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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生理学家王志均教授积 50 余年的科研经历，使他成为我国消化生理

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对胃肠激素的生理性释放以及胃肠激素调节胰液分泌有独创性研究，曾居世

界领先地位。他还首次发现兴奋交感神经可释放胰高血糖素。在胃窦机能研究中，他发现内源性

前列腺素参与胃泌素释放的生理机制。他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极深。在师资队伍的培养方面，亦

做出了突出贡献。1987 年他曾荣获“伯乐奖”。 

我的事业在祖国 

王志均 

诗人主要的天

赋是爱，爱他的祖

国，爱他的人民。 

——闻一多 

我常常想，一个

人生在什么时代是

自己无法选择的。对

我来说，恰恰是生在

中国和世界动荡

大的时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

都发生在这段时期里，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变革

时代也是不为过的。 

我生于清末倒数第二年即 1910 年。当时

的清王朝腐败透顶，与帝国主义列强订了许多

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民穷财尽，把中国沦

于半殖民地地位。多少仁人志士抛头烦、洒热

血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终于发生了清王朝的覆

灭和民国的诞生。此后若干年军阀混战，内忧

外患预仍，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横行霸道，

导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接着发生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

大战、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解放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浩劫。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偏偏都出现

在我这不平凡的一生里。今天，又幸运地迎来

了科学的春天。正是：几番风风雨雨后，又见

明明媚媚春。是为序。 

一、接触中国社会 

我体会到，接触和了解我国社会，对于培

养一个青年的工作能力和扎根于祖国大地的

思怒，是大有帮助的。我出生于太行山区土地

贫瘩的昔阳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个县由于

大寨而一度名闻全国。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

下，我幼年时的学习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我

读的是“旧制”小学，共七年，一除国文、算术

外，还要念四书、诗经、古文等书，而且要求

背诵。由于幼年时记忆力强，背得熟练，直到

今天还能背出很多。但当时没有开讲，有许多

话是只会背诵，不解其意的。小学毕业后，由

于无力升学，自学了史记和大本王风洲纲鉴等

历史著作，打下了一些中国历史的基础。此后，

阅读我国历史资料成了我一生的业余爱好了。 

我从小就在农村参加家庭和农田的辅助

劳动，了解一些民间疾苦。我就读的中学是美

国教会在山西兴办的，花钱少还能工读，正是

通过工读，解决了我上中学的经济问题。在高

中时，我曾利用寒暑假在农村办过几期农民夜

校，扫除文盲；还在农村进行过妇女不缠足、

破除封建迷信等宣传活动。上清华大学时，我

曾联合我县在外上学的学生于寒假回县里贴

标语、游行，打击危害乡里的某劣绅的不法行

为。现在看来，我当时这些似乎对社会有益的

生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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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实质上都是改良主义的，对于沉睡了几

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只不过像在大海里激起

一些小浪花，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只有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搬走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国，中国社会才得到彻底的改变。 

1952 年参加 末一批广西农村的土地改

革运动是我平生 激动心灵的一件大事。原来

以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去参观轰轰

烈烈的土改场面，提高一下政治觉悟罢了，实

际上由于土改在那里大面积展开，正需大量工

作干部，我被分配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刚下去

第二周，就有我团的一个工作队员被阶级敌人

枪杀，说明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经过三个多月

的努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任务，本打算可以回

京了，但因工作需要，又被留下担任组长，进

行了第二批土改。从这段经历里，我体会到土

改确实是一场触及灵魂的伟大的土地革命，虽

然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但只有在艰苦

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胜利，才能真正在思

想上和能力上得到 大锻炼。 

解放以来，我曾几次去北京郊区农村参加

医疗工作，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我曾 6 次登

上外科手术台做紧急普外手术，挽救了垂危的

农民兄弟的生命我爱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村劳

动人民，他们比城市里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

想的人，不知纯洁、高尚了多少倍。 

二、在抗日战争后方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历

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国耻史。国耻可以有两重

性，它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者灰心丧气，也可

以激发志士仁人的爱国热情。从我记事时起，

日本侵略者的面目 为凶恶，因此，仇日心理

也极为深刻。1936 年我由清华大学毕业后，即

到协和医学院生理系进修，翌年，即发生

“七·七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堕入了民族灾难

的深渊。 

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仍由美国人苟延

残喘地维持着，但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生活，

我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但又是软弱的青年知识

分子。面对祖国的山河破碎、黑夜茫茫的现实，

心中有说不尽的苦痛。1939 年夏，我毅然结束

了在协和三年的进修，带了两套生理学实验仪

器，离开北平，万里跋涉来到战时后方的芜明，

在一个新办的医学院建立了一个生理学实验

室。这真有点像刚要出嫁的女儿带着嫁妆去建

立自己的家庭，开始独立生活一样。 

在昆明遇到了许多清华母校师友，精神为

之一振，但生活确是很艰苦的。不到一年，又

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学校又迁至贵州，生活和

工作条件更差，不久又遭日军进攻威胁，学校

又迁至四川重庆。这几年几乎年年都要迁移，

吃尽了艰苦生活和辗转流离之苦。目睹国民党

政府的昏庸无能和贪污腐化现象，更使人对国

家前途忧心冲仲。终于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喜

从天降，日本侵略者放下武器投降了。消息传

开，人们顿时沸腾起来，聚集到街上，形成浩

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欢欣鼓舞的心情不可言

喻。当时大公报上刊登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一诗，使我感慨万分。诗人在一千多

年前因安史之祸避乱蜀地（也是在四川），听

到官军收复北方失地的胜利消息，十分激动，

高兴地咏出“初闻涕泪满衣裳”和渴望回乡的

“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欣诗篇，以及“即从巴

峡穿巫峡，使下襄阳向洛阳”的回乡路线。这

同我们当时的心情十分吻合。我当时也流着眼

泪重读了这首诗不知有多少遍，好像杜老夫子

是专为我们写这首诗似的。这说明我们只有与

诗人有设身处地的相同遭遇时，才会对诗的艺

术感染力量有更深的认识。 

我一向喜欢阅读古诗词，在民族存亡的时

代背景下，特别爱读文天祥、陆游、杜甫等的

爱国主义作品。记得我在清华大学理学院读书

时，还选修了文学院闻一多先生开的《杜甫》

这门两个学分的课，从而对诗圣杜甫和诗人闻

一多留有深刻的印象。后来闻先生惨遭杀害，

更激起了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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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的愤怒和仇视。我认为，爱国精神是我

国人民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重关内容，千百年

来从未衰减。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图存自立的气

概和能力，从这些由爱国热血凝成的作品中：

可以受到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回想起来，这一爱好

对我一生确是有影响的。 

三、美国政府对留学生回国的阻挠 

我是于 1946 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一年获得美国一项奖学金赴美学习的。当时的

