肌肉萎缩的

模型进行了检测，发现只有 miR-29b 在这些模

型中一致性升高，说明它可能是个共性的分

子。在细胞水平采用地米、TNF-α、过氧化氢

以及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肌肉萎缩中也发现

miR-29b 的一致性升高。在细胞水平增加

miR-29b 的表达，发现它足以导致肌肉萎缩，

体现在肌管直径的减少以及泛素酶的升高。相

反的，抑制 miR-29b 后，无论是地米、TNF-

α、过氧化氢、血管紧张素Ⅱ刺激下，肌肉萎

缩的程度都被显著减轻（血管紧张素诱导的肌

肉萎缩的结果尚未发表）。 

我们在细胞水平过表达 miR-29b，发现其

足以导致肌肉萎缩，体现在肌小管直径缩短、

蛋白降解泛素酶升高、自噬增强。在动物整体

水平增加 miR-29 的表达也足以导致肌肉萎

缩，表现为肌肉重量减轻、肌纤维直径变小、

抓力减小、蛋白降解泛素酶升高、自噬增强、

线粒体数量减少。这说明，miR-29b 的增加足

以导致肌肉萎缩。我们在细胞和动物整体水平

抑制 miR-29b，都发现其可以减轻多种因素所

致的肌肉萎缩，说明 miR-29b 的升高是肌肉萎

缩的发生所必须，抑制 miR-29b 可以防治肌肉

萎缩的发生。 

我们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荧光素酶实

验、免疫印迹法以及功能挽救实验，证实了

IGF-1 和 PI3K（p85α）是 miR-29b 的二个靶

基因，miR-29b 主要通过 IGF-1-PI3K-AKT- 

mTOR 通路诱导肌肉萎缩的发生。 

总之，我们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心力衰竭靶

点的挖掘，即从生理性的心肌肥厚出发，发掘

出了 miR-17-3p；从病理性心肌肥厚时的心脏

纤维化出发，发现了 miR-433；同时从常见并

发症出发，发现了 miR-29b。miR-17-3p、

miR-433 和 miR-29b 是治疗心力衰竭的新靶

点。Stefanie Dimmeler 在细胞代谢杂志上为我

们的工作写了预评论，说我们的研究“开辟了

miRNA 调控生理性心肌肥厚的新视角”。

Joseph A. Hill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基础研

究对临床启示”的专栏上面为我们的工作发表

评论，指出“激动人心的是，一些促进心脏适

应性生长的分子也可以阻断适应不良”， 

Theranostics 杂志也为我们的工作撰写了评论

“miR-433 在心脏纤维化的发生中起着关键作

用，是一个治疗心脏纤维化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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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前沿生理学实验技术高端论坛 

讲座及实验班在吉林省延边大学成功举办
 

邴艳华  邱德来 

（延边大学医学院，吉林省细胞功能与药理学重点实验室，吉林延吉 133002） 

 

2019 年 7 月 15-18 日，由中国生理学会

主办，吉林省生理学会、延边大学医学院、省

细胞功能与药理重点实验室承办，成都泰盟软

件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前沿

生理学实验技术高端论坛讲座及实验班”在吉

林省延边大学成功举办。此次学习班为国家级

继续教育项目，共有五十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取得了圆满成功。 

经过中国生理学会肖玲老师等学会办公

室的前期精心筹备工作，延边大学医学院各

级领导和相关老师对学习班高度重视，延边

大学医学院邱德来教授对学习班课程做了认

真细致的准备工作。15 日 8:30 大会正式开始，

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延边大学承

办者邱德来教授主持，中国生理学会秘书长

李俊发教授代表中国生理学会发言，延边大

学医学院金哲虎院长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延

边大学的办学情况及特色。开幕式后全体参

会者合影留念。 

会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李俊发教授、陆

军军医大学胡志安教授、上海大学吉永华教

授、吉林大学赵华教授与安徽医科大学杜鹃

教授分别做关于“蛋白质研究技术”、“自由

活动动物电生理和成像技术”、“现代生理学

镜框中的 Leptin”、“厌恶和奖赏与机体稳态” 

