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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炳先生传略 

蔡益鹏 王世强 

一、生平简历 

赵以炳，别名

玑照，著名生理学

家、教育家，中国

生理学会前理事

长。1909 年 3 月 3

日生于江西，1987

年 12 月 26 日卒于

北京，终年 78 岁。

赵以炳是家中次

子，自幼酷爱读书。1920 年—1923 年他在南

昌心远中学读书，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考

入清华学堂并获该校奖学金。1929 年留学美国

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1931 年获学士学位，继

而攻读研究生课程，1934 年获博士学位，并选

为美国 SigmaⅪ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35 年，

赵以炳学成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抗日

战争爆发后，赵以炳辗转大后方，先后任清华

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和中正医学院教授。

1946 年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院

生理学教授。1952 年，赵以炳任教北京大学，

1956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赵以炳在中国生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曾

担任中国生理学会主席（1950 年—1951 年）、理

事长（1951 年—1954 年）。1954 年，成立中国生

理科学会筹备委员会，赵以炳任主任委员。1956

年中国生理学会更名为中国生理科学会，赵以炳

当选为副理事长（1956 年—1981 年）。 

二、热爱祖国 

赵以炳一生热爱祖国，在关键时刻，三次

选择献身祖国。1934 年赵以炳获哲学博士时正

值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而

威逼华北之时，平津许多大学正在酝酿南迁。

赵先生夫人黄秀玉是美籍华人，当时他们已有

一女，黄家亲友劝他留在美国，并支持他再攻

读医学博士。但他毅然携妻女返国，回清华大

学任教。不到两年，1937 年 7 月 7 日日寇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黄家多次来信并提供机票望他

携眷返美。但赵以炳立志抗日救国，婉拒赴美，

并蓄须明志坚持抗战到底。1948 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兵临北平城下，赵以炳在航空公司工作的

姨妹寄来全家赴美的机票，邀他们赴美。赵以

炳先生再一次选择留在祖国，迎接人民解放

军，献身新中国建设。 

三、献身科学 

赵以炳一生热爱科学。在清华学堂求学

时，兴趣广泛，对自然科学各分支都有兴趣，

物理学成绩优良。他的第一位导师著名物理学

家叶企荪教导他“生理学是数理化与生物学相

结合的产物”，因此赵以炳选择生理学作为自

己的专业。留学美国时，他师从芝加哥大学生

理学系 Ralph Lillie 教授，研究原生质生理学。

出于对生命基本现象和普遍属性的浓厚兴趣，

他研究各种离子对骨骼肌及神经的作用。除了

指出 Ca2+在生理学中的重要性之外，他还发

现了冷刺激效应。留美期间，赵以炳于每年夏

天去麻省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工作兼度假。在

此期间，他发现鲎（Limulus）的心脏背中神

经索是研究电解质影响神经细胞的绝好标本，

并与亲缘关系极远的蛙对比研究，阐明它们对

电解质的普遍性反应。通过上述研究成果的发

表，他超额完成了学位论文的任务，显示出年

轻时过人的勤奋与才华。 

生理学家 

赵以炳 
（1909 年-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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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赵以炳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坚

持大学教师必须进行科学研究的理念，留学回

国后未作任何休整便抓紧时间开展工作，以便

使自己的科研工作尽快在国内生根。为结合化

学、物理学规律研究普遍的生理现象，他与化

学家合作研究骨骼肌渗透特性、与物理学家任

之恭合作超短波的生理效应，取得了显著成

绩。虽然这些工作被 1937 年日本侵华的炮火

所打断，赵以炳在辗转昆明途中仍不忘科学研

究。他研究了从平原（湖南长沙）到高地（云

南昆明）人体血液中红细胞数量的变化。西南

联大经费奇缺，他就利用滇池的两栖类蝾螈进

行皮肤呼吸与肺呼吸研究，证明蝾螈的肺是有

效的呼吸器官，可以单独维持蝾螈的生命，纠

正了前人认为蝾螈肺只是司沉浮的器官的观

点。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的研究经费与实验

设备严重不足。但他抓住难得的平静时机，选

用了清华园内的刺猬作实验对象，对哺乳动物

冬眠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他通过坚持不懈的

研究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确定了深眠刺猬的

呼吸暂停时间 长可达 65 分钟，这个纪录保

持了 25 年，直到 1975 年才有人用更精确的方

法测到了 75 分钟。赵以炳关于刺猬冬眠的研

究工作与当时国际冬眠生理学研究同时起步，

留下了系列经典工作一再为国际冬眠专著所

引用。 

1952 年，赵以炳开始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

任教，主持筹建生理学教研室和生理学专业。

当时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传入

我国，赵以炳与苏联专家一道，领导教研室开

展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研究，开设了有关课

程，发表了论述高级神经活动的著作，使北大

生理教研室成为我国传播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的发源地。同时，赵以炳作为世界上率先研究

冬眠生理的科学家之一，他继续深入研究冬眠

现象，并深信这项研究中将有用于国家建设。

1958 年，赵以炳和他的学生们开展了一项和医

疗实践联系更直接的低温生理研究，即人工低

体温的动物实验，成功地创造了把狗体温降到

20℃以下又复苏的新纪录。到了 1978 年，赵

以炳的冬眠研究被列为教育部科学研究重点

课题。年届古稀的赵以炳虽然年老体弱，但仍

肩负重任，亲自开设冬眠生理学课程、配备先

进科学仪器、组建师资队伍、推荐教师前往美、

加进修，从此，一支年轻的生理学科研队伍迅

速地成长起来，并不断地做出重要成果。赵以

炳凭着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坚忍不

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因地制宜、不失时机地

开展科学研究，为后来的生理学研究深入到细

胞和分子水平奠定了基础。 

四、教书育人 

赵以炳毕生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对青年

人才一代的培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是中国

综合大学第一个开设生理学课程的教授，即使

在动荡的抗日战争8年中，也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教学岗位上，赵以炳对全国综合性大学生理

学的教学改革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重视生

理学基础课的教学，主张教学要精炼扼要，不

仅传授知识，更重启发思考。他不仅在讲授生

理学时逻辑严谨，条理分明，富有启发性，还

要求学生联系所学过的物理学化学和形态学

知识来理解生理学概念，不要死记硬背。从现

存的备课资料来看，在六十年代尽管赵以炳已

经讲授生理学 20 多遍，但他仍坚持每学年讲

课都重写英文讲稿，用钢笔写在泛黄的稿纸

上，密密麻麻一大片。 

自 1952 年赵以炳在北京大学主持筹建了生

理学专业，此后由这个专业又衍生出中国第一个

生物化学专业和生物物理学专业。赵以炳系统思

考了我国综合大学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方向，

1978 年以后，他大力提倡大学理科生理学研究

应重视比较生理学和细胞生理学。在他的倡导

下，1984 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全国生理学和比

较生理学教学研究讨论会，1988 年在西安召开

了全国第一届比较生理学学术会议。赵以炳认为

综合大学生物学系的培养目标是生物科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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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才，理科生理学应根据这个培养目标取舍教