美国正处在战后恢复阶段，物资并不丰富，许

多军人转业回校上学。我的导师是著名的消化

生理学家艾维教授，为人和蔼可亲，对中国一

向友好，由世界各地前来随他学习的人也不

少。在美国读博士学位一般要四五年。美国移

民局对留学生留美期限管理很严，每年要到移

民局去办理延长手续。在约三年完毕后，它要

我交付保证金五百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千美

元），保证在毕业后一定离美，离美后才能将

保证金退还。当时正是 1949 年初，我国内解

放战争进行得很激烈。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美国援华努力也频遭失

败。随着，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人民中国诞

生。这使美国朝野大为震惊，从而恼羞成怒，

加剧对新中国的仇视，新中国看成故人。美国

政府一反常态，来了个 180 度的转变，严格控

制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其目的显然是不把美

国培养的科技力量提供给它所认为的敌人，其

居心是不良的。 

但我对美国人民却留有良好的印象。他们

一般坦率、热情、友好。这里记一个插曲。约

在 1949 年的某日下午，我曾有机会到美国东

部去访问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

学院的生理系。当时由 Wolsey 副教授接待我，

我俩谈得很投机。他告诉我，我国的汪敬熙先

生（曾任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

长）和张香桐先生曾先后在他那里学习过，都

工作得极为出色。他特别称赞汪先生，不仅业

务水平高，且精通西洋历史，连他们西洋人都

望尘莫及，言下之意十分钦佩。他还盛赞中国

学者知识面广、工作勤奋踏实。他随即约他夫

人一起请我到饭馆吃饭，饭后又驱车带我观看

了巴尔的摩市的夜景并送我回旅馆。我们萍水

相逢，竟如此热情，令人感动。当我返回芝加

哥我的学校后，立即买了一本英文西洋史阅

读。虽然努力读了一遍，但由于根底浅、年龄

大，印象不深；而这本书迄今仍静静地躺在我

的书架上。 

我是在 1950 年上半年作回国安排的。我

曾多次向旅行机构订回国船票（当时主要是乘

船），但都订不到；乘英国船经香港或到加拿

大乘飞机经香港回国也无希望。多次与英国驻

美使馆交涉，才知道是美国政府暗中作梗，不

让他们卖票给回归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当时我

们对于美国政府这种无理态度感到惊奇和愤

怒，就由打算回归祖国的思想进步的留学生组

织起来，一致向美国国务院写信表示抗议，并

坚决要求离美回国。这样反复交涉和相持不下

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半年多，我的博士学位也于

1950 年 6 月获得，就全力进行回国交涉工作。

这时各种谣言四起，都在抵毁中国共产党，许

多都是由倾向台湾国民党的思想右倾的留学

生制造传播出来的。一些好心的美国朋友也劝

我们不必急于回国，不妨先等待一段时间看一

看再说。但在同年 6 月下旬朝鲜战争开始了，

我们心中无比紧张，害怕一旦中美战争爆发将

更难回国了。 

不久，美国政府的态度又来了个 180 度的

转变。通知我们可以回大陆中国了，他们将有

一艘船开往远东，在香港可以登陆，立即可以

卖票。并声言，如果川资缺乏，还可以向美国

国会一院申请资助。实际上，他们这一“友好”

态度，不外是既然我们坚决回中国，那就再伸

出橄榄枝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美国政府这

两次大幅度改变态度，正是为它的反动的政治

目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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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们立即动身

离美。所乘的是一艘美国船，约有我国留学生

百余人，还有赴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经过二

十余天的飘泊，终于靠近了祖国大地，当在地

平线上望见祖国南海岸的陆地时，心中不知有

多么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喻。但当船停泊在

九龙码头时，又一种令人气愤的情景出现了，

英国警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

步一哨，不许我们自由登陆，深怕我们偷越到

香港。真见鬼，我们连广阔的北美大陆还不愿

意呆，还爱呆在这个沾满铜臭的弹丸之地？真

可笑至极！接着，由几十名英国警察把我们“解

送”到广九铁路火车上，又一直在旁看营，“解

送”到边界地深圳下车，才算完毕。这再一次

暴露了美英改府敌视人民中国的极端不友好

态度。 

当我们在深圳下车时，立即受到祖国领导

和同胞们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他们像迎接亲

人一样迎接我们，使我们立即感到祖国人民的

温暖，心中无比激动。我们一百多人带回来的

如山一样多的行李，一概放行，不予检查，且

免费连人带行礼送到每人所要去的祖国各地。

这与美英帝国主义者的蛮横无理态度形成鲜

明的对比。这使我们流出了无限感慨的热泪。

祖国呀，亲爱的祖国，您是生育我们的慈母，

是世界上 疼爱我们的亲人，您的旅居海外的

游子，现在又无比欢乐地回到您的怀抱了！ 

四、在祖国土地上成“家”立业 

我回国时已经 40 岁了，正是孔子所说的

“不惑”之年。“不惑”也许是头脑己经清醒到不

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达惑吧。在 40 岁前，我

在大学里进行过 7 年完全科研，7 年完全教学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使我失去了一些时间。

回国前我就对我的“终身大事”做过认真、仔细

的考虑。我出身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是由中

国人民的血汗养育大的。我家穷，我爱我的心

地善良、勤劳一生的父母；我的国家穷，我爱

我的养育孩子 多、有着几千年文化的祖国。

我不愿在国外长期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

裳”。我毫无非分之想，一无意于官场，二无

意于发财。我不怕吃苦，愿意走自己的道路做

一个创业者，在祖国土地上成自己的“家”，立

自己的业，哪怕一切都从零开始，我也心甘情

愿。我相信，辽阔的祖国大地，可以提供一个

我不喜欢专做科研，我对教学有兴趣，愿意做

教师兼做科研。这就是我的志愿，一个平凡人

的普普通通的志愿。 

我在回国前曾与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

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联系，他们同意我来

工作，我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就决定了。那里

有我的老师和同学，估计可以同他们和睦相

处。国内在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百事

待举。我到校后很快就参加教学，但进行科研

确实没有条件，只好从零开始。从此我是祖国

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心情是舒畅的。在“文革”

前，我每年给二三百学生讲授生理课，还给教

师和研究生讲授专业课。此外，还为北大和北

师大学生讲授消化生理课，在医学院兼职指导

科研。在教学中我主张用启发式，反对照本宣

科。除了在大学任教 40 多年外，我还当过小

学教师、中学生辅导员，教过农民夜校和几种

短期训练班，我深深地体会到，讲课是一门艺

术，当教师的应当花些力气去研究它。 

值得欣慰的是，我教过的学生现在大多都

是高、中级专业人才，是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

量。有的虽然已过去二三十年，但当他们遇到

我时，还津津乐道我在课堂上讲过的一些具有

启发性的故事或语言，说是终身不会忘记，这

也使我深受感动。我为祖国培养的这些人才，

其实也就是我的论文，我的活论文，他们成长

得好，为人民服务得好，我这些论文的质量就

高。我的祖国养育了我，我反过来报效祖国，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的消化生理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

期，即由林可胜教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打下基

础，且卓有成效。但后来他们的研究转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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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分泌生理，消化生理的研究逐渐减少。我

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回国后，即着手在北京医

学院建立消化生理学实验室，经过 30 余年的

努力，我们共发表消化生理原著论文120余篇，

综述 60 余篇，主著及参加编著书 12 种，共培

养消化生理专业人员约百名，分布在祖国各

地。现在我国的消化生理学已经是一个有相当

基础的学科了。此外，我从回国时起就担任中

国生理学会的工作，先从编辑《通讯》开始，

后来一直担任中国生理科学会以及以后中国

生理学会的职务，并参加学会主办的几种刊物

的编辑工作，为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我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中国生理学

会前任理事长冯德培先生在改选本届理事会

时对我说的出自他肺腑的两句话：“不选你当

一任理事长，历史将是不公正的。”他的话将

永远鼓励我前进。历史永远是 好的见证人。 

五、拳拳赤子心 

78 年匆匆过去了，我将在人生征途上走

后一段历程。我喜欢前人说的“老牛心知黄昏

近，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两句话，常书此以自

勉。下面拟对人才培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

看法。 

我认为一个人才绝不仅仅是有知识而己，

在德智体三方面有一不合格，就可能成为废

品。只有培养出德才兼备、体魄健康、有理想、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有民族自尊心、不

