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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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德章教授传略 

陈庚新 

 
俞德章于1912年

10月出生于浙江省诸

暨县一个贫寒的店员

家庭。他六岁丧父，

年轻的母亲既无财产

又无文化，生活难以

维持，经人介绍到教

会内帮工。俞德章得

以免费进入教会小学

读书。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绍兴一个教会初

中免费工读，课余打扫理化实验室。初中毕

业后，母亲让他去一家钱庄当学徒。但他希

望继续读书，经人介绍到杭州一家教会高中

免费工读，课余到教务科作抄写等杂务。中

小学时代的穷困遭遇，在他幼稚的心灵中留

下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刻苦学习的意志

和坚韧的工作毅力。 

1930 年高中毕业,当时浙江大学设立医学

院,他考入医预科,学费向别人借贷。1931 年医

学院宣告停办,他被转学到南京中央大学医预

科。后因学费借贷困难,读完两年医预科转入中

大生物系三年级,以期早日毕业能够自立。 

1933 年是他大学读书的最后一年,适逢系

内缺生理学助教,系主任孙宗彭教授在生物系

四年级学生中选择成绩优异、刻苦耐劳的命德

章来兼带三年级学生的生理学实验课。这对他

是很大的信任和鼓励,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1934 年大学毕业后,被正式留任生理学助

教。他平日生活十分刻苦节约，两年内即还清

了所有债务。当时，孙宗彭教授有一个较大的

生化实验室，进行提取肝脏的造血有效成分的

工作。俞德章当时除参与生理学部分讲课外，

还负责生理学实验和生化研究室的全部具体

工作。任务虽繁重，但他乐于承担。也正是此

阶段使他在生理、生化和药理方面都具备初步

的知识和经验，对此后的工作有重大影响。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俞德章先后转至江

苏医学院、江西中正医学院和赣州省立医专担

任生理与药理的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1947

年到浙江大学任教。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他曾兼

任生化学科主任和药理学科主任。新中国成立

后院系调整，1952 年任浙江医科大学药理教研

室教授兼主任。1960 年回到生理教研室。他在

大学任教前后将近 55 年。 

在这半个世纪的年代里，俞德章始终站在

教学、科研第一线。他的知识面广而深，上课

讲解生动透彻，深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爱戴。

在科研工作上，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解

决实际问题。曾发表科研论文 39 篇，大部分

属于心脏生理与药理的研究。30 年代末期，迷

走神经对心脏抑制的胆碱受体的作用机制尚

未明了。他以离体灌注蛙心实验发现刺激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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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而抑制心脏收缩时，灌注流出液中的钾浓

度显著增高。灌注液中加入阿托品后，刺激迷

走神经即不复出现心脏抑制，流出液中也无钾

浓度增高的现象。证明迷走神经的心脏抑制作

用与心脏内的钾离子释放或外溢有关。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在家兔中进行了钴血细胞增多症