学内容，着重于讲授一般生命现象的机制和普遍

规律。随着数十年来生理学的不断进展，他也与

时俱进地不断更新教学内容，1979 年他受教育

部委托，为综合性大学主编了《基础生理学》教

科书，1980 年他又组织教师根据他的改革设想

编写《动物生理学》教材。 

赵以炳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研

究，热爱教学和培养学生。从 1933 年发表他

的第一篇科学研究论文起，赵以炳一生共发表

各种作品 97 篇，其中科研论文 49 篇，译著和

生理学科普文章 10 篇，综述性科学论文 6 篇，

教材和有关资料 12 本，书评及教学、科研、

师资培养等讨论性文章 20 篇。有些工作甚至

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几十年来，赵以炳先生

满腔热情地投身新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他爱

国、求实、治学严谨。他不畏艰险，在逆境中

仍努力工作。他刚正不阿，勇于坚持真理，批

评错误观点。他的优秀品德、学术风范以及对

生理学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将铭刻在

中国生理学史册，也是值得后辈尊敬和传承的

宝贵精神财富。 

Professor I-Ping Chao (1909 - 1987) a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Physiology, has been known as a famous 

physiologist and educationist of China. I-Ping 

Chao was born on March 3, 1909 in Jiangxi 

Province. After the training in Tsinghua School, 

he went on to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29, and 

got his bachelor degree in 1931 and Ph.D. degree 

in 1934.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ons and 

electrolytes on neuromuscular physiology, and 

completed his thesis with excellence. In 1935, he 

returned to China and started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and 

Chiang Kai-shek Medical Colleges. He provided 

firm evidence for the respiratory function of the 

lungs in salamanders, clarifying the controversy 

in that field. In 1946, when he returned to 

Tsinghua, he utilized the hedgehog on campus to 

begin hibernation study. His findings in 

mammalian hibernation became classic work in 

the hibernation research field, and were cited 

continuously by literatures. Due to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olog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China, Prof. Chao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hysiology in 1950 – 1954. With the National 

College/department Adjustment, Prof. Chao 

joined in Peking University in 1952, honored the 

First-rank National Professorship. In Peking 

University, he founded the first research-oriented 

specialty of physiology, which later yielded the 

first specialty of biochemistry and the first 

specialty of biophysics in China. He pioneered 

the reformation of physi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mphasizing importance of 

cellular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in 

research-oriented education of physiology. He 

led a team of young facultie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strategy for reasoning-based learning, 

and wrote the first physiology text book 

specialized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logy. 

Besides his historical efforts in education, he 

also led young faculties to perform mechanistic 

research on mammalian hibernation and higher 

level neural activities. In late 1950s, his research 

team made a breakthrough in applying deep 

hypothermic anesthesia in large mammals. His 

eff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acilities 

and research teams in late 1970s and 1980s have 

formed a solid basis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physiology in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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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现为安徽医科大

学重点学科和校级教学团队，主授课程生理学

为安徽省精品课程。 

教研室目前有教师 16 人，其中教授 4 人，

副教授 10 人，讲师 2 人。具有博士学位 13 人、

硕士学位 3 人，在读博士 1 人，有国外博士后

和研究深造经历者 6 人。教师队伍中有博士生

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8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和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1 人，

校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1 人，校级优秀

教师 3 人。生理学是安徽医科大学基础主干课

程之一，承担全校基础、预防、护理和临床医

学等专业本硕、本科、专科及研究生学位课程

的教学，研究生、进修生和青年教师的培养。 

自 2009 年来，先后获得教研课题 10 项，

其中国家级教学课题1项；科研课题三十多项，

其中国家级科研课题 12 项、省部级课题 9 项、

厅委级课题 15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一百余

篇，主编生理学教材 2 部，主编实验教材 1 部，

副主编实验教材 3 部，参编专著 5 部。迄今已

培养硕士生 73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生理师

资数十人，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15 项，先

后有 5 人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教研室成员合影 

本教研室主要有以下 4 个研究方向： 

1. 睡眠机制研究：安徽医科大学睡眠障碍

研究室始建立于 1987 年，是国内 早睡眠生

理研究基地之一。利用记录自由活动小鼠的脑

电活动和转基因操纵技术等，观察睡眠-觉醒

相关神经环路在睡眠-觉醒节律的变化中的调

控作用，并通过在体微量注射、脑片膜片钳以

及在体细胞外场电位记录等探讨睡眠与觉醒

相关脑区（如下丘脑腹外侧视前区，蓝斑核等）

在睡眠-觉醒节律变化中的作用机制。 

2. 神经环路功能研究：通过脑片膜片钳和

细胞内、外生物电记录结合细胞内钙离子成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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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激光共聚焦荧光成像、分子生物和光遗传

等研究神经元及其在神经环路中的功能活动

规律。 

3. TRP 通道分子机制和蛋白相互作用：通

过分子生物学、膜片钳全细胞和单通道电流记

录、免疫共沉淀、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检测系统

（FRET）等手段探索 TRP 通道（瞬时受体电

位通道）和信号分子复合物结合形式并阐明其

生理反应机制。 

4. 心血管生理研究：应用 Powerlab 数据

记录分析系统，在体监测大鼠的血压、心室功

能和肾交感神经放电，结合离体微血管张力测

定系统（myograph）、脑立体定位、免疫组织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在以下几方面开展

研究工作：（1）心血管活动的中枢调控；（2）

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与防治；（3）睡眠障碍与心

血管疾病的关系。 

 

 

AT1R 的β-拘禁蛋白偏向性配体激活 TRPC3 引起儿茶酚胺分泌 

刘春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 271016） 

 

一、作者简介 

刘春华，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原泰山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副教授于 2001 年毕业于

泰山医学院获得临床医

学学士学位，2004 年在泸

州医学院获得生理学硕

士学位，毕业后于泰山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工

作至今，并于 2016 年于山东大学毕业获得博

士学位。 

研究方向主要在 G 蛋白耦联受体与离子

通道与的相互作用，尤其是 TRP 通道在神经

系统，消化系统中的作用。目前已发表 SCI 论

文 7 篇 ， 以 第 一 作 者 身 份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论文 1 篇，其他在 Biol 

Psychiatry 、Cell Reports 领域等内著名期刊发

表 SCI 论文 6 篇。2017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 项。2017 年第十四届张锡均基金全国青

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且获得 佳表达奖。 

二、作者获奖工作介绍 

G 蛋白偶联受体（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和瞬时性受体电位（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TRP）离子通道是跨膜的涉

及广泛生物过程的蛋白质，可以介导对细胞各

种刺激的急性和适应性反应。G 蛋白偶联受体

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30%的临床处方药的

直接靶点都是 GPCR。然而，GPCR 信号转导

的内在机制和作用模式还在逐步揭示的过程

中。GPCR 的激活几乎在生理的每一个方面发

挥着根本的作用，如神经元活动，能量稳态和

免疫应答。TRP 通道可通透钙离子等非选择性

阳离子，在各种感官中发挥关键作用，如热激，

机械刺激，疼痛，瘙痒和慢性炎症刺激等。TRP

通道不仅可以通过各种化学（机械和热刺激）

直接激活，也可以作为 GPCR 下游 G 蛋白依

赖信号转导途径的主要信号分子。传统的观点

认为，GPCR 的信号转导包括两个时相，第一

波信号由 G 蛋白介导，一般在细胞膜上而且发

生比较快（2 分钟以内），而第二波信号则由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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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蛋白 Arrestin 介导，一般发生在内质网上，