计名利、勤劳节俭的青年一代人，我们的祖国

才能有更美好的明天。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是人才的政治方向和

灵魂，是人才之本。忽视人才的道德因素是很

危险的。人的天性都爱美，但美并不仅在于外

表，而主要是心灵美。常见一些“学习尖子”，

不注意道德的培养，思想不好，科学道德差，

甚至可能堕落成为背叛祖国的人。因此，教师

应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特别注意给学生以爱

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他

们的根在祖国，他们的事业在祖国，这是 为

基本的。 

我们还要注意科学道德的培养。在科学工

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人弄虚作假，抄袭别人成

果，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封锁资料怕别人超越

自己，有人甚至自吹自擂，竭力夸大自己，唯

恐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把一二件贵重仪器据为

己有，奇货可居，不让别人使用等等。在现今

的高技术发展中，个人单干的机会越来越少

了，特别需要有精干的工作集体，因此，还须

教导学生尊重和珍惜别人的劳动，正确对待个

人与集体的关系、主角与配角的关系等。在人

与人相处中，恩恩怨怨，摩擦、不团结现象，

在各单位时有发生，从而产生“内耗”，使组织

涣散，工作效率大减。因此，应提倡相互尊重、

相互礼让的作风，要有容人之度。法国浪漫主

义作家雨果有这样的名言：“世界上 宽阔的

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

还要宽阔的是人的胸怀。”这里特别强调，做

教师或学科带头人的应当自己首先在精神文

明、科学道德和气度修养等方面做出榜样。我

们祖国的前辈科学家，确有不少优秀者，他们

不追求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严格的科

学态度，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祖国科学事业

献身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次谈谈体育。对未来一代新人来说，健

康也是必要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健全的

精神，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繁重任

务。做任何事都要讲经济效益，培养人才是百

年大计，也绝不例外。如果一个学生被培养了

几十年，到头来没有做事或仅仅做了几年事，

身体就垮了，这是绝对不上算的。因此，一定

要重视锻炼身体，为将来长期地健康地工作打

下物质基础。对女同学来说，由于她们在家庭

中担任生育和保育的责任较重，更应当重视体

格的锻炼。健与美是不矛盾的。当今的时代，

应当摒弃那种封建时代欣赏的林黛玉式的娇

喘微微、弱不胜衣的纤柔病态美，而崇尚那种

具有强壮体魄、富有青春活力的健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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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谈谈智育。智力是一种社会资源，是

需要开发的。长期以来，我自己认为教师的主

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近些年来才认识

到，学校应当把培养学生的智能放在第一位，

而把传授知识放在第二位。在教学中应当改变

那种教师居高临下，“单向”地传授知识的状

态，应使学生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还应鼓

励学生对教师的讲授提出不同意见。在开发智

力中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即独立地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是在当

今“信息爆炸”时代必不可少的能力；二是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所谓人才，必须有创新能力。

进行科学研究是培养创新能力的 好手段。在

科研中主要靠好的思路和坚强的毅力，而不应

过分强调新式仪器。这些我都在本刊上发表过

意见（1982；13：20. 1983；14:376. 1985；

16:370.），兹不赘述。这里我愿意引用美国诺

贝尔奖金获得者 Yalow 在我国访问后说的几

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你们现在通过考试

选拔人才，这是好的。可是能够交出一份漂亮

考卷的，却不等于他有思想。人的思想是 为

宝贵的。 好的工作要靠 好的思想。”（《生

命的化学》1989；4：26） 

夜沉沉，我写得困了，双手抱着头伏在书

桌上。我看见旭日东升，红光灿烂。又见那屹

立在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战风雨，傲霜雪，挺

劲姿。我自己顿时也化成一棵小草，在一个小

山坡上生根、开花、结果。醒来知是梦。书桌

玻璃板下闻一多先生的话闪闪发光：“诗人主

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我噙着眼泪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本文曾刊载在《生理科学进展》1988 年第

19 卷第 2 期。 

Physiologist professor Zhi-Jun Wang was 

born in Leping Shanxi, August 1910. He 

graduated from the biology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36 and further studied 

in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fter that 

he worked as instructor and th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Guiyang Medical University. 

Professor Zhi-Jun Wang achieved his PhD. in 

College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50. 

Returning to China, he worked as professor, 

director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physiology, dean of basic medicine institute, 

chief of the laboratory of gastrointestinal and 

proliferation physiology in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owadays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committee of biology divisi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irpers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Professor Zhi-Jun Wang joined the 

Party in 1983. Professor Zhi-Jun Wang dedicated 

in the research on gastrointestinal physiology. 

When he was in America, he clarified the 

secretion of secretin and pancreozymin 

(cholecystokinin) from the intestinal mucosa 

stimulated with different food. Since the 1950s, 

he started to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 of digestive 

organs on body metabolism. He discovered the 

vagus nerve-insulin axis, explaining the 

manipulation of sympathetic nerve on the 

secretion of glycogen and the modulation of 

blood sugar and lipid by the vagus nerve and 

sympathetic nerve. He also discovered the vagus 

nerve-gastrin axis and its modification on the 

reflex phase of gastric juice secreting nerve. 

Since the 1980s, Professor Zhi-Jun Wang 

accomplished in the research on gastrointestinal 

cell protection. He published many research 

article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the vagus 

nerve-gastrin axis on the reflex phase of gastric 

juice secreting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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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学院生理学专业教学团队简介 

 
成都医学院是一所集教学、科研、医疗为

一体的四川省属高等医学本科院校。创建于

1947 年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之中,初期为豫皖

苏军区卫生学校, 1950 年改编为 18 军卫生学

校，1962 年改编为西藏军区卫生学校，1974

年扩编为成都军区军医学校，1993 年更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999

年 5 月归并第三军医大学，更名为第三军医大

学成都军医学院。2004 年 8 月整体从军队移交

四川省政府并更为现名。2006 年获得学士学位

授予权，2012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点，2018

年获得硕士学位基础医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学

校现有两个校区，占地总面积 1000 多亩。学

校现有十多个二级学院，20 多个专业，在校学

生 1 万多名。 

1974 年成立了成都军区卫生学校生理药

理专业组，生理学便成为医学基础课的主干课

程，共计教师 10 余名，承担了全校大、中专

各班次的生理学教学工作，科研方面主要从事

“消化道电生理研究”和“高原应激反应”的研

究。2001 年初，学院学科调整以后，生理学教

学团队独立出来成立了生理学教研室，教师和

实验人员 5 人，2004 年 8 月，学院移交地方办

学，除承担各专业的生理学教学外主要从事

“体温调节研究”和“糖尿病发病机理研究”。自

2006 年至今，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授 2 名，

副教授 4 名，博士学位 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 名，已逐步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学缘等

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同时凝

练了研究方向，形成特色鲜明的两个研究团

队，即由张洁教授带领的“体温调节研究”团队

和由罗蓉副研究员带领的“心血管疾病的遗传

学发病机制”团队，研究团队不断壮大，近五

年承担 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多项

省级及厅局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0 余篇。短短几年，学科

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研室全体成员精诚

团结，努力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主编《体温生理学—基础与临床》和

《体温与体温调节生理学》专著 2 部，以副主

编和编委身份编写教材 10 余部，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2 项。 

 

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生理教研室从多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兄弟院校相比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提

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和

我国的医学事业发展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呼海燕 女 55 岁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四川省生理学会理事 1987 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

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2001 年获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生理学硕士学位，2008 年获四川大学理学博士

学位。长期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主研 2 项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方向（1）外周痛觉