“TRPP2 对头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

响及其机制”的专题讲座；邀请延边大学邱

德来教授、孟繁平教授及及于海玲教授为培

训班学员们讲授了“在体膜片钳技术及其应

用”、“肝病的免疫学基础”、“N-棕榈酰乙醇

胺抗大鼠抑郁样行为研究”的专题报告，将

精彩纷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前沿技术进行分

享。另外成都泰盟公司董事长黄武、总经理

徐国标分别在大会上做“虚实结合的人体生理

实验”“药理和行为学应用技术探讨”的报告。 

延边大学医学院机能学实验教学中心进

行教学实验和演示实验。同时，成都泰盟软件

公司组织了“泰盟杯”机能实验趣味比赛同步

开展。本次学习班教学内容丰富充实，安排合

理，其深入浅出的教学内容深受广大学员们的

欢迎，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使学员获益匪浅。

7 月 18 日下午，学习班总结会顺利举行，中国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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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医学院老师认真讲解实验课程           学员积极参与教学实验和演示实验项目 

生理学会向学习班学员颁发继续教育证书，至

此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前沿生理学实验技术

高端论坛讲座及实验班圆满落幕！ 

对于本次学习班的成功举办，我们感谢

中国生理学会的信任与委托；感谢成都泰盟

软件有限公司为学习班提供的教学仪器设备

支持与帮助；感谢到会专家们做的精彩讲座；

感谢为教学实验和演示实验辛勤付出的老师

们；感谢参会老师们的积极参与。借此机会

欢迎生理界同仁能够了解延边大学医学院及

其研究特色，多给与支持与帮助，搭建起沟

通合作的平台。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前沿生理学实验技术高端论坛讲座及实验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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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生理和行为学实验培训班在吉首大学举办 

锐  宇 

（吉首大学医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2019 年 8 月 4 日至 8 日，由中国生理学会

主办、吉首大学医学院承办、安徽正华生物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 年生理和行为学

实验培训班”在湖南吉首大学举行。来自浙江

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南华大学、安徽医科大

学等专家和全国各地的 50 余名教师参加了该

培训班。 

8 月 5 日上午培训班隆重开幕。中国生

理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肖玲、浙江大学陆源教

授、天津医科大学耿鑫教授、南华大学易光

辉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曹乐博士、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姚丽华博士、安徽正华生物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华伦、副总经理张

良、吉首大学医学院院长彭小宁、副院长向

志钢、李先辉、向明钧等参加了开幕式。吉

首大学医学院彭小宁院长首先代表学校和医

学院对各位专家和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对

培训班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并向大家简要

地介绍了吉首大学的办学历程、办学成果、

社会声誉以及医学院发展历程、学科专业建

设、人才培养等基本情况。他表示，学院将

充分利用此次交流平台，不断提高相关学科

和实验室建设水平。开幕式由医学院副院长

向志钢主持。

     
   浙江大学陆源教授做现场报告                 吉首大学李先辉教授做现场报告

此次培训班包括理论培训与实验技能培

训两部分。理论培训中，8 月 5 日至 6 日，浙

江大学陆源教授，南华大学易光辉教授、江

西科技师范大学姚丽华博士、天津医科大学

耿鑫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王烈成教授、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曹乐博士、皖南医学院汪萌芽

教授、吉首大学李先辉教授和李中正博士等

专家分别就《实景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和生理

科学实景仿真实验教学》《对机能实验学三

种教学运行模式的利弊探讨》《虫草素改善

机体运动功能的研究与思考(从外周运动系统

到中枢神经控制)》《阿尔茨海默病的动物模

型及行为学判断标准》《膜片钳和钙成像技

术在生理学实验和科研中的应用》《物联网+

生物精密仪器设计与应用研究》《脊髓运动

神经元的细胞电生理技术与突触传递研究》

《湘西苗医刘氏小儿推拿流派的文化特色和

临床应用》等方面共同分享了生理和行为学

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8 月 7 日至 8 日，全

体学员在吉首大学医学院机能学实验室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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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实验室进行了实验培训及演示教学，徐

州医科大学蒋信伟教授、吉首大学彭湘萍、

彭英福、袁代秀、李思迪、盛益华等老师参

加了培训班的实验教学。 

8 月 8 日下午，中国生理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肖玲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部分专家和

教师还参观了吉首大学校史馆、沈从文纪念

馆等，培训班圆满结束。

    
           图为理论培训现场                           图为实验技能培训 

 
图为本次培训班专家和全体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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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会议纪实 

（2019.8.13-8.17，中国厦门） 
 

冯丹丹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系，湖南长沙 410013） 

 

2019 年 8 月 13-17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

十二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如期在美丽的

滨海厦门召开。本次研讨会内容主要分为三大

部分：（1）生理学教材研讨与教学能力提升

培训；（2）生理学教学改革研讨与交流；（3）

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人体生

理学微课教学大赛”颁奖典礼及作品赏析。来

自全国 29 个省市包括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

农林院校及中医院校在内的119所高校的生理

学教育工作者 21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盛

况空前。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罗自强教授，

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

均出席了此次盛会。 

会议开幕式由福建生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林默君教授致欢迎辞，对来自全国的参

会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

长兼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罗自强教授致开幕

辞，强调在当前加强课程思政，加快“双一流”

