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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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为主编

的上下两本图书，上册为《根深叶茂 蔚然成荫——中国生理学人物记》，下册为《根深叶茂 蔚

然成荫——中国生理学团队记》。从 2013 年第 3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以飨读者。 

学称一代宗师，德为后世楷模 

邹  原 

吴襄（1910 年—

1995 年），字成之，浙

江苍南县人。我国著名

生理学家。曾任大连医

学院（现大连医科大

学）生理学教授兼教研

室主任，中国生理学会

理事，贵州省及辽宁省

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大连分会生理学分科学会名誉主

任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理学分卷副

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分卷编委兼

该卷生理学分支主编之一，《生理科学进展》

主编、顾问。 

吴襄教授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研究长达 50

余年。在确立我国人的生理水准包括肺活量、

血液、基础代谢等诸多方面，开创了研究国人

生理常数之先河。抗美援朝时期，研究并发表

了《输血者血液的亏损与恢复》；1954 年开展

劳动生理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初，投身针刺

机制研究；晚年开展肾脏生理研究，翻译国外

专著，推动了我国肾脏生理的研究。他一生的

研究，贯穿着基础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指

导思想，为我国的生理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在我国生理学教材建设方面，更是有口皆

碑，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951 年—1953

年，受卫生部委托，连续举办三届生理学高级

师资进修班，为新中国输送了当时极为宝贵的

生理学教学和科研骨干。 

一、求学及工作经历 

吴襄教授生于 1910 年 10 月 27 日。6 岁入

学，10 岁时即到距家 10 里的小学寄宿读书。

13 岁考入省立温州中学的初中部。在初三年

级，与同级学习成绩优良者，组织“群志改进

会”，旨在砥砺学行，共谋社会之进步。该少

年组织还开办补习学校及暑期平民学校，他对

教育事业的兴趣，也萌芽于此。高二下学期，

被校方认定为学潮鼓动者而勒令退学。退学

后，无法在浙江上学，乃负笈去沪，转入上海

一所教会学校惠中中学，重读高中二年级。一

年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1930 年抱着教育

救国思想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希望

以后能培养优秀年青学苗，振兴中华。大学二

年级伊始，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先生应聘来中

大执教。郭先生指定蔡翘所著的《生理学》为

主要参考书，这是吴襄首次接触到生理学。生

理学内容丰富，他极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名列

前茅，并向学校申请转入理学院心理学系，并

以动物学系为副科。1934 年从中大毕业，获教

育学士学位。1936 年著名生理学家蔡翘教授应

聘来中大医学院任教。吴襄久慕其名，乃申请

成为中大医学院生理科助教，从此追随蔡氏连

续工作达 14 年之久。1941 年和 1944 年，先后

被提升为生理学讲师和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

后，于 1946 年秋被派赴美国留学一年，先在

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从事循环生理研

生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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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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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获科学硕士学位；后又至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医学院生理学系进修血液生理学。回国后，

于 1948 年晋升为教授。1949 年 8 月接受大连

大学医学院之聘，担任生理学教授兼生理教研

室主任。1954 年他受中央卫生部委派，去民主

德国莱比锡市参加国际性巴甫洛夫学说讨论

会。1969 年随校内迁贵州遵义。1983 年春调

回复办的大连医学院，任教授兼生理学教研室

主任。1987 年退休。 

二、科学研究，开拓进取 

1938 年开始，吴襄教授做了大量中国人各

项生理水准（也称生理常数）的调查统计工作，

先后调查了肺活量、血液（红、白细胞计数和

血红蛋白浓度）、血型（ABO 和 MN 血型）、

生长率、感觉器官生理（视力、视野、听力等）

和基础代谢率等诸多方面，还根据自己的调查

和国内已发表的资料，写成《中国人的生长率》

一文（载《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1948）。1948

年冬，他测定了男女青年血量，写成“中国人

的血量”一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确立国人

生理水准具有重要意义。吴襄教授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确立的中国人的生理正常值，有些至

今仍被学术界所引用。在留美期间，他设计一

个鼠尾体积描记器，可准确地间接测量血压变

化，然后用以测量正常小鼠在不同情况下以及

异常小鼠的血压改变，论文发表于《美国生理

学杂志》。 

吴襄教授遵循基础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在抗美援朝时期，

研究并发表了《输血者血液的亏损与恢复》。研

究结果解除了献血者的思想顾虑，有力地支援

了志愿军伤病员输血治疗的需要。1954 年和

1955 年，吴襄与当时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合作，

开展劳动生理的研究。他亲自带领年轻同志深

入太原钢厂，冒着 50～60℃高温，进行劳动生

理的调查。结果在 1956 年中国生理科学会全国

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在当时起了始创作用。

1960 年代初，他和教研室同志合作针刺研究，

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这项成果至 1976 年底才

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以遵义医学院生理教研

组名义发表了题为“刺激‘人中’的加压效应

及其神经途径探讨”一文。1978 年已近古稀的

吴襄教授仍时刻关怀着中国生理学的全面发

展，有感于我国当时尚无人从事肾脏生理的实

验研究，建立肾生理实验室并开展研究工作，

共同招收肾生理研究生，翻译肾脏生理专著；

且于 1984 年在《生理科学进展》上著文呼吁国

内同道共同开展这一空白领域的研究，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肾脏生理的研究。 

三、编著教材，功绩卓著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任助教时，在蔡翘教

授指导下编写了生理学实验讲义，后根据自己

经验又修改重写，于 1939 年与蔡教授共同署

名，以《生理学实验》为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

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用中文编写的生理学实

验教材。1944 年应正中书局之邀编写生理学大

学用书。他根据自己历年教学经验与体会，在

广泛阅读基础上，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和寒暑

假，写成 50 余万字的《生理学大纲》一书，于

1947 年在上海出版。此书问世后，以其篇幅适

中，逻辑严谨，文字精练流畅，阐述深入浅出，

备受广大读者欢迎。自 1950 年至 1957 年曾连

续修订 4 次，被许多高等医药院校及其他院校

用作教材，广为流传。1983 年又作了第 5 次修

订。由个人独立编著的生理学教材，不断修订

多达 5 次，这在中国生理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他 81 岁高龄时，仍不辞辛劳，组织大连医学