比较慢（5 分钟以后）。这个传统思维近来受

到挑战，但是 arrestins 介导急性的 GPCR 功能

而不是介导脱敏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血管紧张素受体 1（AT1R）属于典型的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AT1R 偏向性配体

通过激活 G 蛋白依赖的或非 G 蛋白依赖的β

-arrestin 途径产生不同的效应。 近的研究结

果表明，针对 AT1R-拘禁蛋白偏向性途径的配

体对治疗心衰，要比氯沙坦具有更好的疗效。

但是血管紧张素通过其受体刺激肾上腺髓质

后产生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某些心

血管疾病是不利的。目前 AT1R-拘禁蛋白偏向

性配体-TRV120027 已进入三期临床，所以我

们主要研究拘禁蛋白介导的AT1R信号途径是

否影响肾上腺嗜铬细胞儿茶酚胺的分泌及其

机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分离雌性小鼠的原代肾

上腺嗜铬细胞，使用特异的 G 蛋白偏向性或β

-拘禁蛋白偏向性 AT1R 激动剂研究不同偏向

性信号通路对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分泌的影

响及分子机制。我们通过电化学方法、钙成像

记录法、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法检查临床前药

物 TRV120027 对儿茶酚胺分泌的影响，并应

用信号通路中小分子抑制剂、电生理方法、免

疫共沉淀实验、野生型或β-arrestin-1-/-、β

-arrestin-2-/-、Gq-/-或 TRPC3-/-敲除小鼠，检

测TRV120027刺激儿茶酚胺分泌的分子机制。

我们研究显示 AT1R 的β-拘禁蛋白偏向性配

体引起小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的钙离子内流而

导致儿茶酚胺的量子化释放。TRV120027，一

种β-arrestin-1 偏向的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激动

剂 1 型（AT1R），通过与（TRPC3）耦合引

起急性儿茶酚胺分泌。TRV120027 可以将

TRPC3 或磷酸肌醇特异性磷脂酶 C（PLCγ）

募集到 AT1R-β-arrestin-1 上，形成复合物而

起作用。在β-arrestin-1 和 PLCγ之间，使用

β-arrestin-2 替代β-arrestin-1 的 C 末端区域或

使用特异性 TAT-P1 肽阻断相互作用， 终

TRV120027 诱导的 TRPC3 激活。采取我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 GPCR-arrestin 复合物启动了非

脱敏信号通过与离子通道耦合在质膜上。β

-arrestin-1-TRPC3 途径在可能是不同 GPCR 激

动剂诱导分泌中的一般通路。 

这项工作揭示了除了经典的 G 蛋白-TRP

通道轴，β-arrestin-1 也可以介导急性生理过

程，通过直接结合并由此激活 TRPC3 通道。

尤其在 GPCR 信号和拘禁蛋白功能领域，

AT1R-β-arrestin-1-TRPC3 分泌模式是一种新

的 GPCR 激活方式。综合起来看，本研究有助

于阐明 GPCR 是如何调节离子通道活动的，并

为临床上治疗心力衰竭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人类在某些生理和病理条件，阐明细胞对环

境刺激产生的不同反应也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Zuying Chai 等针对本研究写出评论文章，

β-arrestin-1: Bridging GPCRs to active TRP 

channels 于 2017 年 5 月发表于 Channels，阐述

此发现的广泛生理学意义，尤其有助于阐明

GPCR 是如何调节离子通道活动的，为临床上

治疗心力衰竭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获奖文章目录 

Chun-Hua Liu #, Zheng Gong #, Zong-Lai 

Liang, Zhi-Xin Liu, Fan Yang, Yu-Jing Sun, 

Ming-Liang Ma, Yi-Jing Wang, Chao-Ran Ji, 

Yu-Hong Wang, Mei-Jie Wang, Fu-Ai Cui, Amy 

Lin, Wen-Shuai Zheng, Dong-Fang He, 

Chang-xiu Qu, Peng Xiao, Chuan-Yong Liu, 

Alex R.B. Thomsen, Thomas Joseph Cahill III, 

Alem W. Kahsai, Fan Yi, Kun-Hong Xiao, Tian 

Xue, Zhuan Zhou, Xiao Yu & Jin-Peng Sun *. 

Arrestin-biased AT1R agonism induces acute 

catecholamine secretion through TRPC3 

coupling. Nat Commun. 2017;8:1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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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武汉协和国际消化病大会—暨中国生理学会 

   消化与营养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   教授/主任/各位同仁： 

您好！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养专委会

第三届学术会议拟定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23

号（周五~周日）在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

此次学术会议欢迎所有从事消化与营养专业

的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护人员积极参加，请各

位老师预留日程，积极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0 日报到，2019

年 6 月 21 日会议。本次会议后将同时举办武

汉协和高峰论坛（6 月 22 日-23 日），已注册

本次消化与营养专业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后续

会议可免注册费。 

2.报到和会议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二、会议报告内容及报告时间： 

组委会拟定上午临床专家讲座，下午基础

专家讲题。 

晚上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基础与临床，35

岁以下）论文比赛。 

报告时间：专家讲座 20 分钟，青年会场

论文比赛 10 分钟。 

 

三、会议主要议题 

1.脑-肠对话； 

2.胃肠神经、体液、内分泌、免疫调节与

疾病； 

3.胃肠动力与功能性胃肠紊乱； 

4.胃肠粘膜分泌与吸收功能、调节、及其

异常； 

5.胃肠粘膜屏障与屏障紊乱； 

6.肠道菌群与肠道稳态； 

7.消化道营养与代谢； 

8.消化系统疾病及其他科学问题。 

四、会议征文 

会议鼓励参会代表积极向本次会议青年

学者与研究生专题投稿，凡符合上述研讨会主

题的论文摘要均可投稿。会议摘要要求论点明

确、叙述清楚、文字精炼，限 1000 字以内，

需包括题目、作者及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等，

摘要具体格式见附件一，请将摘要投至会务联

系 老 师 邮 箱 （ 张 晓 丽  15810414682 

xiaoli3.23@163.com），截止日期 2019 年 6 月

10 日。本次会议论文奖励：一等奖 1 名，奖金

1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 8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 500 元。 

五、会议收费标准（会议将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注册并缴费 2019年 5月 30日后和现场注册并缴费 

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非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学生会员** 500 元 600 元 

学生非会员 600 元 700 元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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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会员是指交齐了会费的会员（学会将根据交纳会费的记录界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学生非会员需是注册时依然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 