中血清胆碱酯酶活动的研究。实验结果提示钴

的促进红细胞生成作用可能与提高胆碱酯酶

活性有关。他还在家兔上进行了二巯基丙醇对

钴的解毒作用的研究，结果发现二巯基丙醇能

使钴急性中毒兔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尿钴排泄

显著加快，说明其是解毒作用。在 50 年代，

他针对临床常用强心药毒毛旋花子甙需要从

国外进口，研究我国华南的夹竹桃科植物种子

羊 角 拗 提 取 得 的 有 效 成 分 羊 角 拗 甙

（strophanthin-D）在犬心肺标本中进行实验观

察，发现其可使正常或衰竭心脏的心输出量均

显著增高，其强心作用快速、强大而短暂，非

常类似毒毛旋花子甙，提示可作为舶来品代用

药。此后，他针对当时血吸虫病防治中锑剂的

解毒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将硫氧嘧啶混合

于食物中让小鼠口服后可使酒石酸锑钾腹腔

注射的急性中毒死亡率显著降低，致死量显著

提高，生存期延长，证明硫氧嘧啶对锑剂的急

性中毒有保护作用。还发现其他抗甲状腺物质

对锑剂的心脏、肝脏毒性也有保护作用。同时

还对锑剂的心脏电生理作用及其致心律失常

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酒石酸锑钾可使蟾蜍心

室肌的兴奋性提高、不应期缩短、心室内传导

时间延长、“强度－间期曲线”向左下方偏移，

有利于形成心室内的兴奋折返而致心律失常。

在灌流兔心中发现，灌流液中加入锑剂，流出

液中钾浓度增高非常显著。提示锑剂作为原浆

毒，抑制心肌代谢促使钾外流，提高肾上腺素

的致颤敏感性而易致室颤。他还发现极化处理

能使低温时犬心室颤动发生率非常显著降低，

不应期显著延长，心室内传导性无明显影响，

表明极化处理对低温引起的心室颤动有防止

作用。 

此外，1954 省出现大量赤霉病变引起服用

者中毒，他奉命负责解毒研究，50 年代末还进

行过棉子粉与棉子油的解毒研究，均取得成

果。当时他还进行过粮食代用品的研究。 

俞德章经常用“圣人不贵尺之璧而惜寸之

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淮南子）来教导青年

要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他自己从青年时代开

始即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每天总是工作学习

到深夜，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他处于十分困

难和遭受挫折的年代里也毫不例外。他认为

“行成于思毁于随”，人生道路每多坎坷，国

家必将需要科学，人生有限，不能放松哪怕丝

毫可以争取到的时间。就在“文革”那样极端

困难的年月里，他阅读了大量专业期刊和书

籍。“文革”一结束（1977 年）即应徐丰彦教

授之邀在《人体生理学》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

绍了有关心肌细胞电生理的国外新尖内容。以

后又在《生理生化学与医学》一书中撰写了“心

脏电生理与离子、药物作用”一章。为我国基

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工作者学习心脏电生理起

重要的先驱和推动作用。他虽 80 高龄，退出

科研教学第一线，但仍不知疲倦地学习和工

作，总结了他历年积累的有关心脏生理与药理

的大量资料，编著了《心脏生理药理与临床》

一书，贡献出了他毕生学习钻研的成果。 

俞德章以其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工作勤

奋在浙医大生理和药理教研室的科研和教学

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不仅为培养研究生和年

轻一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十分关心中年教

师和临床医师的成长，为他们设计科研、指导

撰写综述和校对译文，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

平。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即曾撰写《迅速解决高等院

校科学文献的缺乏问题》一文，提出他的建议，

由报社转有关部门得到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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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还曾兼任图书馆领导工作，培训图书

馆工作人员如何为科研教育服务，深受广大教

师的赞赏和好评。 

俞德章教授于 1993 年 5 月 31 日去世。 

De-Zhang Yu (1912-1993) was a physiologist 

and pharmacologist. 

De-Zhang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1934. Then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teacher assistant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in the same university. Since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De-Zhang changed 

three colleges (Jiangsu Medical College, 

National Chung Cheng Medical School, and 

Ganzhou Provincial Medical College), however 

continued to work as a teacher in departments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In 1947, he was 

appoint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as the teacher 

and part-time directors of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In 1952, De-Zhang moved to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was appointed as professor and 

the chairman of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In 

1960, he transferred to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De-Zhang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ardiac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especially 

in the mechanisms of vagus cardiac inhibition, 

the cardiac action of strophanthin-D and cardiac 

toxicity of antimony potassium tartrate. 

He was invited to write chapter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Physiology and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in the Monography Human 

Physiology by Professor Feng-Yan Xu in 1978 

and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and Medicine by 

Professor Xue-Zheng Xu in 1979. He published 

a monograph of Cardiac Physiology, 

Pharmac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in 1991. 

The knowledge of cardiac physiology introduced 

by De-Zhang wa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in medical sciences during 

that age of history.