建设，建设“金课”消灭“水课”及强化创新

创业教育，尤其是国家“健康中国 2030”战略

的大背景下，各学科专业都面临着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罗自强教授指出，

通过此次主题鲜明的会议研讨，将教师能力提

升落到实处，教学改革要顺应“金课”、“卓

越拔尖计划 2.0、教育信息化 2.0 的需要。在课

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及网络信息技术

的应用方面进行交流，全面推进高校生理学教

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强各院校间的联系与合

作。最后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中国生

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生理学》

第 9 版教材主编王庭槐教授讲话，王庭槐主编

特别对《生理学》第 9 版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行

报告，并及其数字化辅助教材的后续进行了汇

报，呼吁全国生理学教育工作者们加强自身教

学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提升生理学教学水平。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一、生理学教材研讨与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为进一步拓展对生理学教学内容的理解，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本次探讨会特别邀请了

部分《生理学》（第 9 版）教材的编委及有影

响力的生理学教授，基于生理学教学的某些重

要知识点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旨在基于教材

的基本内容，寻找教学新的突破点，达到提升

教学能力的目的。各位教授的报告包括“我国

与欧美对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的定义和新的划分

规定”（王庭槐教授）、“物理学方程在生理

学教学中的应用”（罗自强教授）、“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兴奋-收缩藕联”（林默君教授）、

“有关细胞电生理学教学的若干问题”（汪萌

芽教授）、“肠道微生态的概念和生理意义” （朱

亮教授）、“肾脏生理学教学的若干问题”（陆

利民教授）、“胰岛内分泌相关问题解析”（朱

辉教授）、“关于耳蜗换能作用的几个问题”

（王爱梅教授）、“生殖生理教学的几个要点”

（岳利民教授）。此外，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北

京大学比较解剖学专家姚锦仙教授以“脊椎动

物脑的形态与功能的演化”为题，对生理学教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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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重要的比较解剖学知识进行了相应报告。

各位教授对教材中知识点的深刻理解，从不同角

度对知识的巧妙解读深深吸引了每一位在座的

生理学同行教师，教授们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

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每一位与会代表，大家纷纷表

示享受了一天高水平的生理授课，受益匪浅！ 

         

  罗自强教授发言                王庭槐教授发言               王庭槐教授现场点评    

二、生理学教学改革研讨与交流： 

会议第二天，首先是两个大会的特邀报

告，特别邀请到国家教学名师王庭槐教授做了

“国家教学成果奖的申报”的经验介绍；还邀

请到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音像出版社纸数融

合部的张会副主任就“优质教材、教学资源、

平台工具，助力生理学“金课”建设”对未来

教材的编写进行展望。随后，大会进入生理学

教学改革的研讨与交流，根据收到的近 80 份

摘要投稿，分成四大主题： 

1.将思政教育融入生理学教学中的经验介

绍：在本主题中，首先由罗自强教授为大家做

“讲好八个故事，开展生理学课程思政”的专

题报告，罗教授生动激昂地将他在生理学中进

行课程思政地举措进行了系统介绍，获得满场

掌声。在随后地时间里，来自不同类型院校地

老师们也就本校在课程思政方面地工作进行

了报告，包括：（1）生理学专业知识与思政

教育的有机结合初探（陈华华，四川大学）；

（2）从课程课堂到人生课堂（朱河水，河南

农业大学）；（3）运动生理学课程内容中的

德育融入及实践（徐召霞，北京体育大学）。

各位教师从自己所在学校的课程思政实践的

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在生理学教学中开展课

程思政有积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2.器官系统（整合式）教学中生理学相关

教学改革及方法的探讨：本主题中，分别有（1）

关于器官系统模块教学与传统课程教学的思

考（陈世民，海南医学院）；（2）针对综合

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生命科学的教学需要不断

更新和完善《生理学实验》教材（刘燕强，南

开大学）；（3）整合医学教育模式下的临床

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张璟璇，湖北医药学院）。

三位教授结合国外经验和自身思考与实践就

如何开展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整合提出了分享

了自己的心得，也引起了在场各位教师的进一

步思考。 

3.“慕课”、“金课”、“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等课堂教学改革的探讨：该主题是本

次投稿中设计最多地内容，分别有 4 位老师分

享了他们在金课、混合式教学方面地改革举

措：（1）基础-临床“联动”课堂教学在基础

医学临床案例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冯丹丹，

中南大学）；（2）创新理念始终贯穿生理学

教学的实践与思考（郑超，皖南医学院）；（3）

面向执业医师岗位胜任力的生理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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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考核”全路径改革 （彭碧文，武汉大学）；