信息的传导，（2）发热伴疼痛或痛觉过敏的产生

机制。参编教材或专著 6 部，在国内期刊及国外

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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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 女 49 岁 博士 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四川生理学会生理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从事体温调节与发热机制的研究，

主要采用电生理技术、光遗传技术、无线遥测

技术、能量代谢监测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基础

医学科研技术手段，从整体动物和行为学、到

组织和细胞基因水平研究臂旁外侧核在的体温

调节和发热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先后在国内外

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SCI 收录 10 篇，参编

专著或教材 4 部。近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级和校级科研基金资

助课题 5 项，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 项，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和校级科

研课题多项。承担本科生《人体生理学》、《生

理学》、《生理学与病理生理生理学》，研究生《生

理学进展》等课程教学，招培硕士研究生 3 人。 

唐瑜 男 39 岁 博士 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体温与炎症四川省高

校重点实验室学术骨干（膜片钳实验技术平台

负责人）。主要从事体温调节与退热机制研究，

从电生理角度，尤其以温度敏感神经元的突触

传递和相关离子通道为突破口，研究精氨酸加

压素参与体温调节的作用及其中枢机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1 项、四川省教育厅面

上项目 1 项、四川省卫生厅项目 1 项。在

Neuroscience、Neuroscience letters 等专业期刊

发表有关温度敏感神经元和体温调节的论文

11 篇。承担承担本科生《人体生理学》、《生理

学》、《生理学与病理生理生理学》，研究生《生

理学进展》等课程教学，协助培养硕士生 3 名。 

罗蓉 女 42 岁 博士 副研究员，硕士生导

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发热感染炎症分会委

员，四川省生理学会理事。近十年来一直从事

炎症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曾在美国亚利桑那

州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主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省教育厅项目 1 项。

以第一作者/并列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收

录学术论文 10 篇。作为副主编，参编专著 1

部（《体温与体温调节生理学》）。于 2016 年获

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承担本科生《生理

学》、《基础医学概论》等课程教学，协助培养

硕士生 3 名。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促进 T 淋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 

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提前发生 

冯  娟 

 

一、作者简介 

冯娟 女 副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2009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

病理生理学系，获博士学位；

此后留校任职。任《生理科学进展》编辑部主

任；北京生理科学会第十二届理事；北京生理

科学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脂质代谢学组副

组长；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七届委

员；《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人体生理学分卷>

主编助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

“十三五”学科发展规划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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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循环系统的战略调研工作秘书。科学研

究集中于代谢性心血管疾病的炎症免疫发病

机制，取得系列研究成果；近期致力于从免疫

代谢、表观遗传以及外泌体介导的细胞间对话

的新角度为心血管病的防治提供新靶点。主持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青年-面上项目连续

资助）；1 项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项目；作

为主要参加者参与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重大/面上项目和科技部 973 项目的研究工

作。已发表文章共 54 篇，其中 SCI 论文共 23

篇（第一/责任作者 15 篇)；中文综述 21 篇（第

一/责任作者 10 篇；12 篇特邀综述）。参编《轻

松学习生理学》第一版（2009 年）；中国医学

临床百家《脑卒中-霍勇推荐 2016 观点》。参

与指导北京大学本科生获“全国大学生基础医

学创新论坛及实验设计大赛”二等奖（2012 年）。 

二、作者获奖工作介绍 

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的 2017 年心血

管病统计的 新报告[1]、《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概要[2]以及 2017 年中英联合发表的中

国慢病前瞻性研究分析[3]显示，全球心血管死

亡占全部死亡 31%；中国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

死亡 40%以上，为总死亡原因之首；中国人群

1/3 有颈动脉斑块，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健康问

题。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hyperhomocystei- 

nemia, HHcy)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血中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水平超

过 10μM，即 HHcy。Hcy 是蛋氨酸循环的中间

产物。北京大学霍勇教授研究团队对中国人群

近 4 万例进行 6 年多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

明，中国人群因为蛋氨酸循环中关键酶亚甲基

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 C577T存在多态性而

更容易发生 HHcy[4]。因此，揭示 HHcy 致病

机理并寻求可能的干预靶标，对于中国人群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血管内皮与免疫细胞的交互作用是 HHcy

致血管炎症损伤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

事件。本实验室分别探究 HHcy 激活血管内皮

和 T 淋巴细胞的机制，并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

的交互作用在 HHcy 促进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早

期发病中的作用。我们前期工作证实 HHcy 激

活 T 淋巴细胞而促进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提前

发病。但 T 淋巴细胞激活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

清楚。已知 T 淋巴细胞激活被精细调控，CD28

信号激活 T 淋巴细胞；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

原 4（CTLA4）拮抗 CD28 信号而避免细胞过

度激活。我们发现：Hcy 激活 T 淋巴细胞 CD28

信号，继而促进 CTLA4 分子内化，因而

CD28/CTLA4信号失衡而导致T淋巴细胞受体

活化，其下游信号 AKT 发生从亚硝基化向磷

酸化的转变而被激活，随即细胞骨架发生重排

而缩短内质网和线粒体的距离，钙离子被内质

网释放进入线粒体而引起致炎 T 淋巴细胞过

度持续激活[5-8]。 

近来，肿瘤研究显示线粒体代谢重塑是调

控 T 淋巴细胞激活的关键启动机制，但 HHcy

是否调控 T 淋巴细胞的代谢及其在心血管病

发病中意义尚未可知。我们发现 HHcy 激活 T

淋巴细胞后，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均被上调；

终代谢方式向有氧糖酵解转变。LC-MS/MS

水溶性和脂质代谢组学结果证实HHcy促进 T

淋巴细胞多种糖脂代谢中间产物蓄积。随后我

们首次确定糖酵解通路限速酶丙酮酸激酶 M2

型（PKM2） 表达于 T 淋巴细胞；HHcy 上调 

PKM2 蛋白表达和糖酵解酶活性；PKM2 酶活

性抑制剂紫草素（SKN）阻断 Hcy 对 T 淋巴

细胞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的上调、糖脂代谢中

间产物的累积，以及 IFN-γ分泌[9]。回输成功

构建的 T 淋巴细胞 PKM2 特异性敲除

（LckCrePKM2fl/fl）小鼠的 T 淋巴细胞改善

受体小鼠 HHcy 增强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

和炎性细胞浸润[10]。 

免疫细胞在血管内皮的滚动和粘附增加

是 HHcy 致血管损伤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早

期事件。我们已发现 HHcy 激活的 T 细胞表面



 

 168 

粘附分子 LFA-1 表达增加，其与内皮粘附分子

ICAM-1 相结合，促进 T 淋巴细胞在血管内皮

的粘附。随后在与生物物理所合作证实 HHcy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内质网还原应激引起内皮

功能失调的基础上[11]，我们进一步从 RNA 甲

基化修饰的角度，发现 HHcy 同时上调血管内

皮 ICAM-1 表达的分子机制，即：Hcy 下调内

皮细胞 RNA 甲基转移酶 NSun2 的磷酸化，促

进 NSun2 对 ICAM-1 mRNA 5’UTR 和 3’UTR

的甲基化而增强 ICAM-1 mRNA 的翻译和蛋

白表达水平。利用成功制备的 Nsun2 敲除

（NSun2 KO）大鼠，我们在体确证了血管内

皮 HHcy-NSun2-ICAM1 轴增加白细胞的粘附

作用[12-13]。 

综上所述，该系列研究分别从细胞糖脂代

谢调控和 RNA 甲基化修饰的新视角，揭示：

一方面，HHcy 引起 T 淋巴细胞膜表面协同信

号失衡，继而重塑 PKM2 介导的糖-脂代谢轴，

上调 LFA-1 表达；另一方面，HHcy 促进 NSun2

介导的血管内皮粘附分子 ICAM-1的蛋白表达

增加。激活的 T 淋巴细胞和血管内皮通过

LFA-1/ICAM-1 的相互作用，引起 T 淋巴细胞

在血管内皮的粘附增加， 终加速动脉粥样硬

化血管炎症和血管并发症的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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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暨张锡钧基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 