 

 

 

 

牡丹江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一、生理学教研室主要历史沿革 

牡丹江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的发展经历

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 1958 年牡丹江医学

院创建时开设了生理学课程，当时是与生物化

学组合在一起，称“生理、生化教研室”。建

校初期，由于办学条件较差，生理学课程建设

受到限制，教师人员少，教学条件艰苦，与本

课程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少。教师在理论课教

学中只能借助黑板和粉笔来讲解，学生只能被

动地接受抽象的生理学知识，实验设备简陋，

实验内容少且大多为示教，仅能用记纹鼓来记

录实验结果。 

20 世纪 80 年代，在李基功教授和滕芳美

教授的带领下，生理学课程组在理论课教学中

实行启发式教学方法，借助挂图、投影片等多

种教学手段来讲授，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二道记录仪、心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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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机、示波器等教学设备的引进，实验课的

教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实验内容明显增加，

学生有了更多动手操作的机会，同时也加深了

对生理学知识的理解。 

90 年代，在陶惠然教授的组织下，生理学

课程实行了实验教学改革，以培养实用能力为

主线，成立机能实验室，将生理、病生、药理

三个机能学科的实验合并在一起，增加了设计

性、创新性实验的比例，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近年来，在金秀东教授的领导下，全体教

师团结协作，使生理学课程发展又迈上一个新

台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且成效显著，提高了教师队伍素质和水平。生

理学授课教师中现有 6 名博士，5 名硕士；进

一步改革课程内容体系结构，优化生理学整体

教学模式；进一步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先进的教学方

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

的积极思考，激发学生的潜能，充分使用多媒

体教学，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了教学效果。在教材建设上也取得一定的

成绩，本科教学选用《生理学》第 1 版（人民

卫生出版社，2020）教材，并与兄弟院校协作

编写了《生理学》、《应用生理学》、《医用

生理学》、《机能学》等多种教材及教学辅助

资料。2003 年，金秀东教授被佳木斯大学聘为

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2010

年，金秀东教授被聘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大学

博士研究生导师。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本课程在

教学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教

学科研条件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教学效果受

到学生的称赞。 

二、主要研究人员简介 

教研室人员情况一览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入室时间 学位 学校 职务 

1 李基功 男   大学  主任 

2 滕芳美 女 1937 年 6 月 1972 年 1 月 大学 山东师范学校 主任 

3 金秀东 男 1955 年 2 月 1980 年 7 月 硕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院长 

4 岳文杰 男 1955 年 4 月 1980 年 7 月 学士 佳木斯医学院 机关党委书记 

5 陶惠然 女 1954 年 3 月 1980 年 7 月 硕士 佳木斯医学院 主任 

6 王春梅 女 1961 年 2 月 1984 年 7 月 硕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主任 

7 迟先煊 女 1962 年 5 月 1987 年 9 月 博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调出 

8 张绪东 男 1967 年 12 月 1990 年 7 月 博士 广西医科大学 主任 

9 夏  欣 女 1966 年 6 月 1990 年 9 月 学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调出 

10 刘桂莲 女 1967 年 7 月 1991 年 7 月 硕士 牡丹江医学院 副主任 

11 孙  卫 女 1968 年 6 月 1991 年 7 月 硕士 牡丹江医学院  

12 念  红 女 1970 年 7 月 1995 年 9 月 硕士 佳木斯医学院  

13 关艳中 男 1972 年 5 月 1996 年 9 月 博士 南方医科大学 科研处副处长 

14 李  丽 女 1973 年 11 月 1997 年 7 月 博士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5 郑学芝 女 1973 年 4 月 1998 年 7 月 硕士 佳木斯大学  

16 张承玉 女 1978 年 2 月 2001 年 7 月 硕士 佳木斯大学 调出 

17 徐秋玲 女 1978 年 11 月 2003 年 7 月 博士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8 刘晓霓 女 1972 年 7 月 2004 年 7 月 博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 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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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入室时间 学位 学校 职务 

19 郭  冉 男 1980 年 1 月 2010 年 7 月 硕士 佳木斯大学 秘书 

20 王文婷 女 1984 年 2 月 2012 年 10 月 博士 菲律宾法蒂玛大学 秘书 

21 王  莹 女 1978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 博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  