（4）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案例式课堂教学改

革与实践（王俊，青岛大学）。四位教师围绕

如何加强医学生岗位胜任力的培养，从临床思

维和创新精神不同角度介绍各自的经验，尤其

来自中南大学的基础与临床教师联席授课的

开创性探索引起了如会同行们的高度关注和

肯定。

        

生理学教学的今天和明天高峰论坛对话                 第三届“泰盟杯”颁奖典礼 

4.虚拟实验、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室建设

经验介绍：在本主题中，3 位讲着进行了相关

报告：（1）虚实结合人体生理实验系统的探

索（黄 武，四川大学）；（2）浅析《机能学

实验》课程中的动物伦理学教育（郭健，北京

中医药大学）；（3）信息时代背景下以“行

业共识”为指导的生理学实验发展实践（李英

博，重庆医科大学）。三位教师的报告，展现

了目前生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现状和对未来

改革的思考。尤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郭健从我

国传统文化的角度阐释加强动物实验伦理教

育的经验，为西医院校开展动物实验伦理教育

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经验。 

最后，由罗自强教授主持，大会特别邀

请 8 位嘉宾教授（王庭槐，秦晓群，于远望，

汪萌芽，岳利民，林默君，陆利民，管茶香

教授）就“生理学教学的今天和明天”与全

体代表们进行了高峰对话，会后代表们一致

认为这种主题讨论加高峰对话，既能听到大

教授高屋建瓴的论点，又能学到兄弟院校具

体的教学改革举措，更能深刻理解目前教学

改革的导向和各种改革方式的优缺点，对将

来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自身教育素质的提

高均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研讨会之后，本次会议还进行了由中国生

理学会主办的第三届“泰盟杯”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全国人体生理学微课教学比赛的颁奖典

礼。颁奖之前，由上届微课一等奖获得者皖南

医学院的李敏老师为大家做了“微课开启生理

学智慧课堂之门”的报告；大连医学院的姚齐

颖老师则以“运之于妙，存乎一心”为题，对

微课的制作的经验及参赛感想做精彩汇报。第

三届全国人体生理学微课教学比赛从 2019 年

6 月启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42 所高等院校 56

个微课作品，2019 年 8 月初邀请全国 20 位生

理学教学领域的知名教授（包括部分往届微课

一等奖获得者）和来自三所不同办学层次高校

的 20 名医学本科生评委，对 56 个作品进行了

网上在线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9

个，三等奖 14 个，最佳风采奖 6 个。在颁奖

仪式上，对 5 个一等奖作品进行了现场展示，

宣读获奖词，获奖老师也一一发表获奖感言。

比赛的总裁判王庭槐教授对本次微课比赛的

评审过程和作品质量进行了详细说明和点评，

指出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所在，作品的丰富和

比赛的意义所在。隆重的颁奖仪式让参赛老师

们惊喜不断，并深感本次微课比赛对教学质量

的促进起到了深远的作用，纷纷表示该教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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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应不断继续。 

此外，会议期间，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主任罗自强教授还主持召开了中国生

理学会第 25 届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会

议中，罗自强主任委员总结了上届工作委员会

的主要工作，除常规进行的全国生理学教学会

议外，还举办了三次全国生理学教学高峰论

坛，两届全国高校生理学微课教学比赛，一次

全国生理学教学会议，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和反响。新的一届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了自我介

绍，并就将来生理学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规

划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议：（1）除了四年

一次的全国生理教学会议，中国生理学会教育

工作委员会应继续坚持每年一次的高峰论坛；

（2）将生理学微课大赛持续进行下去，争取

集全国生理教师之力，逐渐将生理学重点难点

录制成高质量微课精品，在中国生理学网站共

享；（3）在生理学中广泛分享课程思政经验，

集全国生理教学工作者之力，收集关于生理学

中的课程思政素材，编辑成册；（4）建议注

意加强与 IUPS 的联系，关注国际生理学会议

中的教学研讨，促进生理学教学的国际交流；

（5）开展青年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加强青年师资的培养。 

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办，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系负责学术