及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根据中国科协“ 中国科协

所属全国性学会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并形成系

列会议”的要求，将原每两年一次国际生理学

术大会及每四年一次全国生理学学术大会修

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的年会制度。为

此，学会拟于 2019 年 12 月 20-22（20 日报到）

在南京市召开“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

会暨张锡钧基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及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年会将以各专业委员会

联合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要求各专业委员会

组织分会场并按要求组织人员参会（每个专业

委员会参会人数不少于 100 人）。年会不仅展

示各专业委员会在一年来所取得的 新成就，

也提供各个领域生理学工作者在科研、教学和

生理学实验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的

平台，会议期间将同时举办生理科学和医学科

学仪器展览、观摩及技术交流，实现企业和学

会的联动。 

一、会议报到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二、会议报到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

层北门大厅（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 

三、会议内容 

1. 大会报告：由学会常务理事会确定。 

2. 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场报告：各专业委员

会组织遴选并提交大会学术委员会审核。 

3. 张锡钧基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

理学学术论文报告：具体事宜参看张锡钧基金

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

会会议通知。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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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报告：

具体事宜参看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

者学术会议通知。 

5. 墙报展示：经会议网站自由投稿，经审

稿会审定后，同意展出者将通知作者，按展板

面积 90 cm（宽）× 120 cm（高）制作大字报

（中、英文均可），字体以 1 米距离能看清楚

为准。本次会议将对墙报进行评比，10%为优

秀，颁发优秀墙报证书。 

6. 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仪器展示交流会：

另行通知。 

四、征文要求和范围 

1. 凡 2019 年 11 月以前未正式发表，或未

在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过的研究论文

均可应征。 

2. 应征论文摘要要求论点明确、叙述清

楚、文字精炼、在 800 字以内（含论文题目、

作者及单位）。论文摘要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均

可，文责自负。如果用中文投稿，寄摘要时必

须另附单页的英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和所

在城市的英文名称及邮编。中、英文一律用微

软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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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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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对对齐）。 

3．应征论文请在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

号字）注明论文摘要所属的征文分类（按专业

委员会分类）编号和主题（例如：1、神经生

理学；2、内分泌代谢；3、应用生理等）。论

文的分类编号和专业委员会及第十三届全国

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如下： 

(1) 神经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转化神经科

学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 内分泌代谢（中国生理学会内分泌代

谢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3) 应用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4) 中医生理（中国生理学会中医院校生

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5) 比较生理(中国生理学会比较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6) 运动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7) 呼吸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呼吸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8) 循环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9) 肾脏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0) 应激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应激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1) 血液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2) 消化与营养（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

养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3) 疼痛转化（中国生理学会疼痛转化研

究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4) 生殖生理（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5) 体适能研究（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

究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6) 基质生物（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7) 整合生理（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8) 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中国生理学会

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9) 人体微生态（中国生理学会人体微生

态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0) 自主神经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自主神

经生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1) 干细胞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

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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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学术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分会场） 

 五、会议注册费收费标准（我会会员和

会议前即时注册入会者可享受优惠）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 

注册并缴费 

2019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20 日 

注册并缴费 
现场注册 

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1600 元 

非会员 1400 元 1600 元 18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900 元 10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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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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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姓名+南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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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号：线上注册成功后，注册号（即签

到码）会以短信形式发送至手机，请各位参会

代表注意查收！ 

六、注册、投稿及住宿预定截止日期： 

1. 早注册缴费截止日期： 

2019 年 10 月 20 日 

2. 提交摘要截止日期： 

2019 年 10 月 20 日 

3. 在线注册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0 日 

4. 在线注册和提交摘要网址

http://caps2019.msmk.tech/或扫描二维码 

 

 

 

 

 

七、会议住宿酒店（详见下述表格选择预

定住宿酒店，请先与酒店联系，再汇款预定住

宿，汇款时请注明：姓名+生理年会） 

 

选择酒店 房型 价格 住宿形式请“√” 

单人间 410 元  

包房  
1、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 
预定房联系：直接联系酒店前台 
电话：025-87708595 双人间 410 元

两人合住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 
开户名称: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银行帐号: 475473477389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恒山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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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间 488 元  

包房  
2、南京新华传媒粤海酒店 
汇款前请务必先电话与本次会议的销售经理
丁楚楚联系，联系电话：13505505453 双人间 488 元 

两人合住  

南京新华传媒粤海酒店 
账户:7329 2101 8260 0098 949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开户名称：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 

住宿费直接汇至所选择的住宿酒店账户以保证会议期间用房。 

八、交通路线 （略） 

九、未投论文者，亦欢迎参加会议。尤其欢迎在读研究生到会交流。 

学会联系人：梅竹（maymei819@126.com） 肖玲（xiaoling3535@126.com） 

学会邮编地址：100710 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中国生理学会 

办公电话： 010-65278802；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委员会关于 

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评选及交流会议通知 
 

为鼓励我国青年学者创造性地开展高水

平生理学研究，促进我国生理学的持续发展，

中国生理学会接受张锡钧教授捐赠，并按照张

锡钧教授的生前愿望设置张锡钧基金优秀生

理学学术论文奖，奖励在生理学研究中做出突

出成绩的、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张锡钧基金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以下是张锡钧基金第十五届

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评选工作的通

知，会议将于 2019 年 12 月 20-22（20 日报到）

在南京市召开，请各位中青年生理学工作者按

照通知要求积极参与： 

一、凡 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中国

生理学会专业工作者或研究生，以其本人为主

在国内完成的系列生理研究论文（ 好三篇：

其中至少两篇已正式发表，一篇已被接受刊登

并有证明；或特别优秀的单篇论文）已在国内

外公开发表的均可推荐，英文论文务必附详细

的中文摘要，如发表文章的刊物有影响因子的

请标明影响因子。 

二、候选论文应由两名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以上本会会员推荐，除全部论文外，需附 1000

字左右的系列论文的综合摘要，上报至所在省

市地区生理（科）学会或该会所属生理专业组

集中，由省市学会依地区分配的名额（附后）

选拔出 优秀的论文及其摘要，连同推荐书一

式二份，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前寄至学会张

锡钧基金会。 

三、所有被推荐论文的第一作者如被选中

口头报告将应邀出席第十四届全国青年优秀

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并在会上作报告，由

评委对报告的内容、图表制作、表达和答辩能

力逐项评分， 后结合会前专家书面评审结果

决出名次。未被选中口头报告者，也将应邀出

席会议，做 poster 展示。 

四、按名次评选出的等级包括一等奖1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及 佳图表； 佳表

达； 佳答辩 3 个单项奖。获得名次的优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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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获奖者，将颁发奖金、奖状和纪念品。凡未

评上名次的青年代表，将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五、会议注册费（含会议期间统一用餐费） 

1. 缴纳会议注册费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注册 2019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20 日注册 现场注册 

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1600 元 

非会员 1400 元 1600 元 18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900 元 10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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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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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册费请汇至中国生理学会电汇账号： 