院和院外部分生理学教授共同对《生理学大纲》

进行了第 6 次修订。他对书稿字斟句酌，反复

修改，于 1993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

卫生部推荐教材，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采用，

并被卫生部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1994 年又由

台湾艺轩图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本，被台湾

医学院校所选用。曾受教于吴襄教授的韩济生

院士在悼念文章中写道：“读吴先生的《生理学

大纲》，条理清晰，引人入胜。……他所介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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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是位于森林中的一棵棵大树，是花园全

景中的一朵朵奇葩。”这确是对《生理学大纲》

的生动写照。吴襄除教材编写之外，还在翻译

和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78－1983 年

先后主译了《呼吸生理学》和《肾脏生理学》

两本专著。此外，应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

之聘，担任生理学分卷的副主编。1986 年又应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之聘，任生物学卷编委，

兼该卷生理学分支主编之一。在他 81 岁高龄

时，不顾年老体衰，继续笔耕不辍。在生命

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完《近

代生理学发展简史》。该书集学术性、知识性和

可读性于一体，以丰富和生动的历史事实教育

和激励年青一代继承前辈们的奋斗足迹，继续

前行。此书在吴老去世后于 1996 年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获大连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 年）。 

四、师资培养，桃李芬芳 

吴襄教授特别重视和关心年轻一代生理学

工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建国初期，我国生理学

师资十分缺乏，远不能适应医学教育发展的需

要。从 1951 年起，他接受卫生部委托，连续开

办了三届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学员均由全

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

拔。他亲自授课并指导实验。在三年中共培养

了 26 名师资，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高等医学

院校和科研机构，成为所在单位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骨干，使生理学事业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欣欣向荣。1954 年后，他还多次接受其他院校

选送的师资培养任务。1955 年及 1963、1964、

1965 年和 1985 年均招收过生理学研究生。“桃

李满天下”之誉，吴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吴襄继承蔡翘老师的优良传统和科学作

风，对学生和年轻师资关怀备至而又严格要求。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卫生部抽调各医学院校

有关专家组成教学检查团，在季钟朴团长率领

下，赴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检查教学质量，大

医成绩名列首位。在总结大会上，季钟朴对大

医生理教研室和吴襄教授的教学，给予了很高

评价。他常常说：三尺讲坛，身系教书育人重

任，绝不可掉以轻心，信口雌黄，误人子弟。

他率先示范，每年他都要亲临教学第一线，为

学生上大课，即使在年逾七旬的古稀高龄，也

依然站在学生的讲台之上。尽管教科书是他亲

手所写，教学内容烂熟于心，但每次必重写讲

稿，根据科学进展和学生情况加以调整更新，

绝不沿用旧稿。在课堂上，永远是精神抖擞，

侃侃而读，旁证博引，引人入胜。他强调讲课

要少而精，要启发诱导，不能照本宣科。凡此

种种，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教学财富。 

五、科普宣教，不遗余力 

我国 早成立的科学团体叫中国科学社。

在该社创办的《科学》杂志 30 周年之际，曾约

吴襄写了“三十年来中国生理学者之贡献”一

文。另一个以普及为主的科学团体——中华自

然科学社，吴襄于 1935 年参加该社，并为其出

版《科学世界》撰稿。1941 年曾任该刊主编，

后来还先后被选为该社的理事和监事。1949 年

新中国诞生前，吴襄参加了由中国科学社、中

华自然科学社等四个科学团体联合发起召开的

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1951 年

吴襄教授被推选为旅大市科普协会主席，并积

极组织年青教师到各基层科普协会讲授生理卫

生知识。在以后几年中，为大连、太原等地医

学界介绍巴甫洛夫学说。1956 年他被推选为科

普工作积极分子。吴襄教授于 1927 年加入中国

生理学会。1951参加在京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

担任过《生理学杂志》编辑。大会后，各地相

继成立分会，吴襄被选为旅大市分会理事长。

1956 年在中国生理学会第 13 届会员代表大会

上被选为理事，并创办《生理科学进展》杂志，

任该杂志主编。该刊物在 1957、1958 两年编辑

出版了第 1 卷和第 2 卷。后虽不再担任主编工

作，但对宣传普及生理科学知识的热忱仍一如

既往，多次撰写有关生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心

得体会，介绍国外的研究进展在刊物上发表。

1992 年被聘为《生理科学进展》杂志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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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科学进展》创刊 30 周年专辑中，他写

了一篇“一个生理学工作者的三愿”：一愿百家

争鸣的方针永放光茫；二愿社会主义的民主和

法制得到发扬和健全；三愿我国科学界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为实现四化这一伟大目标而团结

奋斗。 

注：经原著者黄龙教授同意后修改（原文

刊登在《大连医科大学报》第 463 期第三版）。 

Professor Xiang Wu (1910-1995), was born 

in Cang Nan, Zhejiang Province.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education degree in Nanjing 

University (once called Nanjing Central 

University) in 1934. He worked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Cai Qiao in 

the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Nanjing Central 

University in 1936. He went abroa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6, firstly engaged in the 

circulation physi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M. B. Visscher i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he studied the blood 

physiology from Prof. M. I. Gregersen in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Dalian Medical College in 1949. In 

1969, he moved along with the school to Zunyi 

in Guizhou Province. In 1978 he served as the 

physiological consultant for the Beijing 

Tuberculosi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for now Unio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lso as the member i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e 

returned to Dalian Medical College after it 

moved back to Dalian from Zunyi in 1983, 

continued to be the dean of physiology faculty. 