*** 博士后、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大力提倡会前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

国生理学会账号，报到现场领取发票并避免报

到现场排队缴费；会前来不及办理交费手续者

也可现场交费（根据会议情况会议后邮寄发票

或会场领取发票）。请注意勿通过 ATM 机汇

款，该汇款方式学会无法收到进账单。 

汇款时请注明“姓名+武汉会议”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1)为了确定交费人数，转帐时请注明实际

参会人数，并将汇款凭证及参会回执发至

xiaoli3.23@163.com  

2)学生缴费后请将学生证扫描件连同汇

款单凭证扫描件一并发至 xiaoli3.23@163.com 

六、会议住宿标准及预定 

会议提供香格里拉酒店（五星级，豪华包

间 550 元/晚，含早餐，会场酒店）和兆瑞酒

店（四星级，标间 400 元/晚，含早餐，距会

场 50 米）两种住宿，因会议期间床位紧张，

敬请提前填写下面回执。 

会务组联系人：武汉协和医院刘劲松 13871593366  jsliu@126.com 

              首都医科大学张晓丽 15810414682  xiaoli3.23@163.com 

              有关开发票事宜咨询杨敬修 13911457589  shengli14@126.com 

 

 

                                                                             中国生理学会   

消化与营养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 

 

 

 

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学术会议会议通知 

  
尊敬的参会人员： 

为汇集国内干细胞生理研究领域的优秀学

术带头人和专家，搭建本领域研究人员之间合

作与交流纽带，促进本领域科研工作的发展，

加速干细胞生理相关研究的临床转化，由中国

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

生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7 月 28-30 日在青岛召开，诚挚地邀请您莅临本

次会议并做会议报告。鼓励学生报名参加学习

交流。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

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 

二、会议注册标准（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中国生理学会会员和会议报到现场即时注

册入会者即可享受优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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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注册 2019 年 7 月 1 日-现场注册 

会员* 1200 元 1300 元 

非会员 1300 元 14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900 元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会员是指交齐了会费的会员(学会将根据交纳会费的记录界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学生会员需是注册时依然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注册时须通过电子邮

件或传真将学生证扫描件或复印件发至学会办公室(梅竹信箱:maymei819＠126.com) 

*** 博士后、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大力提倡会前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

国生理学会账号，避免报到现场排队，还可在

报到现场直接领取机打发票;会前来不及办理

交费手续者也可现场交费。请注意不要从

ATM 机汇款，因此种汇款方式，学会收不到

进账单。 

请将准确开发票信息发给学会办公室杨

敬修 shengli14＠126.com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姓名+干细胞”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北京工商行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三、会议地点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青岛市滨海公路 72 号） 

四、住宿标准 

中信证券会议中心酒店（420 元/晚）,含

早餐，双人间和单人间价格一致。 

五、联系方式 

注册参会，住宿等请联系王老师，邮箱：

wang_yf@sdu.edu.cn，电话：15863185899 

六、会议日程 

7 月 28 日全天：报到（中信证券会议中心

酒店） 

7 月 29 日全天：学术报告（山东大学青岛

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7 月 30 日上午：专业委员会未来发展研讨 

7 月 30 日下午：离会 

七、交通路线： 

（1）火车（青岛站）：乘地铁 3 号线至

五四广场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苗岭路站，换

乘地铁 11 号线至山东大学站下车，向东步行

约 500 米。 

（2）火车（青岛北站）：乘地铁 3 号线

至五四广场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苗岭路站，

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山东大学站下车，向东步

行约 500 米。 

（3）火车（即墨北站）：乘 136 站公交

车至山东大学站。乘出租车至山东大学青岛校

区约 100 元。 

（4）飞机（流亭机场）：乘出租车至山

东大学青岛校区约 120 元。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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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暨“运动与慢性病防控”学术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您好！ 

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

议拟于 2019 年 7 月 13-16 日在辽宁师范大学

召开，同时将举行“运动与慢性病防控”学术

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和与会代表

就相关领域的研究和 新进展进行学术交流。

会议热诚欢迎从事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各位

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

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CSEP）主办，

辽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承办。 

一、会议宗旨  

随着“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的提出，

体医结合成为慢性病防控的新模式，同时也凸

显了运动生理学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中的重要价值。本次会议旨在探讨运动与

慢性病防控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取得的

新成果，为广大体育及健康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提供一个展示其 新研究成果的平台，分享和

交流研究心得经验，分析和把握国际及国内该

领域研究的热点，促进未来的研究和成效。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13 日-16 日。具

体为：13 日报到，14、15 日全天为研讨时间，

16 日离会。  

报到及住宿地点：辽宁师范大学文化交流

中 心 。 总 台 电 话 ： 0411-82158480    

0411-82158019（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

路 850 号。） 

三、主要议题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运动与慢性病防

控”，涉及以下主要议题： 

（一）运动促进健康的生物学机制与效果评价 

（二）运动促进健康的个性化精准指导方案 

（三）运动与心脑血管疾病 

（四）运动与糖尿病 

（五）运动与肥胖 

（六）运动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七）运动与骨质疏松 

（八）运动营养与慢性病防控 

（九）运动健身产业的“黑科技” 

（十）运动与慢性病防控的大数据 

（十一）运动健身中的风险防范 

（十二）运动健身中的损伤预防与康复 

（十三）其他 

四、研讨形式  

（一）特邀报告：特邀专家报告 4 个（每

个 30 分钟）。 

姓名 单位 职称 报告主题 

杨则宜 国家运动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老年肌少症研究 新进展及营养策略 

赵  丽 北京体育大学 教授 有氧运动调节突触稳态可塑性的研究 

郭建军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体医融合

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体医融合推动运动生理学发展进入新阶段 

姜永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教授 慢性病患者的运动康复临床新进展 

（二）口头报告：按投稿评审结果安排（每

个报告 10 分钟）。 

（三）墙报交流：按投稿评审结果安排。 

（四）书面交流：按投稿评审结果安排。 

五、摘要要求  

（一）出版论文集。选题范围参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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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部分，但不局限于此。  

（二）论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请作者确

保论文内容真实客观，文责自负。  

（三）投稿截止时间：论文报送截止日期

为 2019 年 6 月 23 日，大会只接受网上投稿，

每位第一作者限投稿不超过两篇。 

投稿请登录网址：

http://sportuni.zhongkefu.org.cn/exhpro/site/inde

x?fair_id=363 注册进行投稿。

六、会议费用 

代表类别 
2019 年 6 月 30 日（含）前注册、

缴费 

2019 年 7月 1日以后至现场注册、

缴费 

生理学会会员 1000 1100 

非会员 1100 1200 

学生会员 600 700 

学生非会员 700 800 

备 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会

员指已缴纳会费的会员。学生指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现场注册

请出示学生证。博士后、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提倡会前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国生

理学会账号，避免报到现场排队，还可在报到

现场直接领取机打发票；会前来不及办理交费

手续者也可现场交费。 

请注意不要从 ATM 机汇款，因此种汇款

方式，学会收不到进账单，汇款时请注明“姓

名+运动会议”。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会务费包括电子版论文集、大会提供的文

件袋、会议报告讨论等。差旅费和食宿费自理。 

 