注册费收款帐号（汇款时请注明“注册号+

姓名+2019 年南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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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参加者往返旅费由所在单位支付。 

七、“推荐表”可直接在中国生理学会网站

下载。 

联系人：  梅竹   肖玲   

电  话：010-65278802  010-85158602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中国生理学会  邮编：100710 

电子邮箱：maymei819@126.com;  

xiaoling3535@126.com 

学会网址：http://www.caps-china.org/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 7 月 1 日 

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第十五届张锡钧基金会 

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名额分配（共 51 名） 

北京 5 人 天津 1 人 河北 1 人 内蒙古 1 人 山西 1 人 

辽宁 2 人 吉林 1 人 黑龙江 2 人 江苏 3 人 浙江 1 人 

上海 5 人 安徽 1 人 山东 2 人 江西 1 人 福建 1 人 

河南 1 人 湖北 2 人 湖南 2 人 广东 3 人 广西 1 人 

重庆 1 人 四川 2 人 云南 1 人 贵州 1 人 陕西 2 人 

甘肃 1 人 宁夏 1 人 青海 1 人 新疆 1 人 西藏 1 人 

海南 1 人 香港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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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 

    第十五届  优秀论文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   月   日 民族  

工作单位  会员证号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电子信箱  

手机  

专业方向  

被 

推 

荐 

人 

推荐论文题目、摘要（列出影响因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及职称  

工作单位  
推  

荐  

人 
推荐意见： 

 

单 

位 

意 

见 

 

 

                                                 公章 

地 

方 

学 

会 

意 

见 

 

 

 

                                                公章 

 

评 

委 

意 

见 
 

 

                                              签名或签章 

学 

会 

意 

见 

 

 

 

 

备
注 

 

（此表可自行复印）                                          2019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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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通知 

 
为推动我国从事生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

和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生理学的持续

发展和队伍建设，锻炼和培养未来生理学发展

的学术带头人，中国生理学会于 1993 年决定

举办首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成

为我国学术组织青年工作的创举。20 多年来，

一代代青年学人从参加青年会议开始与中国

生理学会结缘，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逐步成

为中国生理学发展和中国生理学会工作的中

坚力量。 

经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第

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与在南京举办的“中国生

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张锡钧基金会第十

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同

期举行。欢迎从事生理科学及相关领域教学和

研究的青年生理学工作者踊跃参会。 

一、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2．报到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层北

门大厅（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 

二、青年会议征文与注册事项 

1．青年会议应征论文的第一作者年龄应

是 40 岁以下（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从事生理学或相近学科科研或教学工作的青

年学者、博士后或研究生，也欢迎旅居和留学

海外的青年学者。学会建议各单位特别支持在

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学术交流。 

2．应征论文的内容包括生理科学及相关

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实验技术等

方面的学术论文。 

3．征文截稿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20 日。 

4．会议注册和应征稿件投稿请登录

http://caps2019.msmk.tech/或扫描二维码： 

 

5．网上注册和投稿时请选择“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学术会议”。 

6．会议将从评审通过的口头和墙报交流

摘要中评出优秀口头报告奖 6 名、优秀墙报奖

4 名。 

三、论文摘要的书写要求 

1．请在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号字）注

明“(22) 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2．交流类别：请在页面右上角注明您希

望交流的类别“口头”或“墙报”。 

3．论文题目：应明晰地体现论文内容，

不宜超过 20 字；中文用黑体（四号，居中），

英文用 Arial（四号，居中）。 

4．作者和单位：中文用宋体（小四号，

居中），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居中）。 

5．摘要正文；限 600 字，言简意赅，述

明研究的主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摘要

中不要图表和文献；中文用宋体（小四号，两

端对齐），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两端对对齐）。 

6．为便于交流，在文摘后请附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

职称或身份、专业领域、手机、电子邮箱等。 

四、会议注册费 

1．会议注册费缴纳标准及优惠注册时间

节点同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二轮会

议通知。早注册缴费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提交摘要截止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线注册截止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176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 

注册并缴费 

2019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20 日

注册并缴费 
现场注册 

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1600 元 

非会员 1400 元 1600 元 18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900 元 10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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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费请汇至中国生理学会电汇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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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请在汇款时注明“注册号+姓名+南京大

会”，线上注册成功后，注册号（即签到码）

会以短信形式发送至手机。请不要经 ATM 机

汇款，否则很难查收到银行单据。 

4．欢迎不投论文摘要的青年朋友注册并

参加会议。注册费与上述相同。 

五、会议住宿酒店 

1．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和南京新华传

媒粤海酒店。 

2．预定酒店请先按照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第二轮会议通知上的酒店联系信

息与酒店联系，再汇款预定住宿，汇款时请注

明：“姓名+生理年会”。住宿费请直接汇至所

选择的住宿酒店账户以保证会议期间用房。 

 全国从事生理科学工作的青年朋友们，让

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办好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

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共同托起祖国生理科学

发展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生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19 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第一轮会议通知） 

 
生理学以阐明机体整合功能为首要任务，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对错综复杂的生理活动

的探索已从宏观描述逐渐深入到器官、组织、

细胞甚至分子水平的研究，但其 终的任务都

可以归结到探索生命活动的整体功能。为加强

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交叉发展，交流各研究领

域的进展和 新成果，进一步探索生理学功能

整合机理的一般规律，拟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在大连召开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年会。会议邀请了多位国内外著名

整合生理学专家参加，专家们将总结整合生理

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在科研，教学和生理学

实验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该会议由

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大

连医科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承办。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22-24 日（22 日报到

注册，23 日-24 日会议交流） 

地点：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

段 9 号 大连医科大学 

二、学术交流形式 

本次大会所有报告均为特邀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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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注册标准 

本次大会不收注册费，但需要提前注册，

并将会议回执发给会务组（见附件）。 

四、会议住宿 

大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由于怡海

阳光宾馆住宿房间数量有限，请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回执反馈住宿预定。 

请发送参会回执时将酒店住宿信息表一

同发送至 dmu_aims@163.com，以便我们安排。 

五、会议联系人： 

学术联系人: 周老师 0411-86118982 

会务联系人: 王老师 0411-86118981  

六、其他详细信息将在第二轮通知中公布。         

                   

          2019 年 9 月 10 日 

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理学会第四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术会议纪要 

李  军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200032） 

 
2019 年 6 月 27-29 日，“第四次全国基

质生物学学术会议”在常州武进假日酒店成功

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上海市

肿瘤研究所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联合承办。大会涉及多个领域，包括

基质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与应用、组织微环

境和癌症转移。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基质微环境与发育、干细胞

分化、跨膜信号传导、生物力学特点及与肿瘤、

骨关节、心血管等多种疾病的关系，展现了他

们的 新发现和科研经验。大会共邀请 27 位

讲者，共收到 50 余篇投稿，从中筛选出 11 个

青年报告和 12 个墙报展示。大会营造了一个

促进合作交流、点亮创造火花的平台，特别是

青年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各自领域的资深专家

会面和交换观点，对年轻一代将会是一个很好

的鼓舞。 

2019年6月27日上午9:00大会正式开幕，

开幕式由大会主席张志刚教授主持。中国生理

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现任主委张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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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方之一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秦锡虎教