Professor Xiang Wu had been engaged in 

physiolog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 at least 

50 years. He started the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physiological index in 1938, which 

includes the vital capacity, blood survey, blood 

type, sense organs, and basal metabolic rate and 

so on. He is almost the first person in China to 

do such a work. He studied the mechanism of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in the rabbits’ serum 

(1942 – 1944), the donor’s blood loss and 

recovery (1952 – 1954), the labor physiology 

study (1954 – 1955). In the early 1960s, he 

started the acupuncture mechanism research. In 

the 1980s, over seventy years old, Prof. Wu 

established the kidney physiology laboratory and 

started the research work.  

With an extensive public reputation, his 

work in both the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the talents are extraordinary. He 

compiled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Chinese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material in the early 

1930s. The Program of Physiology, compiled in 

1947, revised for six times,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mainland’s and Taiwan’s universities and has 

a great impact. He had edi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physiolog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ference 

books in the whole 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had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of Respiration 

Physiology, Kidney Physiology, and had 

compiled The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Physiology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mission 

of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he had held the 

class for further studies for the senior teachers 

which provide a lo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for China. 

He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and an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Liaoning 

Society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He severed 

as an editor-in-chief at Progress in Physiological 

Sciences (1956 –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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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研组 

 
动物生理学是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937 年建院（原为生物系）之初 早开设的

基础课程之一，一直是本院的传统优势学科。

1980 年，西北大学获得动物学（含生理学方

向）硕士学位授权，是全国范围内比较早、

西北大学第一批获准建立的 10 个硕士点之

一。进入新世纪以来，西北大学先后成为“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校、省部共建高校、首批

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生理学适逢

发展良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2 年生理

学成为西北大学第二批重点建设课程，2003

年教改项目“改革教学方法，多途径提高生

理学本科教学水平”荣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2005 年生理学教学荣获校级教学质量一

等奖，2009 年生理学成为西北大学第二批精

品课程，2011 年成为陕西省精品课程，2013

年升级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7 年生

理学获批西北大学 MOOC 课程。 

生理学教研组先后有著名学者吴养增与

何承得等人任教，现在教研组由高云芳、朱忠

良教授及王慧平、严兴荣、常惠等青年骨干教

师组成，师资力量雄厚，中青结合，主要人员

均有出国留学经历。近年来，在教研组年长一

代教师的带动和指导下，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能力显著提升，成为校内成果斐然的教学

团队之一。近五年来，教研组中青年教师共获

得教学项目 4 项，教改项目资金 21 万元，在

核心期刊发表教改文章 6 篇。其中王慧平老师

负责的生理学 MOOC 课程是生命科学学院在

校内获批的第一批 MOOC 课程建设项目，该

课程现已成功上线运行。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生理学教研组在

科研方面亦取得可喜成绩，生理生态学与神经

生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近 5 年

来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省部级科研

基金 5 项，获得省部级、厅局级奖项 4 项。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共 45 篇，其中在 SCI

期刊上发表 27 篇，半数以上论文发表在 JCR

二区期刊。主编参编教材 7 部、专著 5 部。已

与奥地利航天生理研究所及英国 Durham（杜

伦）大学建立了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 

附：教研组主要成员简介 

高云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 年 1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

物系；1989 年硕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动物生理学方向）；2005 年博士毕业于西安

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方向）。2006-2007 年

在奥地利航天生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为

生理学主讲教师、教研组长，中国动物学会动

物生理生态学分会第一届委员，陕西省生理学

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Acta 

Astronautica 、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兽类学报》、《四川动物》等学

术期刊审稿人。长期从事动物生理学教学与研

究工作，承担博硕本学生的《动物生理学》、《比

较生理学》、《生理学研究进展》等课程。曾先

后主持了西北大学《动物生理学》重点课程建

设与省级精品课程建设等多项教学项目。在科

研方面，主要致力于达乌尔黄鼠冬眠期抗废用

性肌萎缩机制的研究与抗废用性肌萎缩药物

的研发。主持过多项这一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主持的《活

血化瘀类与补益类药物在抗废用性肌萎缩中

的应用研究》荣获 2017 年陕西省高等学校科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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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奖二等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学术论文 99 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

近五年来在 Cells、Frontiers in Physiology、

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等 JCR 二区期刊

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编专著《中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1 部，教材《生理学》、《人体机

能学》、《生理学全攻略》与《大学生理学》4

部，其中“十一五”与“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 部。 

朱忠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3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

1990 年 7 月获得西安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92

年参加卫生部中日联合培养项目，先后在长春

白求恩医科大学、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接受培

训，在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做访问学者；

1998 年 7 月获得中日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长期

从事生理学的教学与科研。 

王慧平，博士，讲师 

2000 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2004

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

专业（动物生理学方向）。主持西北大学动物

生理学 MOOC 课程建设及动物生理学新实验

项目开发等教学项目，发表教学论文 4 篇，开

发新实验项目 1 项。主持省部级、厅局级科研

基金 3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冬眠动物骨骼肌的

生理适应机制。2017 年以第 2 完成人获省高等

学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 

常惠，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4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科学专业，获

理学学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与航海医学

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生理学理论

与实验教学工作。近年一直从事冬眠与应用生

理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陕西

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 1 项、陕西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1 项、西部资源生物与现代

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 项。在

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40 篇，其中 SCI 收

录 3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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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 年 12 月 20-22 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

论文交流会在江苏南京顺利召开。由各省生理学会推荐的52名参赛选手的论文参加评选，会议展示

了选手们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 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现场报告的综合评选，