七、其它  

住宿酒店标准及具体行程路线见投稿网

站通知。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成东，电话：18525470797（辽

宁师范大学）  

汪  军，电话：13693385693（论文） 

何  辉，电话：13811920909（招商） 

杨敬修 13911457589  shengli14@126.com 

（缴费、发票事宜） 

 

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6 日

 

附件：摘要格式要求 

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排，文头顶空一行。  

作者姓名：小三号楷体，居中排，两字姓名中间空一全角格，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  

作者单位：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五号宋体，居中排，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

作者单位与省市名之间用逗号，城市名与邮编之间空一全角格。作者单位多于一个在作者姓名处

用上角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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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需列出3～5 个。“关键词”三字小五号黑体，其他小五号宋体，中文关键词之间用分号。  

摘要正文：中文摘要正文总字数严格控制在 1500 字以内。应征中文摘要必须具有科学性、

先进性、实用性，重点突出，文字力求准确、精练、通顺，分别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

分撰写。摘要正文不得有图表。摘要正文五号宋体通排；行间距为 1.5 倍。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会议 

第二轮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将于本年度召开第十二届全

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研讨会将为全国生理学工

作者提供报告生理学教学研究成果和交流教学

改革经验的平台，会议组委会还拟邀请生理学界

知名学者就生理学的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作大

会专题报告，并分专题进行主题研讨。会议期间，

还将进行生理学教材研讨，要请《生理学》（第

9 版）部分作者就生理学教学相关难点和重点进

行专题讲座。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办。欢迎各位同道踊跃向会议投寄论文摘

要，通过会议组委会审查的论文摘要将在《生理

通讯》增刊上刊登；会议组委会还将遴选部分投

稿人在会议上发言。不提交论文摘要的欲参会

者，经会议注册并向学会缴纳注册费后亦可参加

会议。 

一、会议时间和报到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16 日（8 月

13 日报到） 

报到地点：厦门庐山大酒店（厦门庐山智选

假日酒店） 

酒店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102 号，近

莲花路（酒店电话 0592-5136888） 

二、会议主题 

1.生理学国家（省、市）重点学科和人才队

伍建设的经验介绍。 

2.生理学慕课建设及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的经验介绍。 

3.将思政教育融入生理学教学中的经验介绍。 

4.生理学“金课”建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翻转课堂”等生理学课堂教学改革的

探讨。 

5.虚拟实验、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室建设经

验介绍。 

6.生理学教材建设与教材使用的探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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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生命科学和生物

技术专业的生理学教学探讨。 

9.高等中医药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医

药专科院校的生理学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的探讨。 

10.中等卫生职业学校的生理学理论课和实

验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的探讨。 

11.生理学教学其他相关改革和经验的介绍。 

三、会议论文摘要征集范围和投稿要求 

1.论文摘要征集范围：凡符合上述会议主题

的论文摘要均在征集范围。 

2.论文摘要的内容：文题、作者姓名、单位、

城市、邮编、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正文，

正文字数 800-1000 字（含标点符号）。 

3.论文摘用的编写格式：使用微软 Word 进

行文稿编辑和排版，具体的要求为：①页面设置

为 A4 幅面（页边距：上下 2.54 cm，左右 3.17 

cm），在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号字标注以上列

出的论文摘要征集范围的编号，加一空行后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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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摘要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城市、邮编和摘

要正文等内容；②题目用黑体四号字居中打印；

③作者与题目之间空一行，两位及两位上作者

时，姓名之间空一字，不加标点，用楷体五号字

居中打印；④作者单位、城市和邮编用宋体小五

号字居中打印；⑤在正文第一行与作者单位行之

间空一行，用宋体五号字两端对齐打印，每段首

行缩进二字。 

4.论文摘要的投稿：请将论文摘要的电子版

本用电子邮件附件方式传送至“中国生理学会办

公室，梅竹（maymei819@126.com） , 肖玲

(xiaoling3535@126.com）”收，邮件的主题请注

明“教学研讨会”，无需邮寄纸质版稿件。 

5.征文截稿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以电

子邮件的发送日为准）。 

四、会议注册和注册费的标准 

1.会议注册费：请见下列表格 

将用于会议所需各项会务费用、为参会者提

供的会议资料和会议期间用餐等项支出。 

2.注册费的收取标准：会议对提前注册的中

国生理学会会员（交纳了第 25 届（2019 年-2022

年）会员会费者）和非会员参会者实行注册费优

惠，现场注册收取全额注册费。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 

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7 月 30 日以后至会议报到现 

  场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普通会员 1000 元 1100 元 1200 元 

非会员 1100 元 1200 元 1300 元 

学生会员 650 元 750 元 850 元 

学生非会员 750 元 850 元 950 元 

备注 

1.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2. 会员指已缴纳会费的会员。学生指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现场注册请出

示学生证。博士后、住院医师、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3.审稿费和注册费缴纳方式（汇款时请注

明：姓名+单位+教学会议）： 

银行转账（注意不要用 ATM 机汇款，因

此种汇款形式，学会得不到银行回单）：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行北京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减少参会人员的麻烦，

参会者可将会议注册费汇入学会账户。 

五、住宿地点：厦门庐山大酒店（又称厦

门庐山智选假日酒店，四星级） 

住宿标准：每间 300 元（单人间和双人间

价格相同，含早餐） 

六、交通路线： 

（一）自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1）乘出租车约 30 元 

（2）步行 951 米到达太古宿舍站，乘坐

650 路途径 1 站到达殿前站，再步行 166 米到

达殿前站(5 口)，乘坐地铁 1 号线途径 5 站到

达莲花路口站，步行 72 米到达终点厦门庐山

大酒店。        

（二）厦门火车站 

（1）打车约 10 元 

（2）步行 296 米到达火车站，乘坐 952

路途径 2 站到达莲花路口东站，步行 165 米到

达终点厦门庐山大酒店。 

（三）厦门北站 

（1）打车约 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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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行 417 米到达厦门北站(2 口)，乘

坐地铁 1 号线途径 16 站到达莲花路口站，步

行 72 米到达终点厦门庐山大酒店。 

七、招商信息 

会议将组织生理学教学和科研仪器、生理

学教材的展览，有意参展的厂商和出版社请与

中 国 生 理 学 会 办 公 室 肖 玲 联 系

（010-65278802；xiaoling3535@126.com）。 

八、特别提醒 

请参加“泰盟杯”比赛教师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完成作品提交。2019 年 8 月，主办

方组织专家评审，评选出获奖作品，将在 2019

年 8 月 13 日-16 日在厦门举行的中国生理学会

第十二届全国教学研讨会进行现场颁奖,请参

赛的老师抓紧报名参会，获奖作者不参加现场

颁奖的只获得奖励证书，无相应奖金。 

热忱欢迎生理学教学工作者、教学管理工

作者，生理学教学和科研仪器厂商代表和生理

学教材出版社代表参加会议！ 

学会办公室联系人：肖 玲  梅 竹  

联系电话： 010-65278802，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电子信箱： 肖玲 xiaoling3535@126.com