安排，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负责本次会议选

址、与酒店和会议公司洽谈会议室租金及代表

食宿安排及优惠价格、前期工作筹备、收集论

文、收费、开具发票和会议期间的会务管理工作。 

闭幕式上，林默君教授就会议情况进行了

总结，本次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内容丰富，

形式有创新，另外，基于生理学教材知识点的

解读与提升也帮助各位一线老师最直接快速

了解到生理学教材中知识点的更新和加深了

对教材的理解，三天满满的会议直到最后仍然

座无虚席，与会代表们均表示收获满满，不虚

此行。最后，罗自强教授代表中国生理学会对

参会的同行、本次微课比赛的评审人员，以及

为本次会议提供大力赞助的企业表示了衷心

的感谢。 

 

中国生理学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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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教学在“机能实验学”教学中的探索 

许建平  刘  惺
*
  罗自强 

（
*
中南大学医学机能实验教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基础医学院生理学系，湖南长沙 410013） 

 

摘要：为提高“机能实验学”课堂学生实验操作成功率，减少课堂老师讲授时间，预留更多

时间给学生训练操作技能，我们在 2016 年上学期精神卫生专业 1401 班和临床医学八年制 1303

班的“机能实验学”教学中采用翻转教学模式。建立师生互动交流平台，课前推送实验教学计划，

实验教学课件和实验操作视频资料给学生课前学习；强调课前必须按要求完成《机能实验指导》

和教学课件的预习、观看实验操作视频资料。课堂上老师主要强调实验操作重点、难点和注意事

项。结果课堂节省大量讲授时间，学生操作成功率明显提高，完成实验操作时间也明显缩短。通

过“机能实验学”翻转课堂的探索，我们认为翻转教学更适合于实验课教学，学生课前用一定时

间预习和观看实验视频资料，实验疑问提前在交流平台开展生-生交流和师-生交流可以节省教师

课堂讲授时间，留出更多时间给学生实际操作，学生课前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做到有的放矢，把

握好操作的各个环节能充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不过翻转教学需要学生与老师的密切配合，老师

和学生把需要在课堂讲授的内容前移，学生必须由被动学习状态转为主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翻转课堂；机能实验学；实验教学 

 

The Exploration of Flipped Teaching in the "Functional 
Experiment Course" Teaching 

 

Xu Jian-ping  Liu Xing*  Luo Zi-qia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Xiangya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Changsha Hunan, 410013)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experimental operation in "functional 

experiment course", reduce the teaching time of classroom and allow more time for students to train in 

operational skills, flipped teaching mode was adopted in the functional laboratory course in Mental 

Health major class 1401 of 2014 and Clinical Medicine eight-year class 1303 of 2013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2016.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ush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n,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video data 

before class; It is emphasized that before class, we must complete the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and 

preview of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watch video data of experimental operation. In class, the teacher 

mainly emphasizes the 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the experiment 

operation. Results a large amount of teaching time was saved in class, the success rate of students' 

op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time of completing experiment operation was also 

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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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lipped functional experiment course, We think 

the flip teaching more suitable for experiment teaching, the student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efore 

class to preview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video data, any experiment questions ahead of 

time in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students, or students and 

teacher, can save the time of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to set aside more time to the student actual 

operation, the students to make full preparation before class, to achieve the target, to grasp the good 

operation of each link can fully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iciency. However, flipped teaching 

requires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ve forward what 

needs to be taught in class, and students must change from passive learning state to active stat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Functional experimentalism; Experimental teaching 
 

混合式教学在非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朱敏佳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四川成都  610051）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生理学在非医学专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针对非医学专业，如生

物工程、医学信息等我们也开设了生理学课程。这些学生缺乏基本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背景，对

生理学知识的掌握相对比较困难。为了提高非医学专业学生对学习医学基础课程的兴趣，适应培

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要，我们开展并一直坚持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比如全过程考核。但

是在教学改革实施中，我们发现学生还缺乏一定的主动积极性。在既往的教学改革调查中，学生

也希望可以通过混合教学模式使课堂氛围更活跃，增加学习的兴趣。为此，为了提高非医学专业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同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适应信息科技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趋势，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和教学质量持续提高，我们利用四川大学课程中心教学平

台，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将医学知识与专业应用相联

系，利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在学校课程中心创建了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生理学教学网站，根据学习要求布置线上

自学内容，在线下课堂通过手机 APP 互动或课程中心测试检测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及时了解学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评估混合式教学的效果。根据学生对不同内容的掌握程度，优化线

上线下学习内容。针对课堂上多出来的教学时间和专业特点，我们设计合理的讨论话题，开展探

索式生理学教学，让师生之间的教与学活动更灵活，促使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专业背景及生活

常识来解决生理学专业问题，设计出学生愿意做、爱做且有效的自主学习任务。如医学信息专业，

将生理知识与编程软件或医学设备应用结合，布置灵活多样无标准答案的作业，做到因材施教，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  