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佳表达奖、 佳答辩奖、 佳图表奖各1名。从2019

年第6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获奖者的参评论文综合摘要各一篇，以飨读者。 

 

丘脑室旁核在觉醒调控中的作用 

任栓成 

（陆军军医大学 重庆 400038） 

 

一、作者简介 

任栓成 男 讲师。2019

年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基

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获

博士学位；此后留校任职。

研究方向为觉醒与睡眠的

发生机制，目前以第一作者

发表 SCI 论文 3 篇。主持陆军军医大学创新人

才项目 1 项。获得 2019 年华人在读博士 高奖

-吴瑞奖学金、第十五届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全

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一等奖、第一届中

国-以色列睡眠医学国际研讨会青年研究学者

口头汇报一等奖和第十三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张香桐优秀研究生论文奖等奖励。 

二、作者获奖工作介绍 

觉醒(wakefulness)是感觉、运动、认知和意

识的基础，由弥散分布于大脑的神经元网络调

控。丘脑是觉醒系统背侧通路的主要组成部分，

控制和处理觉醒信息传递至大脑皮层。双侧旁

正中丘脑损伤患者表现出严重的觉醒障碍症状

甚至昏迷，提示旁正中丘脑是觉醒调控的重要

位点。旁正中丘脑由许多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核

团组成，这些核团具有不同输入-输出联系并参

与执行不同的脑功能。但是，由于缺乏神经元

特异性活动记录和操控方法，参与觉醒调控的

神经元核团及其相关神经环路尚未得到鉴定。

前期工作主要围绕旁正中丘脑在觉醒调控中的

作用，主要发现如下： 

1. 鉴定丘脑室旁核在觉醒调控的关键作用。 

通过绘制旁正中丘脑在不同睡眠/觉醒状

态 下 的 活 动 图 谱 ， 发 现 丘 脑 室 旁 核

（paraventircular thalamus, PVT）神经元在觉醒

期表现出高活动水平。光纤钙活动记录和在体

多通道记录分别在神经元集群和单细胞水平表

明 PVT 活动与觉醒密切相关。采用化学遗传学

方法可逆性抑制 PVT 活动显著降低觉醒量，并

伴随觉醒片段化。而通过白喉毒素或鹅膏酸特

异性杀死 PVT 神经元，则可造成持续性的觉醒

损害。反之，采用光遗传学方法在睡眠期激活

PVT 神经元，可快速地诱发睡眠向觉醒转换。

同时，以麻醉作为意识障碍的行为模型，发现

激活 PVT 亦能够升高皮层活动水平，并加速由

麻醉向清醒状态的转换。 

2. 解析丘脑室旁核调控觉醒的神经环路

机制。 

进一步的神经环路机制研究表明PVT发挥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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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觉醒效应不依赖于 PVT→皮层通路，而依赖

于伏隔核通路（nucleus accumbens, NAc）。激活

PVT→NAc 通路能诱导睡眠向觉醒的转换；反

之，抑制这一通路则可降低觉醒水平。研究结

果还表明 PVT 活动受到外侧下丘脑（lateral 

hypothalamus, LH）食欲肽（hypocretin , Hcrt）

神经元的调控。基于狂犬病毒逆行单突触示踪

结果表明 PVT 接受 Hcrt 神经元的单突触输入。

在行为学水平，光遗传学激活 LHHcrt→PVT 通

路诱发快速睡眠向觉醒的转换，而化学遗传学

抑制 LHHcrt→PVT 通路显著降低觉醒水平。因

此，PVT 调控觉醒是通过 Hcrt 神经元-PVT-伏

隔核通路实现的。 

综上，前期工作以觉醒调控这一基本科学

问题为切入点，整合在体多通道记录、光纤钙

活动记录、脑-肌电记录、光/化学遗传学及神经

环路示踪等神经元活动监测和操控技术，从分

子、细胞、神经环路及整体行为等层次，系统

性地探讨了 PVT 在觉醒控制中的关键作用，并

从形态和功能两方面解析了其调控觉醒的神经

环路机制。前期工作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大脑

工作原理及丘脑损伤相关疾病的理解的认识，

并有望为嗜睡症的治疗和昏迷促醒研究提供了

全新的精准靶点。 

三、获奖文章目录 

Shuangcheng Ren, Yaling Wang et al. 2018. 

The paraventricular thalamus is a critical thalamic 

area for wakefulness. Science 362(6413), 429 – 

434.

 

 

 

 

热烈祝贺中国生理学会第 23 和第 24 届副理事长 

马兰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

院士章程》和《中国科

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

细则》的规定，2019 年

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了

6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

20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我学会第 23 届

（2010-2014）和第 24 届（2014-2018）副理事

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脑科学研究院

院长马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脑科学研

究院院长、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教育部脑科学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1958 年 9 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2 年 1 月

毕业于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

1984 年 12 月获得中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90

年 12 月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博

士学位，1991 年-1995 年先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

大学和拜耳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5 年

12 月起担任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教授至今。 

马兰教授长期从事药物成瘾和记忆机制研

究，发现成瘾性药物调控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

新途径和 b-抑制蛋白的核信使功能，揭示成瘾

渴求去强化和药物成瘾的跨代遗传现象及其表

观遗传机制，系统阐述阿片受体信号转导调控

机制，发现 GRK 作用的新模式及其调控记忆的

机制，提出记忆提取-消退的受体偏向性信号通

路假说和消除成瘾相关记忆的新策略。 

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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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科研成果 

入选 2019 年中国十大生命科学进展 
 

热烈祝贺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课题组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实现哺乳动物裸眼红外视

觉）入选 2019 年中国十大生命科学进展。同

时，该成果荣获《Cell》杂志年度 佳，并被

选为本期唯一科普视频进行重点推广。 

薛天教授课题组开发了可注射眼球注射

光感受器的上转换纳米粒子（pbUCNPs），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无源裸眼红外图像视觉感