生理学学学科现有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1 人，硕士学位教师

5 人，博士学位教师 6 人。目前学科具有三个

稳定的研究方向：心脑缺血及再灌注损伤的

机制与防护研究、心血管生理学和生殖毒理

学、药物成瘾的中枢机制及戒断，硕士研究

生导师 6 人。 

学科带头人金秀东教授 1992 年于哈尔滨

医科大学获得生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到牡丹

江医学院生理教研室，至今一直担任生理学教

学及科研任务。现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人口资

源委员会客座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黑龙

江省生理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生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常务理事，

黑龙江省医院管理学会副理事长，牡丹江市医

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卫生系统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牡丹江市优秀中青年专家。 

金秀东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厅局级科研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 863

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2 项、国家 973 项目

子课题 1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厅局级项目 9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6 项，获得科研奖励

11 项，其中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等省

部级科研奖励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2 项，厅局

级科研奖励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金秀东

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 2 名，硕士研究生 9 人，

均获已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其中 4 人考入北京

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院校

攻读博士学位。2 名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留校

任教。 

金秀东教授从事生理学教学、科研工作 30

余年，他带领的团队在“调节消化道（胃）运

动和胃肠激素的分泌、食管黏膜的保护、抑制

胃癌细胞的增殖及其相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系列研究。首次证明了复方五味子素 B 能明显

抑制人胃癌细胞株 SGC－7901 的增殖，发现复

方五味子素 B 具有逆转肿瘤多药耐药作用。近

3 年，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6 项、省部

级项目 3 项、厅局级项目 9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获得省部级科研

奖励 6 项、厅局级奖励 10 项。 

国际学术交流情况：金秀东教授等人到

美国几所著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包

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洛克菲勒

大学及耶鲁大学，了解国际生理学研究的前

沿进展，并与部分实验室建立了科研合作关

系，为本校生理学专业的科研工作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2008—2010 年，关艳中副教授应美国新泽

西州医学及牙科大学邀请，在药理及生理学系

做博士后，在药物成瘾的中枢机制及戒断治疗

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发现脑内抑制性神经

递质对腹侧被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功能的调

控，在酒精成瘾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发表数篇 SCI 收录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并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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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研究成果在 2009 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年

会及学术讨论会上做了学术交流，引起众多学

者的关注和认可。 

三、教学、科研业绩 

近 5 年来，学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4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

主持及参与省部级等科研立项 50 余项；近年发

表科研论文 150 余篇， SCI 收录 20 余篇，获

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等奖励 20 余项，主编及参编

教材 20 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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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现场报告的

综合评选，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佳表达奖、最佳答辩奖、最佳图表奖

各 1 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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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形胶质细胞和 NG2 细胞调控中枢神经系统固有免疫 

张淑贞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031 

一、作者介绍 

张淑贞，中国科学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

事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

帕金森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重点关注中枢神经系统胶质

细胞在大脑先天免疫中发挥的作用。以第一作

者身份在 Nature、BMC Medicine 等杂志发表

多篇 SCI 论文。  

二、工作介绍 

慢性神经炎症是脑老化和一些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共同特征。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科

学家们发现以胶质细胞为主要载体的中枢神

经系统天然免疫调控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仍不

清楚。我们大胆推测神经元的活动可能调控这

一过程。因此，我们重点研究在星形胶质细胞

上的多巴胺 D2 受体（DRD2）在 PD 发病过程

中的作用。星形胶质细胞 DRD2 通过αB-晶体

蛋白（CRYAB）调节先天免疫。研究结果表

明 Drd2 敲除小鼠在多个中枢神经系统区域表

现出显著的炎症反应，加剧黑质神经毒素

MPTP 诱导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敲除 Drd2

的星形胶质细胞 CRYAB 水平显著降低，对免

疫刺激反应更剧烈，对神经元的损伤增加。功

能研究表明，在星形胶质细胞里过表达或者敲

除CRYAB可以挽救或者模拟DRD2缺失造成

的免疫失调，提示其在天然免疫反应的调节至

关重要。此外，选择性 DRD2 激动剂喹吡罗通

过抑制炎症，增加了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对

MPTP 的抵抗。我们的研究表明，星形胶质细

胞DRD2的激活通常通过CRYAB依赖机制抑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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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炎症。虽然没能证明