通过过程考核、期末考试等评估手段，我们比较了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两种模式下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两种模式下，学生对记忆类知识的掌握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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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学生对非标准答案的主观题的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同时学生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学生

喜欢多媒体教学并且认为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提高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但其中也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学生之间自学能力的差异导致他们对教学模式的需求度不同。在今后的教学应用中，

可以考虑针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开展不同的教学模式。 

通讯作者：朱敏佳 

E-mail: zmj2009@scu.edu.cn 

 

 

健康教育融入生理学教学中的体会 

邱丽颖  蔡维维  徐  非  倪露露  周跃涛  侯  豹  胡  静 

（江南大学医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2015 年“健康中国”被写入《“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规划》 ，大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习主席在会上提出

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并制定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大健康”是根据时代发展、社会需求提出的一种全局性全周期的理念。为每个人从出生到

死亡全生命周期提供预防、保健、治疗、康复、健康管理在内的一体化的全面健康服务 。健康

教育是一个非常有效、成本较低、效益很高的促进公众健康的途径，但医务工作者以治疗为主的

健康服务供给模式仍为主导，预防与健康促进的工作力度不够。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措施也相

对落后。 

为了适应健康中国提出的要求，我们早在 10 年前在生理学课程中将健康教育理念引入教学

中，具体做法如下：（1）绪论中增加健康教育导论内容，让学生树立健康教育意识。 

 

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2）在案例讨论中增加健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3）开展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在生理学课

程设计中，本着“课堂讲、课外做、做中思”的理念，开展了“以预防为先导的健康照顾”实体

活动，在校园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每 8-10 人组成 1 个小组，每组要设计一个主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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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小组利用 2 学时讲解活动主题设计的依据和意义，同学和老师提问并帮助完善主题，课下

修改主题并制定活动的实施方案，然后利用 2 学时汇报活动的实施方案，同学老师提出修改意见，

各小组课外完善实施方案并开展实施。2-3 周后，利用 2 学时进行总结汇报与成果分享。 

收获与体会 

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和教师都从中取得了较好的收获。 

（1）学生方面：通过这项活动的开展，促使学生自主学习生理学及相关知识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趣味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这项具有一定科研属性的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科

研思维、科研设计和科研活动的能力。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还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2）教师方面：充分了解了学生学习的思维方式、对生命现象的认知程度，为改进及调整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供一手资料。另外，从学生的实践项目中，可以丰富和补充教学案例与教

学内容及获取启发式的思考问题。

 

 

 

“应激”学科的前世今生 

蒋春雷 

（第二军医大学应激医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应激（stress）这个词每天都能听到或看到，

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件，没有应激就没有生

活，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和高科技对人

类生存环境全方位的渗透，使人类承受着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应激。 

一、应激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应激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于物理学中，

指作用于某物之上的足够使其弯曲（bend）或

折断（break）的拉力（tension）或力量（force）。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tress”有多种含义，

也有多种中文译法。 

19 世纪中叶，法国生理学家 Claude 

Bernard（1813~1878） 首先研究了生命如何依

赖于精细的生理调节，认为在周围环境变异的

情况下，保持内环境恒定是维持生命所必需

的，指出必须观察体内所有过程之间的交互作

用，这为探索机体生理的整体性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生理学家

坎农（Walter B. Cannon, 1871~1945）发现，

动物在威胁性的紧张环境或强烈的躯体刺激

（如剧烈疼痛）时，肾上腺有一种体液因子释

放入血，同时血压升高（后来证实这种因子即

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混合物）。由于这

种反应经常在动物格斗时出现，因此坎农称之

为 “ 战 斗 与 逃 跑 反 应 （ fight and flight 

response）”，人们又称“应急反应（emergency 

reaction）”，这形成了应激概念的雏形。该雏

形包含内环境稳定（homeostasis）、交感神经

系统对内分泌的控制、内分泌对代谢的影响、

情绪紊乱对各种生理过程的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加拿大内分泌生理学家

塞里（Hans Selye, 1907~1982）继承和发展了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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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农的开创性研究，首次将 stress 引入医学领