知，是生命科学领域里的一项重要突破，这

种新方法将为各种新兴的生物集成纳米器件

设计和应用提供无与伦比的机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 2019 年生理学前沿进展北京大会 

——IUPS 和中国生理学会联合研讨会 

（Frontiers of Physiology Beijing Forum 2019） 

 
2019 年 10 月 30 日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主

办的 Frontiers in physiology Beijing Forum 于

北京大学医学部隆重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

长庚大学的 Chan-hwa Yu 教授、利物浦大学

的 Susan Wray 教授、新西兰奥克兰生物工程

研究所的 Peter Hunter 教授、德国沃尔特·布

伦德尔研究中心的 Ulrich Pohl 教授以及北京

大学的王韵教授、王世强教授和孔炜教授等

国内外生理学知名专家，围绕生理学前沿的

相关研究进行主题报告。 

会议伊始，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张

宁教授，国际生理联合会主席 Chan-Hwa Yu

教授以及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致开

幕词，对国内生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以及取

得的进展予以了肯定，并祝愿未来生理学研

究越来越好。随后，由各位邀请嘉宾就不同

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分享。 

会后讨论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相信通过此次会议可以让师生更好的

了解生理学前沿思想和 新进展。会议在全

场热烈鼓掌声中圆满结束。 

The Frontiers of Physiology Beijing Forum 

was held in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on October 30th, 2019. This forum 

consisted of seven plenary lectures, respectively 

conducted by seven invited experts in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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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y discipline from overseas and China. 

These plenary speakers included Professor 

Chan-Hwa Yu from Chang G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Susan Wra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ofessor Peter Hunter from the 

Auckland Institute of Bioengineering, Professor 

Ulrich Pohl from the Walter-Brendel Research 

Center, as well as Professor Yun Wang, 

Professor Shi-Qiang Wang and Professor Wei 

Kong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forum, 

Professor Ning Zhang,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Professor Chan-Hwa Yu, th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and Professor Yun Wang,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delivered an opening speech 

complimen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prospecting 

the future academic progress.  

During the forum, all the invited speakers 

gave wonderful presentations on their latest 

scientific findings. Meanwhile, the audience 

and student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ctively 

asked questions and interacted with speakers 

following the lectures. To sum up, this forum 

favored all the attendees and gave the 

physiological scientists in China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follow up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frontiers of physiology. 

     

 国际生理联合会主席 Chan-Hwa Yu 教授汇报     利物浦大学 Susan Wray 教授汇报平滑肌在 

关于氧化应激在高血压疾病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改善分娩中的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王韵教授汇报关于疼痛与疼痛的      新西兰奥克兰生物工程研究所的 Peter Hunter 

           调节相关的前沿研究                 教授汇报自主神经在各个器官中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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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沃尔特·布伦德尔研究中心 Ulrich Pohl       北京大学王世强教授汇报了细胞内钙离子 

教授汇报关于连接蛋白 connexin 在循环系统与       代谢失衡在心律失常疾病中的作用 

血管中细胞间信号传递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孔炜教授汇报细胞外基质与                   研究生报告后提问 

         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研究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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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 

陆利民 

（复旦大学 上海 200032）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业委员会第六

届学术年会于 2019 年 12 月 12 -15 日在美丽山

城重庆召开。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肾内科，

重庆医科大学肾脏病中心以及重庆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肾脏病专委会联合承办此次会议。 

会议邀请从事肾脏基础及临床研究的国

际、国内著名专家、跨学科专家及学者做特

邀专题报告。会议还设置青年学者论坛、优

秀论文评选及交流、优秀壁报评选及交流等

多种交流方式。此次会议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肾脏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投稿 108 篇，吸引了

近三百位从事肾脏基础、临床研究及转化研

究的同仁前来参会交流。  

在简短的开幕式上，大会主要承办单位

代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肾内科赵景宏

主任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教授、参会代表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陆军军医大

学新桥医院吴昊院长专门到会，对此次会议

的成果举办表示祝贺，并向全体与会人员介

绍了新桥医院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主干学科

建设、诊疗特色等情况。中国生理学会副理

事长、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管又飞教授代表

中国生理学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介绍

了中国生理学会历史、精神传承、专业委员

会组成等。 后，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

委会候任主委阮雄中教授发言，表示中国生

理学会肾脏生理专委会的学术年会应该成为

肾脏病领域一场学术盛宴，青年学者探讨交

流的良好机会。肾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复旦

大学陆利民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在青年学者论坛上，安徽医科大学基础

医学院副院长杜娟教授就 TRP 通道家族中

TRPV4-Kca2.3复合物的在调节血管功能和局

部血流灌注中的作用及机制做了介绍。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周绪杰教授围绕自噬在

狼疮性肾炎中的作用介绍了课题组近 8 年的

工作成果。足细胞是基底膜重要屏障，其损

伤参与多种肾小球疾病的发病关系密切，来

自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张丽教授介绍了脂

筏蛋白 Flotillin-2在影响足细胞裂孔膜蛋白表

达和形成中的作用。腹膜透析是终末期肾脏

病患者主要替代治疗方式之一，腹膜纤维化

是导致腹膜透析患者透析失败的主要原因，

来自上海东方医院刘娜教授从表观遗传学的

角度探索了腹膜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在特邀专题报告会上，有来自香港中文

大学的蓝辉耀教授总结了他们的实验室多年

对 TGF-β在肾脏疾病中的研究成果，对 TGF-

β在肾脏疾病中是敌是友进行了详细阐述。

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刘必成教授就机体“氧感

知通路”中缺氧适应机制做精彩报告，还介

绍了中国科学家在原创新药罗莎司他临床研

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

何慈江教授就糖尿病肾病领域药物发现的策

略进行交流，系统阐述了他们课题组用系统

药理学方法寻找药物干预靶点，从中药中筛

选有效成分， 后到前期临床研究的整个工

作历程。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杨天新教授介绍

了可溶性肾素源受体（PRR）在血钾稳态调节

中的 新研究成果，证实 PRR 在维持机体血

钾稳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布朗大学庄

守纲教授结合课题组研究成果，系统阐述了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以及甲基化转移酶在急性