或梅竹 maymei819@126.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6 月 25 日 

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全国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参会报名及预定住宿回执 

姓  名  单 位  职称  

手  机  邮箱  

是否预定会议酒店“√”  不预订或已有其他安排“√”  

住宿日期（在选项前打“√”）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 

预定房型 单人间（  ）； 双人间（  ）； 双人间合住（  ） 

回执请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发至：maymei819@126.com ；xiaoling3535@126.com 

注意：征文截稿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研究生, 您好！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

研讨会”拟定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8 月 22 日

在山西太原举行。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和

精英学者，围绕心血管相关领域展开 新研究

成果的汇报与交流。大会欢迎全国各地从事该

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本次研讨会。本次会

议由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主办，

山西医科大学承办，中国生理学会和山西省生

理学会协办，会务工作由山西大有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学专业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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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山西医科大学/细胞生理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大会名誉主席：唐朝枢  朱妙章  袁文俊  

吴博威  王宪  朱毅 

大会主席：杜杰  曾晓荣 

大会副主席：王庭槐  王伟忠  陈思锋  

孔炜 

大会执行主席：曹济民 

二、会议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8 月 22

日（8 月 19 日报到, 20-21 日会议报告，22 日

代表离会）（会议日期更改说明：为避开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2019.8.8-18 太原），本会议日

期改为 8 月 19 日-8 月 22 日，望代表们谅解）。 

三、会议地点：山西饭店（太原市迎泽区

纯阳宫路 51 号）  

四、代表住宿地点：山西饭店 

五、大会主要内容 

（一）会议主要议题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聚焦前沿，跨越发

展”。主要涉及以下议题： 

1. 重大心脏、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转化

研究； 

2. 组学和大数据在心血管疾病研究中的

应用； 

3. 肠道菌群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 

4. 炎症、免疫与心血管疾病； 

5. 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控及心律失

常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6. 其他相关研究。 

（二）会议研讨形式 

1. 特邀报告：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知名心血

管专家做大会特邀报告（30 分钟）。 

2. 专题报告：采取中国生理学会会员自愿

报名和学术委员会筛选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人

选，报告时间 20 分钟（含讨论）。 

3. 交流报告：报告人选择方式同“专题报

告”，报告时间 10 分钟（含讨论）。 

4. 墙报展示：可增加交流人数，充分展示

成果。展板为会务公司提供的标准展板，拟墙

报交流者制作标准墙报即可。 

5. 青年优秀论文报告和评选：大会将组织

青年优秀论文评比，参比者 1979 年 1 月 1 日

后出生。报告时间 10 分钟（含讨论）。其它

要求见以后通知。 

六、注册及住宿 

（一）住宿费： 

山西饭店：标间 428 元/间；大床房 468

元/间。 

（二）会议注册费：

 2019 年 7 月 18 日前注册并缴费 2019 年 8 月 19 日-现场注册并缴费 

会员* 1200 元 1300 元 

非会员 1300 元 14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900 元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会员是指交齐了会费的会员（学会将根据交纳会费的记录界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学生非会员需是注册时依然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注册时需在会议系统中

提交学生证的影印件。 

*** 博士后、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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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注册费交付方式：大力提倡会

前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

避免报到现场排队，还可在报到现场直接领取

机打发票；会前来不及办理交费手续者也可现

场交费。请注意勿通过 ATM 机汇款，该汇款

方式学会无法收到进账单。 

汇款时请注明“姓名+太原心血管会议+发

票抬头”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所有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将回

执（附件一）和摘要（附件二）以邮件形式发

送给我们（邮箱：wzhaojun1025@126.com）。

会议日程表及市内交通等信息将在第三轮通

知中告知。 

注意：将注册费提前汇到中国生理学会的

代表，应同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一并随回执发

到秘书邮箱 wzhaojun1025@126.com，以便统

计参会人数。 

七、联系方式与联系地址： 

1. 会务组：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 56 号

山西医科大学迎泽校区生理学系，邮编：

030001。 

联系人：王昭君（注册和论文收集整理，

手机 15135101161）；任亚楠（会务，手机

18203410932）；任小则（接送站，手机

18636106321）；曹济民（总负责，手机 

18434349258）。 

2.酒店：山西饭店，电话 0351-6688888；

会务公司联系人胡楠（手机 18334771555）。 

 

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 

                     山西医科大学 

              细胞生理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9 年 4 月 10

征文通知 

征文内容及要求：现向全国生理学科技工

作者征集会议论文摘要（中文或英文均可），

论文涉及上述第二轮通知的研究领域。 

1. 凡 2019 年 6 月前未正式发表或未在国

际学术会议中作过的专题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投稿。 

2. 应征论文摘要结构分为目的、方法、结

果及结论四部分，字数限 800 字以内，含题目、

作者及单位），文责自负。中文稿须另页附英

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和所在城市的英文名

称及邮编。中、英文一律用微软 Word2000 或

Word 2003 编辑，文稿的编辑用如下格式：论

文标题：中文稿用黑体（四号，居中），英文

稿用 Arial（四号，居中）。中文题目不超过

24 个字。作者和单位：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

居中），英文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小

四号、居中）。正文：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

两端对齐），英文稿用 Times New Roman（小

四号，两端对齐）。 

3. 第一作者投稿限一篇，在其他文章中排

名第二及以后者数量不限。 

4. 大会特邀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推荐，大会

及专题报告经审稿后决定。 

5. 请有意参加会议的代表务必将论文摘

要于征文截止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提交。会

议只收录论文摘要。 

6. 会议将进行统一审稿，论文摘要将编入

大会论文摘要集。 

7. 会议将在会场提供多媒体，大会特邀报

告为 30 分钟，专题报告为 20 分钟，交流报告

10 分钟。 

8. 大会将组织青年优秀论文评比，参比者

1979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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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 

大 会 回 执 表 

（注册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18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单位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E-mail  

手机  传真  

是否有家属陪同参加 是（    ）           否（   ） 

入住酒店 □ 山西饭店 

是否愿意合住 是（    ）           否（   ） 

住宿时间/离会时间  

论文摘要题目  

申请交流方式 □专题报告  □交流报告 □墙报  □青年论文交流 

所有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将此

回执发送至 wzhaojun1025@126.com，会议将

根据回执安排住宿（交通及住宿费自理）。感

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会务组电子邮箱：zhaojun1025@126.com 

 

 

会务组联系电话： 

王昭君（电话 15135101161）； 

任亚楠（电话 18203410932）； 

任小则（电话 18636106321）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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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第二轮通知） 

生理学属于现代医学的奠基学科之一，诺

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说明了其重要地位。近年

来，生理学的重要分支神经科学得到了大力发

展，以致于 21 世纪被称为脑科学的世纪。许

多前沿科研技术用于神经科学研究，包括：光

遗传、双光子显微镜以及膜片钳技术等。自

2013 年起，中国教育部就开始倡导开展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医学实验，特别是 VR、