授作为东道主向参会者展示了长江三角洲地

区中心城市常州的韵味与魅力，并对所有参会

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对此次会议的

组织工作和学术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正式进入了学术报告

交流日程。围绕基质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次大

会分为了 5 个主题论坛，共 27 特邀报告人。 

第一个主题论坛，关注基质生物学在发展

和疾病中的作用。论坛由北京大学孔炜教授和

南京医科大学季勇教授主持。来自天津医科大

学的朱毅教授首先展示了关于基质蛋白 Comp

内皮保护作用的机制研究；接着来自北京大学

的韩鸿宾教授就脑细胞微环境成像分析法与

脑内新分区系统进行了汇报；来自北京大学的

陈建国教授介绍了内质网形态变化的调控机

制与疾病研究；来自大连医科大学的管又飞教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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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向大家介绍了血管平滑肌细胞 EP4 受体在

AngII 诱导的主动脉夹层中的作用；来自北京

大学的王宪教授则介绍了巨噬细胞代谢物重

塑参与主动脉夹层发病的机制；来自美国阿拉

巴马大学的陈亚兵教授介绍了血管平滑肌细

胞在血管僵硬和衰老中的作用； 后由来自美

国内华达州立大学医学院的段大跃做了以

“Regulation of Matrix Proteins and Zhenghou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为题的报告。 

第二个主题论坛，关注基质生物学的新概

念和技术。论坛由郭明洲和金红芳教授主持。

上海科技大学的庄敏教授报告了一种鉴定膜

蛋白-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新型标记系统；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姜颖教授介绍了早

期肝细胞癌蛋白质组分子分型及新治疗靶标；

厦门大学林树海教授介绍了基于质谱的代谢

组学探索肿瘤微环境代谢的研究；美国

10xGenomics 公司的胡超博工程师介绍了用

10x 基因组学解决复杂的生物学问题的报告；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的胡小童博士做了“从能

量角度看细胞：新的视角，独到的精彩”的报告。 

第三个主题论坛，关注基质在纤维化和肿

瘤中的作用。论坛由厦门大学欧阳高亮教授和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葛高翔教授主

持。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陈策实教授介绍

了关于 KLF5 转录因子促进乳腺癌粘附、迁移

和干性的研究；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余路

阳教授报告了 FGFR1 SUMOylation 在血管生

成和动脉粥样硬化中的调节作用；香港大学的

Victor Leung 教授介绍了椎关节退变中的纤维

化成分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的涂水平教授介绍了骨髓来源的基质细胞

与胃癌的发生发展的研究；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的徐小洁教授报告了通过 LIM 结构

域蛋白调节细胞有丝分裂和放射敏感性的研

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郑俊克教授介绍了

粘附分子 JAM3 促进白血病演变新功能； 后

来自江苏省血液研究所的王宜强教授做了以

“Matrix Remodeling Associated 7 (MXRA7): a 

long-lost member of the non-kin MXRA family”

为题的报告。 

第四个主题论坛，关注细胞外基质的信号

转导研究。论坛由陈建权和章燕教授主持。浙

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冯新华教授介绍了

TGF-β信号通路在癌症中的作用机制；南开大

学的赵强教授报告了一氧化氮可控递送与心

血管组织再生的研究；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的

陈剑峰教授做了以“Immune cells feel the heat- 

Regulation of T cell trafficking by fever via 

Hsp90-alpha4 integrin pathway”为题的精彩报

告；来自中山大学的潘景轩教授报告了 HSCs

衍生的细胞外基质胶原蛋白 I 激活跨膜受体酪

氨酸激酶 DDR1 促进葡萄膜黑色素瘤肝转移

的研究。 

第五个主题论坛，关注细胞外基质在干细

胞和再生领域的研究进展。论坛由于艳秋和邹

学农教授主持。来自香港大学的 Danny Chan 教

授介绍了细胞外基质在涡虫干细胞维持和再生

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

张晓玲教授报告了干细胞分化控制与骨关节老

化疾病的研究；复旦大学的孟丹教授介绍了转

录因子 Bach1 调控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机

制研究；来自深圳大学医学部的刘宝华教授报

告了Sirt7通过体温/ Hsp70-Sirt7-Cry1轴调节肝

脏生物钟节律的研究。 

大会为了鼓励基质生物学领域的青年研

究者，从投稿摘要中选取了 11 位青年学者作

为优秀青年学者论坛的报告人展示自己的研

究进展。青年优秀论文口头报告论坛由周菁和

冯海忠教授主持。做口头报告的 11 位青年学

者分别是：北京大学的战军，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的胡晓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的薛婧，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的黄梦汶，香港

大学的 Zhixin Jiang，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的冯海忠，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的刘

翠，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苗宇桐，中国科学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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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的吕东媛，上海海军军医大学的朱晓

燕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毛晨峰。他们分别就软

骨发育与疾病、胰腺癌、室管膜细胞成熟、胶

质母细胞瘤、肺癌、腹主动脉瘤和胚胎干细胞

的细胞外基质相关的病理机制研究进展进行

了汇报。 

2019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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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口头报告者颁发了荣誉

证书，从壁报报告中评选出了 6 项“优秀壁报

奖”。本次会议加深了我国同行对基质生物学研

究现状的了解和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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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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中国生理学会

心血管生理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

会议邀请了心血管领域的资深专家吴博威教

授、唐朝枢教授和袁文俊教授以及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和研究生，围绕心血管相关领域展开了

新研究成果的交流，这是一次新思想和新观

点的碰撞，充分增进了心血管生理学及相关学

科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国内高校

间密切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本次学术会议由中

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山西医

科大学细胞生理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山

西省生理学会协办。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执行主席曹济民教授主

持。山西省科协郝建新副主席、山西医科大学张

宏副校长、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杜杰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他们分别介绍了

山西省科技发展、山西医科大学发展规划和学术

交流等情况。全国各院校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及

研究生共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大会报

告、专题报告、交流报告、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和墙报展示等，展示了国内该领域的突出成就

和 新进展。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杜杰教授作了题为“代谢标记物与心血

管疾病分子分型”大会报告、上海交通大学新

华医院心血管研究中心陈丰原教授作了题为

“天然免疫与血管疾病”大会报告、西南医科大

学/牛津大学雷鸣教授作了题为“现代抗心律失

常药物分类的药理学基础”和首都医科大学刘

慧荣教授作了题为“免疫紊乱与心衰”的大会

报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王庭槐教授、北京

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罗金才教授、中国医科大

学药学院郝丽英教授、河北医科大学武宇明教

授、山西医科大学刘鹏教授和封启龙教授等 27

位国内知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刘小菁教授等 3 位教授做交流报告；8 位

青年学者作了青年优秀论文报告，48 位青年教

师和研究生作了墙报展示。经专家评比，选出

了青年优秀论文及优秀墙报，我校青年教师孙

腾荣获本次青年优秀论文报告一等奖，王德平

荣获青年优秀论文报告三等奖，研究生于雪娇

获得优秀墙报奖。吴博威教授等专家对相关领

域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作了指导性评述，并对青

年学者给予了殷切勉励和期望。 

在会议闭幕阶段，唐朝枢教授对青年优秀

论文评比参加者进行了点评；杜杰教授在会议

总结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本次学术会议的组织

工作安排周到、高效，为我国心血管生理学领

域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同时

增进了同行间的友谊与密切合作，推动了循环

生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发展，希望通过未来的

不断密切合作交流，能够共同进步，推动我国

循环生理学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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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24 日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低氧诱导因子-1（HIF-1）信号通路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意义 
 

一、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简介 

北京时间 10 月 7 日 17 时 30 分，2019 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癌症学家

William G. Kaelin Jr、英国医学家 Sir Peter J. 