肾损伤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大连医科大学

的管又飞教授介绍了前列腺素E2在机体血压

和水盐代谢调控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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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厦门大学杨云青教授实验室长期

聚 焦 miRNA 功 能 的 研 究 ， 他 介 绍 了

miR-574-5p 在促进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狼疮肾

炎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关机制。足细胞

损伤是糖尿病和肾小球疾病的早期事件，山

东大学的易凡教授重点介绍了课题组近期脂

代谢异常与肾脏足细胞损伤的研究进展。复

旦大学的陆利民教授介绍了AKI到CKD的发

生机制，特别是 Hippo 通路持续激活在 AKI

向 CKD 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盐敏感高血

压与肾脏代谢密切相关，西安交通大学田中

民教授就代谢异常与盐敏感高血压的发病做

了系统阐述。南京医科大学梁秀彬教授重点

关注了肾脏上皮钠离子通道(ENaC)的转录后

调控机制以及在高血压中的作用。中山大学

王蔚东教授围绕肾小管脂质沉积、Mas 受体

在脂肪酸诱导的小管损伤的中的作用及新机

制做了交流。 

此次会议还特邀了多位跨学科领域的专

家与会交流。陆军军医大学的曾文教授长期从

事工程血管的研究，她就课题组在工程血管研

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作了专题报告；重庆

医 科 大 学 赵 蕾 教 授 介 绍 了 CD36 调 控 

Src/mTOR/TFEB 信号通路介导溶酶体损伤在

AA 型淀粉样变性中的作用及机制做了专题报

告；阜外医院的王利教授以心脏为例介绍了利

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在各种疾病机制研究中的

运用；陆军军医大学特色医学中心曾春雨教授

就脂联素与尿钠排泄和血压相关机制做了专

题报告；陆军军医大学王军平教授发现在慢性

肾病小鼠模型中造血干细胞的衰老增多，他就

造血干细胞失稳态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了

详细阐述。 

此次会议有 6 位青年工作者获优秀论文

奖，他们应邀在会议上进行了口头论文交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邓振领博士的论文“单细胞

测序技术证实足细胞存在免疫球蛋白基因转

录与 VHDJH 重排”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山东

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晓杰博士的论文“GPR124 

Maintains Podocyte Function and Prevents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和陆军军

医大学新桥医院何婷的论文“Klotho restrain 

RIG-1/NF- κ B signaling activation and 

monocyte inflammatory factor release under 

uremic condition”获优秀论文二等奖。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吴鹏博士的论文“盐皮质激素

受体缺失影响远端肾单位上皮钠通道活性的

机制研究”，重庆医科大学袁欣博士的论文

“Tbx18+细胞谱系示踪模型的遗传性状差异

及机制研究”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叶晨博士的论文“Asparaginyl 

endopeptidase-mediated podocyte cytoskeleton 

regulation protect against podocyte injur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获优秀论文三等奖。管

又飞教授，谷瑞民教授，何慈江教授分别给获

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与会委员与部分参会青年工作者合影            管又飞教授为获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获得者邓振领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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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组织了优秀壁报评选，共评选出 12

篇优秀壁报。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学系耿

晓强，重庆新桥医院肾内科肖堂利，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周转利，哈医大生理教研室谷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杨雪均，深圳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曹荣，陆军军医大学新桥

医院肾内科刘永，安徽医科大学王佳楠，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袁欣，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肾病李梦然，大

连医科大学李亚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

内科钟豪杰等十二位青年学者的论文获优秀

壁报奖。赵景宏教授，杨宝学教授，杨天新教

授为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在会议闭幕式上阮雄中教授总结到，此次

会议是一场大咖云集的头脑风暴，学术盛宴，

肾脏生理及肾脏疾病机制研究领域的 新研

究进展在短短几天内各放异彩。2020 年，中国

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委会全体同仁将继续团

结奋进、创新求真。中国肾脏生理人期待下一

次的相聚。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16 日 

 

赵景宏教授，杨宝学教授，杨天新教授为获优秀壁报奖同学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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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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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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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在江苏省

南京市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圆满召开并顺利落

下帷幕。 

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南京

大学和东南大学协办。参会人数逾千人(注册

代表 947 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共计 56 人。

两天会议共安排了 2 场大会报告、143 个专题

报告、316 份会议墙报(实际张贴 269 份)，并

评出 21 份优秀墙报。16 家参展商，分别为：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淮北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蒂姆温

特远东有限公司、埃德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千

奥星科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青莲百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美迪森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南京景瑞康分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美

国 BIOPAC 公司、北京普生达科贸有限公司、

江苏赛昂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强生(上海)医

疗器材有限公司和北京微信斯达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共计 58 位企业代表参展。

大会全体合影 

一、年会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2019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年会在南京国际

博览中心紫金厅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秘书长

李俊发主持，理事长王韵教授致开幕词并介绍了

张锡钧基金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奖的

历史，展示了该奖项自设立以来获奖人员名单及

对中国生理学科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的推动作

用。开幕式结束后，学会第 22 届理事长，首位

张锡钧基金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一等奖获

得者范明教授作了题为“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成果浅析”，结合他自己的特殊环境研

究，解析了 2019 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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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里院士                                 范明教授 