DRD2 受体对免疫的调控是不是多巴胺依赖

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证实神经递质的受体除了

发挥传递神经冲动的作用外，还在胶质细胞的

功能调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作为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的 NG2 细胞

是否也参与中枢神经系统先天免疫反应的调

控呢？答案是肯定的。利用可诱导白喉毒素受

体（iDTR）和白喉毒素介导的细胞消融技术，

我们观察到 NG2 对脑内急性的固有免疫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NG2 胶质细胞通

过维持小胶质细胞活化的转化生长因子-β2

（TGF-β2）-TGF-βII 型受体（TGFBR2）

-CX3C 趋化因子受体 1（CX3CR1）信号通路

维持脑内免疫稳态。实验显示，删除 NG2 细

胞的小鼠在脂多糖处理后，小胶质细胞特异性

特征基因表达显著下调和脑炎症反应显著增

加。功能获得或丧失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中

NG2 胶质分泌的 TGF-β2 及其受体 TGFBR2

是 CX3CR1 调节免疫应答的关键调节因子。此

外，在 MPTP 诱导的小鼠 PD 模型中，NG2 细

胞的缺乏可导致神经炎症和黑质多巴胺能神

经元的丢失。这些证据都表明NG2细胞在CNS

先天免疫过程中，起到维持小细胞胶质细胞稳

态的作用。 

在外界刺激后，胶质细胞是如何发生发展

和重新恢复静息的，仍有许多的谜团需要科研

工作者解答。 

三、个人获奖文章 

1.Zhang SZ (co-first author), Wang QQ, 

Yang QQ, Gu HY, Yin YQ, Li YD, Hou JC, 

Chen R, Sun QQ, Sun YF, Gang Hu, Zhou JW. 

"NG2 glia regulate brain innate immunity via 

TGF-beta2/TGFBR2 axis". BMC Medicine, 

Impact factor:8.285, 2019, (BMED-D-19-01052 

R1), potentially acceptable. 

2.Shao W, Zhang SZ (co-first author), Tang 

M, Zhang XH, Zhou Z, Yin YQ, Zhou QB, 

Huang YY, Liu YJ, Wawrousek E, Chen T, Li 

SB, Xu M, Zhou JN, Hu G, Zhou JW. 

Suppress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by astrocytic 

dopamine D2 receptors via αB-crystallin. Nature. 

Impact factor:38.887 2013 Feb 7;494(7435):90 

-4. 

3.Zhang S, Wang J, Song N, Xie J, Jiang H. 

Up-regulation of divalent metal transporter 1 is 

involved in 1-methyl-4-phenylpyridinium (MPP 

(+))-induced apoptosis in MES23.5 cells. 

Neurobiol Aging. Impact factor:4.398 2009 

Sep;30(9):1466-76. 

 

 

 

 

 

关于举办 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轮) 
 

尊敬的各位会员：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生理学各学科和各

专业委员会融合和发展，及时了解国内外的科

研成果和学术动态。经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

常务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原定于

2020 年 8 月 22-23 日在天津市召开的 2020 年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改为同期以线上会议

的形式召开。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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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同时举办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

仪器线上展览及技术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地点：线上会议（登录年会网站

后，在个人中心进入会场直播间） 

二、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22 日-23 日 

三、会议网站：https://caps2020.scimeeting. 

cn 或扫描二维码 

 