Ratcliffe 和美国医学家 Gregg L. Semenza（图

1）,以表彰他们在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

气供应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 

氧气的重要性早已被世人熟知，但细胞到

底如何适应氧气的变化还仍旧未知。美英三位

科学家在分子水平上阐明了细胞感知和适应

氧气供应变化的机理。Semenza 的科学贡献主

要 在 于 发 现 低 氧 诱 导 因 子 -1

（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 HIF-1 ）是由

HIF-1α 和 HIF-1β 组成的感知低氧的关键因

子，并启动 EPO 等基因的表达适应氧气水平

的变化[2,3]。Ratcliffe 的科学贡献之一是发现

VHL 蛋白可通过氧依赖性的蛋白水解作用负

调控 HIF-1[4]。另外，Ratcliffe 和 Kaelin 同时

发现常氧条件下使 HIF-1α 亚基上的脯氨酸发

生羟基化作用，并被 VHL 识别经蛋白酶体通

路降解[5,6]。 

 

图 1.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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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位科学家的工作开创性地揭示了

氧气适应过程的作用机制，使人类对于不同氧

气水平如何调节一些基础性生理机制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氧气感知与很多疾病的发生存

在紧密联系，为应对贫血、癌症、心脑缺血、

感染等疾病奠定了基础。 

二、HIF-1 信号通路介绍 

转录因子 HIF-1 是由 HIF-1α和 HIF-1β组

成异二聚体结构。HIF-1β在细胞内稳定表达，

而 HIF-1α 的表达则依赖于细胞内的氧水平。

常氧下 HIF-1α 处于表达与降解的动态平衡。

HIF-1α的表达调控涉及到翻译后修饰。HIF-1α

蛋白的 ODD 结构域可以调节 HIF-1α的降解，

它通过第 402 位和第 564 位脯氨酸残基的羟基

化调节 HIF-1α 与 VHL 的相互作用，VHL 能

够与 E3 泛素化连接酶识别导致 HIF-1α在 26s

蛋白酶的作用下发生泛素化降解。在低氧条件

下，ODD 结构域脯氨酸的羟基化被抑制，阻

止 HIF-1α 的泛素化降解，从而提高 HIF-1α

蛋白水平。胞浆内积聚的 HIF-1α 移位入核与

HIF-1β形成完整的 HIF-1 转录因子复合物，并

结合到靶基因启动子区的低氧反应元件

（Hypoxic response element, HRE）上，从而调

控相关基因的转录表达（图 2）。 

 

图 2. HIF-1 信号通路示意图 

目前已经证实的 HIF-1 靶基因超过 100 个，

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血红素氧合酶 -1 （Heme 

oxygenase 1, HO-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葡萄糖

转运蛋白-1（Glucose transporters 1, Glut-1）、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2（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2, 

IGF-2）、内皮素 1、转铁蛋白等。HIF-1 的靶基

因参与了细胞代谢、生存与增值、细胞凋亡、血

管发育、离子代谢、神经发育等生物学过程。 

三、HIF-1 信号通路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意义 

 
图 3. HIF-1 信号通路生物学作用 

HIF-1 是低氧条件下广泛存在于机体内的

一种转录因子，对于维持内环境稳态起着关键性

作用。如图 3 所示，HIF-1 信号通路在肿瘤、贫

血、炎症反应、心脑缺血、胚胎发育等生理和病

理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7][8]。 

1. 肿瘤：低氧是实体瘤的常见特征，肿瘤

由于血管微环境异常造成血液供应不足而导

致低氧。低氧 先刺激 HIF-1 的表达，通过其

信号转导通路诱导下游基因（尤其是 VEGF）

的表达，使细胞适应低氧环境，继续增殖，并

具有高侵袭与转移能力以及对放射和化学疗

法的耐受性。 

2. 贫血：慢性肾病贫血的主要病因是EPO

减少和红细胞寿命的缩短。脯氨酸羟化酶抑制

剂稳定 HIF-1 的表达水平，继而提高 EPO 表

达的水平。脯氨酸羟化酶抑制剂成为口服有效

的小分子 EPO 刺激剂。2018 年 12 月，罗沙司

他（Roxadustat）率先在中国获得批准，用于

慢性肾脏病透析患者的贫血治疗。 

3. 炎症反应：低氧与炎症紧密相连，在关

节炎及心肌局部缺血所致的炎性损伤中，脯氨

酸羟化酶抑制剂 DMOG 可以减轻炎症反应。

此外 DMOG 还可以减轻由脂多糖诱导的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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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IL-1β、IL-6 和 TNF-α的表达。有研究表

明，DMOG 可减轻缺血心肌的炎症反应及细

胞的凋亡，改善心室重构，且该保护作用依赖

于 HIF-1 信号通路的激活。 

4. 脑缺血损伤：大脑对缺血及伴随的缺氧

十分敏感，HIF-1 对脑缺氧缺血损伤具有脑保护

作用。在小鼠局灶性脑缺血前先给予常压低氧预

处理，结果发现脑梗死面积与对照组相比减少约

30%。在预低氧脑组织中，除了核内 HIF-1 表达

增高外，EPO 和 VEGF 二者的 mRNA 和蛋白水

平也均表达增高，提示 HIF-1 在耐受脑缺血中可

能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脯氨酸羟化酶

PHD-2 蛋白表达增高，提示缺氧预处理后的脑

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PHD-2而增强HIF-1表达，

进而产生脑保护效应。 

5. 发育：胚胎发育过程时，氧气浓度为

1-5%，胚胎组织处于生理性低氧微环境中。研

究发现基因敲除（HIF-1α-/-）小鼠在胚胎期

10.5 天时，由于心脏发育畸形、心血管和红细

胞发育缺陷而死亡。条件性敲除特定谱系内的

HIF-1α基因，则会不同程度的影响软骨及脂肪

形成、淋巴细胞生长和分化等，进而影响培养

正常发育。HIF-1α-/-小鼠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不

良现象，但是当低氧诱导的HIF-1活性过强时，

也可能导致培养发育失调及畸胎。 

综上所述，HIF-1 及其信号通路除了上述

的主要作用外，还参与肥胖、糖尿病、应激等

过程的调节。值得一提的是，HIF-1 作为一种

多功能的转录调节因子，HIF-1 及其信号通路

的激活具有双向作用，适度的激活可以促进细

胞存活和增加对损伤性刺激的保护作用；而过

度激活则加重组织细胞的损伤。而且，HIF-1α

的激活在机体的不同组织中调节机制不尽相

同，不同类型的细胞对低氧的敏感性也不同。

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组织细胞的损伤，实现对

HIF1 及其信号通路的靶向和特异性调节，有

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而为临床多种疾病的

治疗提供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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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产品简介 
 

 

我公司从事医用换能器的研制、生产已近 40 年，从配套二道仪、光电的多道仪、平衡记录仪，到配套多家国内

外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与澳大利亚生产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配套 10 多年，其中压力、张力、心音、脉搏换能

器等已取得欧盟检测许可证，压力换能器、张力换能器已经在生产技术上、工艺上突破了技术难点，能做到机能

教学使用的免定标、易排气泡，不用排气泡，过载能力大，不易损坏，科研使用的稳定性好，测量范围广，分辨

率高等特点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话：（010）85988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编：100026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邮箱：1370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XH1000 型 
等长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E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yp9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XH100 型 
免定标血压传感器 

yp2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yp1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HX200 型 
呼吸流量换能器 

HX101 型 
呼吸换能器 

MP100 型 
夹子式脉搏换能器 

大鼠小鼠尾压阻断套 小鼠脉搏换能器
HX400 型 

人体呼吸换能器 

HX100 型 
呼吸换能器 

刺激、保护电极
XJ100 型 

心音换能器 
XH1000 型 

足底触痛换能器
大鼠脉搏换能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