域，提出了应激的概念。 

塞里在 Nature 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应激

学说的文章，“由于广泛的致病因子引起的一

种综合征”，描述了由不同种类的应激源引发

的病理三联征（肾上腺肥大、胃溃疡形成和胸

腺淋巴管萎缩），基于这种三联征，他发展了

应激理论[1]。塞里将机体的这种状态称为“应

激”，定义为机体在任何需要下的非特异性反

应（从总体反应中除去特异的组成部分），强

调接触任何应激源，均会导致同样的病理三联

征–应激综合征。机体在此状态下的种种征候

表现叫做适应征候群（adaption syndrome）或

应激征候群，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叫适应性疾病

（disease of adaptation）。  

塞里学说的特点是寻求不同疾病的共性，

探索内在生理因素对外源致病因素的反应，以

内分泌系统，尤其是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为重点

调节结构。塞里的开拓性创见，对内分泌生理

与病理生理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他不仅指

出交感肾上腺髓质在应激中的意义，更强调了

腺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在应激中的重要地位。

应激学说也促进了临床内分泌学的发展，也为

临床上广泛应用适应性激素作为治疗手段奠

定了理论根据。因此，塞里被后人尊称为应激

理论之父。 

应激是一个很一般的、十分宽松地使用着

的专用名词，有很多方法描述应激。事实上每

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间体验过它。因

此，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应激状态，或有人称之

为紧张状态。然而，当我们认真地琢磨它时，

会发现很难对这些概念恰当地加以描述。 

如何定义应激，目前有许多观点。随着应

激研究的进展，应激的定义迄今已有300多个。

虽然对应激所下的定义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

同，但应激的基本概念并没有超出塞里当年提

出的以下几点：应激是过强或有害刺激引起的

机体非特异性反应；反应有一定的模式，即我

们今天所知道的一系列神经内分泌反应；应激

是机体的防御反应，但在一定条件下可导致疾

病，现称之为应激性疾病。 

目前认为，应激是指当内环境稳定受到威

胁时，机体对应激源产生特异性和（或）非特

异性反应，使机体维持在新稳态。新稳态如果

继续被破坏，则将进一步发展，直至该系统崩

溃，在其他系统内再寻求稳态[2, 3]。 

二、应激学科的构成和发展 

应激医学由隶属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等的相关学科整合而成的交叉学科，

这从教学上也可以看出。《病理生理学》有“应

激”或“应激与应激性疾病”章节，《生理心

理学》有“应激与情绪”章节，《健康心理学》

有“应激”系列章节（应激、应激中介机制、

应激与健康、应激管理），《医学心理学》有

“心理应激”章节，《临床心理学》有“应激

与应激障碍”章节，《精神病学》有“应激相

关障碍”章节等。 

从自然科学基金目录上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逐年调整并增加了“应激”相应的目录，

除了 C1103（整合生理学）中的 C110302（应

激、适应与代偿）、C110308（稳态调节及失

衡）等外，2014 年 C0901 心理学又增加了

C090113 应激心理学等。 

目前，应激医学隶属于特种医学一级学

科的特色学科。应激医学是研究人体对特殊

环境和特殊职业因素的应对反应及其相关医

学问题的一门综合学科。应激医学主要研究

在特殊生存和职业环境条件下人体应激反应

的生理、心理特征以及生物学基础。研究应

激适应发生的生物学机制和促进应激适应的

医学途径，研究不良应激反应导致的病理损

伤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诊断和防

护以及治疗措施。应激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有应激生理学、应激神经生物学、应激心理

学、应激测量学、应激生物学和应激适应等。 

中国生理学会于 2012 年新增了“应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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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专业委员会”（2010 年由钱令嘉和笔者发