AR、AI 等一批新技术逐渐应用到教学科研领

域，遵循动物实验的 3R 原则以及动物伦理在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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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医科院校得到重视。因此，如何减轻实验

动物使用数量，提高动物福利等也得到越来越

多的业内学者倡导，故而以动物实验为主导的

传统机能实验学将迎来新的挑战。为此，中国

生理学会将于 2019 年 7 月 15-18 日在吉林省

延吉市举办前沿生理学实验技术高端论坛讲

座及实验班，届时将聘请国内具有丰富教学与

实践经验专家授课，详细讲解神经科学研究相

关的理论知识和前沿技术应用。同期，还将举

办“泰盟杯”机能实验趣味比赛。欢迎各位老

师踊跃报名参加学习班和实验比赛。 

一、授课时间及报到地点 

授课时间：2019 年 7 月 15-18 日（7 月 14

日报到） 

报到地点：延边乾元翔宇酒店（延吉市公

园路 780 号前台电话：0433-2241999） 

依托学校：延边大学医学院 

二、收费标准及汇款方式（食宿统一住宿

安排，费用自理） 

收费标准：1700 元/人，包括教材，实验

动物，上机操作。 

汇款方式：大力提倡会前将会议注册费直

接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避免报到现场排

队，还可在报到现场直接领取机打发票；会前

来不及办理交费手续者也可现场交费。请注意

不要从 ATM 机汇款，因此种汇款方式，学会

收不到进账单。 

汇款请注明是交纳“延吉学习班费用”，

请将准确开发票信息发给学会办公室杨敬修

shengli14@126.com 

学会电汇账号：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三、课程内容 

（一）专题讲座：

姓  名 单  位 授课内容 

王  韵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待  定 

李俊发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蛋白质研究技术 

胡志安 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 自由活动动物电生理和成像技术 

杜  鹃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TRPP2对头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薛  天 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 视觉修复与视觉增强 

柳巨雄 教授 吉林大学 GPR109A 抗炎功能研究进展 

赵  华 教授 吉林大学 厌恶和奖赏与机体稳态 

黄  武 董事长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虚实结合的人体生理实验 

徐国标 副总经理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药理和行为学应用技术探讨 

邱德来 教授 延边大学 在体膜片钳技术及其应用 

孟凡平 教授 延边大学 肝病的免疫学基础 

（二）教学实验： 

1．理化因素及药物对离体蛙心收缩功能的影响 

2．家兔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 

3．离体兔肠实验  

4．蛙心电实验  

（其他实验项目可以增加或调整） 



 

 125 

（三）演示实验： 

1. 微循环观察 

2. 小鼠在体 LTP 记录 

3. Langendorff 离体心脏灌流 

4. 药理、行为学实验演示 

5. 科研级水平的大小鼠无创血压实验 

6. 全新的机能虚拟实验课件展示 

7. 虚实结合人体生理信号实验系统演示 

8. 医学虚拟现实（VR）实验演示 

9. 脑片膜片钳、光遗传演示实验 

10.机能实验趣味比赛 

四、住宿酒店及价格 

住宿酒店：延边乾元翔宇酒店 

住房价格：400 元（单人间和双人间相同，

含早餐） 

报名参会及预定住宿的回执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发至：maymei819@126.com ；

xiaoling3535@126.com 

五、交通路线 

（一）乘飞机： 

朝阳川机场到乾元翔宇酒店 共计 6 公里 

打车约 18 元 预计 15 分钟 

（二）乘火车： 

（1）延吉西站高铁到乾元翔宇酒店：共

计 7.2 公路 打车约 20 元 预计 16 分钟 

（2）从延吉火车站到乾元翔宇酒店：共

计 2.5 公里 打车约 7 元 预计 6 分钟 

联 系 人：梅 竹  肖 玲  

电    话：010-65278802  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中国生

理学会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梅竹（maymei819@126.com）

肖玲（xiaoling3535@126.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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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及预定住宿回执 

姓  名  单位  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邮  箱  是否预定会议酒店“√”  

住宿日期 

（在选项前打“√”）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 

预定房型 单人间（  ）； 双人间（  ）； 双人间合住（  ） 

 备注“√” （    ）不预订或已有其他安排 

回执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发至：maymei819@126.com ；xiaoling353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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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生理和行为学实验培训班报到通知 

（第二轮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5-8 日在

湖南省吉首市举办中国生理学会生理和行为

学实验培训班，请持本通知报到。 

一、授课时间、地点及报到地点 

授课时间：2019 年 8 月 5-8 日（8 月 4 日

报到） 

授课地点：8 月 5-6 号两天在宾馆里上课，

8 月 7-8 号两天在吉首大学医学院上课 

报到地点：湖南省湘西民族宾馆贵宾楼一

层大堂（吉首人民中路 7 号 8） 

依托学校：吉首大学医学院 

二、收费标准及汇款方式 

收费标准：1700 元/人，包括教材，实验

动物，上机操作。 

汇款方式：提倡尽早通过学会账号汇款，

学会收到汇款，将开好机打发票并在报到现场

发放；来不及前期缴费者，也可现场缴费。 

    学会电汇账号：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注意： 

（1）请将培训费直接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

汇款请注明“吉首学习班”（请注意不要经

ATM 机操作，因此种汇款方式，学会收不到

银行进账回单； 

（2）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三、课程内容 

（一）专题讲座： 

姓名 单位 授课内容 

陆  源 教授 浙江大学 实景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和生理科学实景仿真实验教学 

汪萌芽 教授 皖南医学院 脊髓运动神经元的细胞电生理技术与突触传递研究 

李先辉 教授 吉首大学 认知障碍与痴呆的动物模型及判断标准 

易光辉 教授 南华大学 对机能实验学三种教学运行模式的利弊探讨 

王烈成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膜片钳和钙成像技术在生理学实验和科研中的应用 

姚丽华 教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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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正 博士 吉首大学 
湘西苗医刘氏小儿推拿流派的文化特色和临床应用 

（湘西苗医小儿推拿流派第六代传承人） 

曹  乐 博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人工智能+大数据包含在物联网应用介绍 

（二）演示与教学实验： 

1.神经干的动作电位、兴奋传导速度和不应期测定。 

2.呼吸运动的调节 

3.同一动物运动中枢疲劳、神经肌肉接头及骨骼肌疲劳的观察 

4.尿生成的影响因素 

5.动脉血压的调节和药物对动脉血压的影响 

6.小动物步态智能分析系统的实验方法培训与应用实例解析 

7.小动物行为分析中轨迹追踪实验方法演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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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动物认知行为实验操作培训 