12月 22日上午我会第 20届理事长复旦大

学杨雄里院士作了题为“执着和奉献—循着中

国生理学界前辈的足迹”的精彩演讲。生理学

界前辈，杨雄里院士和范明教授等中国生理学

人“以科学为生命，以国家命运为己任”，为

推动中国生理科学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

了与会所有代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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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21 日全天在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紫金厅举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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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学术

论文评选及交流会议中，共收到来自全国 52

位青年优秀生理学工作者的推荐材料。前期

经专家书面评审，遴选出 24 位做口头报告交

流，28 位做墙报展示交流。在现场口头报告

交流会上，经各位专家根据候选者的工作内

容、表达水平、提问答辩和图表展示情况，

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任栓成(陆军军医大

学)，二等奖 2 名：马玉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和何金龙(天津医科大学)，三等奖 3 名：张茂

(北京大学)、张淑贞(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和梁海海(哈尔滨医科大学)； 佳表达奖 1

名：赖秀芸(香港大学医学院)， 佳答辩奖 1

名：贝毅桦(上海大学)和 佳图表奖 1 名：苏

鑫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其余 15 位获得

了张锡钧基金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

优秀口头报告奖。 

三、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

术会议 

2019 年 12 月 22 日上下午分别在南京国

际博览中心紫金厅和杨子厅举行了第十三届

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本次会

议上，邀请了浙江大学靳津教授作了特邀报

告，北京大学李毓龙、山东大学于晓、四川

大学杨文星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占成做了

青年委员报告。同时邀请了 16位青年工作者

作了口头报告，其中 6 位获得了优秀青年口

头报告论文，即冯杰思(北京大学)、杨入袆

(复旦大学)、许海峰(浙江大学附二院)、谢

枢韬(南京大学)、彭义(上海生化细胞所)、

李芷晴(北京大学医学部)。本次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学术会议共有 26个墙报参与评选，评

出了 4 个优秀墙报。获得优秀的墙报的是：

卓一洲(北京大学)、陈静(清华大学)、胡立

(上海科技大学)和刘晨喆(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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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锡钧基金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获奖者          张锡钧基金青年优秀论文获奖者合影 

     
          薛天教授            优秀口头报告获奖者合影         优秀墙报获奖者合影 

     
学会 20 届理事长杨雄里院士和学会监事长王晓民教授参加青年会议并参与讨论 

四、分会场报告内容 

本次年会创新了办会机制，除进行了张锡

钧基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

文评选及交流会议和第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外，本次年会还设立了 21

个专业委员会、《生理学报》编委会及教育工

作委员会组织的 26 个分会场专题报告，合计

142 位专题报告者。会议内容丰富，涵盖 21

个专业委员会内容及企业合作进行的“生理学

教学信息化分论坛暨 ESP 功能数字人专题研

讨”内容，报告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代表的

兴趣，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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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分会场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 

   

《生理学报》编委会会议 

五、墙报展示与企业交流 

同时，本次学术会议中还设立了“优秀墙

报”评选，经过评审专家的认真评选，在两天

内共展出的 316 份墙报（实际张贴 269 份）中

评出了 21 份“生理学学术大会优秀墙报奖”（详

见附件 1） 

   

张锡钧基金青年优秀论文交流会和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墙报展示交流 

    

墙报评审专家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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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认真观摩学习 

   

         王韵教授              优秀墙报获奖者合影          优秀墙报获奖者合影 

     

企业产品宣传展示 

16 家企业也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和介绍产

品，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互动，促进了企业和

学会及与广大会员之间的合作。 

六、年会闭幕式 

下午各项会议日程结束后，进行了张锡钧基

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奖，第

十三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口头报

告和优秀墙报奖及年会优秀墙报奖的颁奖仪式。

后，王韵理事长闭幕式中指出，本次年会创新

了会议模式，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 将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落到实

处，通过介绍中国生理学前辈“执着和奉献”的

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激

励学会会员循着中国生理学界前辈的足迹，不忘

初心，牢记生理学人的使命，为推动我们生理科

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 年会采取了各专业委员会

联合办会的模式，为不同专业的会员提供交流的

渠道，搭建了合作融合的平台。3. 和企业联合组

织教育研讨会，搭建了和企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后王韵理事长感谢为会议顺利召开提供了优

质服务的南京大学朱景宁教授和东南大学陆巍

教授带领的团队，感谢志愿者们为会议召开付出

的努力，期待 2020 年在天津年会再见(李俊发，

梅竹整理，王韵审核)。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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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生理学会 2019 学术年会优秀墙报获奖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获奖墙报题目 

1 刘  婷 首都医科大学 

IL-17A-mediated excessive autophagy aggravated 

neuronal ischemic injuries via Src-PP2B-mTOR 

pathway 

2 余夏飞 浙江大学 
The gating mechanisms of TRPM2 by ADP ribose and 

calcium 

3 师梅梅 陕西师范大学 

Hippocampal µ-opioid receptors on GABAergic 

neurons mediate stress-induced impairment of memory 

retrieval 

4 张文华 南昌大学 
Chronic stress causes projection-specific adaptation of 

amygdala neurons via SK channel downregulation 

5 刘  阳 哈尔滨医科大学 

The role of astrocyte VRAC in the rebound excitation 

of vasopressin neurons evoked by acute hyponatremic 

stimulation in ra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6 赵玉峰 西安医学院 FGF21 抑制脂肪细胞瘦素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研究 

7 于佳未 哈尔滨医科大学 
肌动蛋白对授乳所致下丘脑星形胶质细胞可塑性变

化中 GFAP 与其他功能蛋白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8 刘诗颖 中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南极特殊环境对中山站越冬考察队员心率变异性的