起申请，2011 年成立筹备组），2016 年中国

神经科学会也成立了“应激神经生物学分会”。 

三、应激医学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

承受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烈的生理和心理

应激。应激作为人类多种重大致死性疾病的重

要病因和诱因已经确认。应激在许多疾病的发

生、发展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约 75%~90%

的人类疾病与应激机制的激活有关，可被应激

所诱发或恶化。应激与疾病的关系、应激对机

体损伤作用机制和防治措施的研究引起了广

泛关注，特别是受到医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  

应激反应对机体各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超

负荷应激导致机体发生多系统和多器官的病理

性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或间接诱发多种应激性疾

病。应激，无论是躯体的还是情绪性的，对机体

的损害目前主要表现在四个系统：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和精神神经系统。心脑血管

疾病、代谢性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重，而应激损伤

是这些重大疾病的重要病因和诱因。 

应激性疾病目前尚无很明确的概念和界

限，习惯上将那些应激为主要致病因素的疾病

称为应激性疾病，如应激性溃疡。还有一些疾

病，如原发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

溃疡性结肠炎、支气管哮喘等，应激在其发生

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和诱因，对这些疾

病，称其为应激相关疾病。  

应激医学研究，以应激的产生、应激损伤

及其机制、应激性疾病的防治为主要目标。早

期的重点在于躯体（环境）应激对机体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应激研究主要集中在军

队单位，如原四个军医大学（各领重点特色方

向）、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

所（钱令嘉教授领衔的全军应激医学重点实验

室隶属于此）以及原军事医学研究所（如海军

医学研究所、空军医学研究所，现分别隶属于

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从军人作

为一个特殊群体也可以理解，因为军人经常处

于特殊环境和特定事件之中，所面临的应激因

素更加复杂，所承受的应激强度更加剧烈。因

此，各国军队非常重视对应激生物学和应激损

伤的防护研究。其实应激之父塞里也是加拿大

军医。 

近年来，应激医学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心理

应激，并在应激生物学、心理精神活动和行为

反应的物质基础、应激性疾病的分子机制及防

治措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 

四、第二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应

激学科的建设 

第二军医大学在应激研究领域有着特殊

的渊源和贡献。【朱鹤年】教授是我国应激医

学与神经内分泌学研究的先驱，之后陈宜张院

士，徐仁宝、路长林等教授，在应激研究领域

长期辛勤耕耘，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正如杨雄

里院士为笔者主编的《应激医学》作序所述，

“…由第二军医大学的专家们来论述这个主

题是十分恰当的。…由于有第一手的研究经

验，并拥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对问题的分析自

然就有可能融入自己的见解，对文献资料的消

化、理解、阐释当更为精当。” 

笔者于 2001 年 3 月因（军事）航海医学

学科建设的需要调海军医学系，当年申请获批

的航海医学国家重点学科以及之后的军队重

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始终把“军事应激”作

为重点方向。2005 年 5 月设立“应激医学研究

室”（对内称“军事航海医学教研室”）。2013

年调入新成立心理与精神卫生学系，以“应激

医学”为重点学科方向。学校转隶海军后于

2017 年 12 月获批正式成立建制的『应激医学

教研室』（对内称“军事应激心理学教研室”），

学科研究方向逐渐从“应激与心理免疫学”逐

渐调整为“应激、抑郁症与心身疾病防治”，

基础研究与临床、军事应用相结合，并加强军

事航海应激的预警和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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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 2005、2006 年分别开设了《应激

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选修课程。2006 年编著

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应激医学相关知

识的《应激医学》[2]，该书由陈宜张和杨雄里

两位院士作序，并得到了吴建屏、曹雪涛两位

院士的大力推荐，作为上海“十一五”重点图

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还被评为上海优秀

科技专著、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2015 年编著出版《应激与疾病》。2020 年起，

将为“精神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应激医

学》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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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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卫—梦之路ESP功能数字人教学系统

失血性休克

急性肺栓塞

泌尿系统



 ESP 功能数字人教学系统是由人卫和上海梦之路公司共同合作，经历 5 年的研发时间开发的一
套基于生理驱动为核心的智能教学系统。系统由南京医科大学高兴亚教授担任总设计师，多个高校
共同参与研发。该系统在根据生理学系统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医学大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虚拟仿真交互技术对人体的器官功能进行模拟和数学模型的设计，从而实现医学生理学和机能学实
验教学的智能化。

该系统按照人体器官系统为中心进行模块的搭建，同时针对人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医疗器械设备应用对人体的作用、药物物质对人体的作用以及人体在病理状态的自我代偿和调节四
个方面进行模块化设计，建立了系统验证机制，准确再现了人机体内的各器官实际运行过程。

主要用于机能学实验教学，包括了多个系统案例，案例可以实现人体生理指标的数据显示，疾
病模型自由设计、药物作用以及各种治疗因素的实现的效果等功能模拟。系统可以在同一个疾病模
型内，模拟多种病变情景，实现多种因素对人体功能影响的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

主要用于生理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开展。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实现人体生理结构与生理功能同步展现，融合到理论教学课堂中。
2、实现生理学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均能在课堂上完成教学，实现对人体功能的即时调节，即时

反馈响应，理论和实验课程更好的融合开展。
3、实现生理基础知识与临床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基础知识与临床场景相关联，让学生

能够把枯燥的知识和鲜活的临床案例结合起来，便于学生理解生理现象。

人卫—梦之路ESP功能数字人教学系统

ESP 综合案例

ESP 生理学教学

联系方式：021-38953200
网址：www.mengoo.com

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Mengoo Digital Technology Co,.Ltd





www.adinstruments.com

在 ADInstruments，我们坚信良好的技术、亲身实践、主动参与学习以及
面对面的教授，对于培养有能力、有自信、自觉学习的学生至关重要。
从生理学基础知识到全面定制的实验和实验室手册，PowerLab、LabTutor 
和 LabChart 可灵活满足您的需求，为下一代提供启蒙教育。

量身定制的
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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