9.小动物运动行为实验操作培训 

10.小动物情绪行为实验操作培训 

11.全自动测痛分析系统的实验演示 

四、住宿地点、住宿标准及选择 

湖南省湘西民族宾馆 （吉首人民中路 7 号） 

 选择 价格 是否合住 

贵宾楼 单人间（含早餐） 340 元  

 双人间（含早餐） 340 元 是否合住请打“√” 合住 包房 

迎宾楼 单人间（含早餐） 250 元  

 双人间（含早餐） 250 元 是否合住请打“√” 合住 包房 

欲参加学习班的老师请认真填写住宿预

定回执，并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发送电子版

至学会电子邮箱（见下），以便为您安排好住

宿。 

五、交通路线：请老师根据自己到达吉首

火车站、铜仁飞机场、怀化飞机场或车站的实

际地点上网查询乘车信息后自行前往湖南湘

西民族宾馆。交通图附后。 

欢迎从事机能实验教学与科研的老师踊

跃报名。 

联 系 人：梅 竹  肖 玲  

电    话：010－65278802   

010-85158602（注册缴费）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中国生理学会 邮编：100710  

电子信箱：梅竹（maymei819@126.com） 

肖玲（xiaoling3535@126.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7 月 8 日

 

 

 

 

中国生理学会第一届生理学知识大赛 

暨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第五届中国地区赛成功举办 

2019 年 5 月 11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一届

生理学知识大赛暨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第五

届中国地区赛在徐州医科大学主校区学术报

告厅举行。本次竞赛由中国生理学会、国际医

学生理学知识竞赛中国赛区组委会、江苏省生

理科学学会和徐州医科大学共同主办。比赛由

徐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孙红教授主

持，副校长蔡红星教授出席大赛开幕式并致欢

迎辞。中国生理协会副理事长兼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罗自强教授、江苏省生理学会理事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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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王建军教授、江苏省生理学会秘书长张朝教

授莅临大赛并担任评委。国际医学生理学知识

竞赛组委会主要组织者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Hoe See Ziau 教授应邀参加担任评委并亲自主

持了 后的决赛。比赛结束后，罗自强教授、

王建军教授、张朝教授和 Hoe See Ziau 教授向

各获奖代表队颁奖。 

复旦大学等 22 所高校的 36 支代表队，近

300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比赛。清华大学、武汉

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和湘南学院观摩了比赛。 

比赛采用全英文读题，手写或口头作答的

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参赛选手的医学生理学知

识储备和英语交流能力。比赛共分四轮。第一

轮和第二轮采用手写作答的方式，每轮 5 个回

合。每一回合各队依次派出一名选手共同回答

3 个问题，听到提问后将答案写在答题板上。

每支代表队累积回答 15 个问题，依据总积分晋

级。第三轮（半决赛）和第四轮（决赛）采用

口头作答的方式。每队的每个参赛选手依次独

立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能作答或答案错误，

则由其它队主答队员抢答，亦依据总积分晋级。 

比赛中，参赛选手在台上沉着镇定、据理力

争，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和实力。利用比赛间歇，

各校带队教师和参赛选手则相互交流沟通，互留

联系方式，加深了各兄弟院校间的了解和友谊。 

经过四轮激烈比拼，安徽医科大学、复旦

大学、西南医科大学和海南医学院获得一等

奖，其中安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医科

大学分获前三名。中南大学、厦门大学、徐州

医科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和青岛大学获得二

等奖，同济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温州医科

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湖

北理工学院和湖北医药学院获得三等奖。获奖

代表队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比赛在紧

张、激烈、友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赛后，参赛师生纷纷表示比赛提高了他们

对生理学的学习热情以及精益求精的学习态

度，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

时，比赛的成功举办，也使更多的医学教育圈

子里的人分享和了解了生理学知识大赛暨国

际生理学知识竞赛这项活动，更多的医学院校

打算组队参赛。 

中国生理协会副理事长兼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罗自强教授对本次比赛进行了指

导，对比赛的方式和规则等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同时也对本次比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比

赛提高了学生对生理学的兴趣、锻炼了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提升了英语水平、增强了团队

协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 

国际医学生理学知识竞赛中国赛区组委

会利用中午时间讨论了明年赛事相关事宜，初

步确定了明年比赛的时间、方式和规则，并领

取了出题任务。 

赛后来自各高校的带队教师兴致勃勃地

进行了面对面的教学研讨，多位资深专家介绍

了各自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参会教师都表示受

益匪浅，纷纷要求将各位专家的发言整理成

文，制成专刊，让大家分享。 

    

                  赛场全貌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Hoe See Ziau 教授主持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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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理协会副理事长兼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罗自强教授担任评委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际医学生理学知识竞赛中国赛区组委会合影 



 

 130 

 

 

 

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9 年新一届专业委员会会议在中国苏州成功举行 

2019 年 5 月 24 日，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

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9 年新一届专业委员会会

议在江苏苏州银力体育学院成功举行。本次会

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

办、由银力体育和江苏省敏驰体育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承办。来自全国 20 多家单位的 31 名委

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由新一任主任委

员杭州师范大学徐玉明教授主持，银力体育的

公司负责人彭可佳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致欢迎辞。

   

    承办单位负责人致欢迎辞      体适能专委会发起人王瑞元教授讲话   前任主任委员张一民教授讲话 

会议伊始，体适能委员会的发起人北京体

育大学王瑞元教授介绍了学会的成立初衷和

发展历程，介绍了运动生理学委员会和体适能

委员会的区别和发展思路，并借助其他学会的

发展历程和优秀经验为体适能专业委员会下

一步的重点发展领域指明了方向。学会首届主

任委员南京体育学院孙飙教授回顾了学会的

发展历程，希望学会在今后工作中尽快研发

“司法戒毒民警体适能标准”和“不同年龄段

中国人肌力标准”。前任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

学张一民教授通告了上一届委员会的重点工

作任务和取得的优异成果，介绍了上一届委员

会在宜春学院举办学术会议的情况通报，并对

学会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 

     
     新任主任委员徐玉明教授讲话                            新一任委员集体合影留念 

新任主任委员徐玉明教授介绍了出席本

次会议委员的具体情况，各个委员对学会下一

步的发展各抒己见，分别在学会新一届的工作

计划、学术会议的举办、继续教育培训、学会

科普工作、产学研融合发展、校企横向合作、

学会会员的吸纳等方面纷纷发表了意见。后任

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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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史曙生教授建议：学会

下一步应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加强应用型

成果研究，把学术成果尽快转化为指导实践应

用的专业技术，强化成果输出。副主任委员辽

宁师范大学苏艳红教师建议：各个委员应积极

发展学会会员，利用学术会议和实践论坛的形

式扩大学会的影响力，不断吸纳教师会员和学

生会员，为学会的发展注入年轻的力量。 

上午的委员讨论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各

个委员积极为学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对学会与

行业的合作达成基本共识，并对后两年学会的

具体工作做了讨论和相关部署分工。下午各位

委员参观了银力学院的校舍情况、场地设施和

培训课堂情况，并对学会与行业的深入合作进

行了详细的讨论和洽谈。 

后，会议在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

束，新一任委员达成发展共识、积极探索学会

发展模式、合力营造融洽的发展氛围，为学会

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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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YP100 型压力换能器（免定标），经过多年的研究、改进，为了更好地适应生理、药理、机能实验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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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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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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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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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清洗换能器。改进后的换能器，它的使用寿命大大增加，该换能器适用于成仪、泰盟、美易，澳大利亚，BIOPAC
的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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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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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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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