影响 

9 伍冠一 广西中医药大学 
Inhibitory effects of osthole on histamine-dependent 

itch by activating TRPV1 

10 时凯旋 中国地质大学 
跑台运动通过调节运动皮层功能活性改善 PD 模型大

鼠行为表现 

11 舒  田 天津体育学院 有氧运动干预增龄小鼠骨骼肌的线粒体UPR 机制研究 

12 卫  明 首都医科大学 

PAD4-dependent NETosis decreases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formation by inhibiting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extracellular matrix secretion 

13 杨  柳 北京大学 XBP1u 抑制血管钙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4 黄玉洁 苏州大学 
Mir133a mediates cardiac developmental toxicity 

induced by trichloroethylene in zebrafish 

15 张书田 复旦大学 
PGC-1α调控线粒体融合介导 M1 型小胶质细胞活化

在应激性高血压发生中的机制研究 

16 孙  培 福建医科大学 
脊髓组织蛋白酶 S 在慢性功能性内脏痛中枢敏化中

的作用 

17 管  乐 福建医科大学 杏仁核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对慢性功能性内脏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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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获奖墙报题目 

18 翟佳悦 北京体育大学 不同运动方式对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19 钟  飞 浙江大学 
八周抗阻联合有氧运动对老年女性肠道菌群的影响

研究 

20 谢思安 北京大学 
DNMT1 regulates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ontractility 

via main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HDAC8 

21 吴艳艳 苏州大学医学部 

Intestinal microflora an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involve 

in chronic visceral pain of adult rats with neonatal 

colonic inflammation 

                                                                          

 

 

 

 

 

《生理通讯》稿约 
 

《生理通讯》是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内

部专业期刊。本刊主要报道以生理学专业为

主的科研、教学相关的学术动态、学术交流、

学会活动、全国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生

理学分会会议等方面 新信息。该杂志办刊

的宗旨是：使《通讯》成为“学会工作的信

使、联系会员的纽带和学术交流的园地”，

集“学术性、新闻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为

广大会员所喜爱的刊物。欢迎全国所有生理

学工作者积极投稿。 

1. 投稿内容：目前《生理通讯》的栏目有： 

生理学家：介绍我国和海外有关的著名生

理学工作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 

庆贺与纪念：介绍我国著名生理学家重大

成果奖励活动、诞辰、纪念活动等。 

新世纪（新年）寄语：学会领导等总结、

回顾过去生理学工作的成就，并就我国未来教

育和科研工作发展的新形势，对全国生理学会

会员提出希望和要求。 

生理新星：介绍我国年轻有为、做出了出

色贡献的生理科学工作者的成就和事迹等。 

长江学者：介绍我国被国家认定为“长江

学者”的生理科学工作者的成就和事迹等。 

专题讨论：介绍生理学及相关的生物学科

研及教学中某一专题学术讨论的内容。 

学术动态（科研动态）：介绍国内外包括

生理学在内的生命科学中重大科研项目工作

的 新进展信息、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级、部

级、省市级重点实验室介绍等。并可介绍包括

生理学在内的科研及教学工作的 新成果和

进展。 

学术交流：介绍国内（包括港、澳、台）

各地区、单位生理学有关的科研及教学等相互

交流的情况等。 

国际交流：介绍我国生理科学工作者和国

外有关学者人员互访、学术交流的有关情况、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等。 

学会工作：介绍我国生理学会全国会议、

各大区、省市自治区会议有关换届选举、常务

理事会会议、青年理事会工作等情况；介绍新

会员名单、与生理学会有关的杂志主编或出版

等重大问题的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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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介绍全国及各大区、省市自

治区生理学会学术会议（包括年会）情况，

介绍相关的各种研讨会纪要、简报等以及学

会组织的各种观摩会、报告会、讲习班、培

训班等情况。 

教学动态：介绍国内外有关医学教育的

新信息、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教育部重点学

科介绍等。 

教学工作（园地）：介绍教学工作中各种

经验、体会、建议等。 

人才培养：介绍生理学科研及教学人才培

养的 新动态和进展。 

科普工作：介绍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生理

学会组织的科普活动（如全国科普活动周、青

少年夏令营等）情况。 

张锡钧基金会：介绍全国生理学会张锡钧

基金会优秀论文评奖结果、会议交流情况等。 

科技（要闻）信息：介绍国内外 新的科

学成就或科研、教学工作重大进展（包括诺贝

尔医学奖）等。 

科教漫笔：介绍科研及教学工作中个人的

经验、体会、教训、趣闻、轶事等。 

大家谈：就我国生理学科研及教学工作中

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建议或讨论。 

趣味园地：刊登各种于知识性和趣味性为

一体的趣闻、轶事等。 

学位论文：刊载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新

论文。 

读者与编者：就该期刊办刊方针、版面内

容、编排方式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等。  

新技术：介绍有关科研和教学的 新创新

技术等。 

另外，还设有出版消息（新书消息）、新

书征订、新书介绍、教材介绍、消息/重要消

息、简讯、通知、会议消息、荣誉信息、讣闻、

悼念、仪器研制、仪器之窗等栏目。 

2. 投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2.1 学术文章的内容应论点鲜明、论据可

靠、数字准确、文字精练、学术用语及标点规

范。一般不超过 3000 字，综述不超过 5000 字，

短篇文稿以 500～1500 字为宜。如果缩减有困

难，经作者同意，我们拟将全文以电子版的形

式在生理学会网站上登载。 

2.2 请在文章标题下写明作者姓名、详细

通信地址、工作单位、邮政编码。 

2.3 文稿所用名词术语、简化字等应以国

家规定或通用者为准。 

2.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

定，作者享有著作权、并文责自负。作者接到

修稿通知时，请按照要求认真修改。如作者不

同意对内容修改，请在来稿时说明。来稿请寄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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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玲 xiaoling3535@126.com; 

梅  竹 maymei8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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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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