四、会议内容： 

1. 大会报告：报告人简介和报告题目，请

详见大会官网介绍。 

2. 分会场报告：报告人由各专业委员会组

织遴选或自由申请，并提交大会学术委员会审

核决定。请详见大会官网介绍。 

3. 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报告：报告人由

学会举荐并获得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项目

的 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担任。 

4. 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专场报告：报告人

将从自由投稿中选择。 

5. 墙报展示：在会议网站自由投稿并选择

交流类型为“壁报交流”，经审稿会审定后，

同意展出的论文将由学会办公室通知作者，按

虚拟展板面积制作电子墙报(墙报请使用 PPT

编辑上传，模板参见官网，中、英文均可)，

版面要求：整洁、字体工整、线条清晰、画面

美观、内容精炼；需标明题目、作者姓名、单

位名称、城市和邮编(中文墙报需用中、英文

同时标出作者姓名、单位名称、城市和邮编)。 

本次会议将举行优秀墙报评选，对排名前

10%的优秀墙报予以奖励，并颁发优秀墙报证

书。有意参选者，请在递交摘要时“是否参加

优秀壁报评奖”选项勾选“是”，否则无法参

选。会议将为每位优秀墙报参选者准备 5 分钟

展示汇报时间，具体参加方式及时间由学会办

公室通知，请参选者提前做好准备。 

6. 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仪器展示交流会：

另行通知。 

五、征文要求和范围： 

1. 凡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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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大会官网-征文投稿栏目，

完成论文摘要在线提交。 

2. 应征论文摘要要求论点明确、叙述清

楚、文字精炼，并限制在 800 字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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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摘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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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附件一律用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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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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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论文需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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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上传的附件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号字)注

明。论文的分类编号和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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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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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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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血栓与止血 (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

止血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3）衰老与健康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衰

老与健康生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4）青年生理工作者报告（中国生理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25）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报告 

六、年会会议注册费收费标准(会员和会议前即时注册入会者即可享受优惠)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

注册并缴费 

2020 年 7 月 15 日-8 月 15 日

注册并缴费 
2020 年 8 月 15 日后 

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1400 元 

非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1600 元 

学生会员** 500 元 7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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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缴纳会费的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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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注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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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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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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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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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通过网上缴费（后期开通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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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网上在线注册后，系统会为每一

位注册成功的代表生成一个注册号，汇款时请

务必注明会议注册号。 

个人注册号查看：个人中心-参会注册-个

人代表信息 注册号 

团队注册号查看：单位团体注册用户中心

-团队成员管理 注册号 

七、注册和投稿截止日期： 

1、早注册缴费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2、提交摘要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3、在线注册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4、在线注册和提交摘要网址：https://caps 

2020.scimeeting.cn 或扫描二维码 

 

八、亦欢迎未投论文者注册后参加会议，

尤其欢迎在读研究生到会交流。 

会议联系人： 

网站注册：  

闻默，2020support@caps-china.org.cn 

论文投稿：  

梅竹，2020support@caps-china.org.cn 

招商招展：  

李璐，lilu@caps-china.org.cn 

缴费开发票： 

杨敬修，yangjingxiu@caps-china.org.cn 

专题报告会： 

周语章，zhouyuzhang@caps-china.org.cn 

梅竹，meizhu@caps-china.org.cn 

网站技术支持： 

孙欢欢，caps2020@chinastargroup.com 

会议咨询：010-85158601       

缴费咨询：010-85158602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关于延期召开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大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位参会者、会员： 

您好！ 

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经 IUPS 和 CAPS 协商确定，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将

延期至 2022 年 5 月 7 日-11 日举行，详见 IUPS 发布的正式通知。后续安排请您关注学会官网及

大会网站。 

学会官网网址：http://www.caps-china.org.cn 

IUPS 会议网站：https://www.iups2021.com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The IUPS Congress in Beijing Postponed to May 2022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health of our speakers and attendees, 

IUPS an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after thorough considerations have 

decided to postpone the 2021 IUPS Congress to May 7-11, 2022.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is i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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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interest of the physiologists, not only with regard to their health but also for fellow colleagu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having in-person meeting, which we consider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IUPS 

Congress. We expect that it will take until at least the last quarter of next year both for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to b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for everybody and for confidence in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be 

restored. Until then, we continue to strive organizing a meeting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 under safe and 

resilient condi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in 2022 in Beijing! 

Best Regards, 

IUPS Committee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线上学术年会企业邀请函 
 

各企业负责人，您好：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生理科学各学科、各专

业委员会间的学术交流，学科交叉融合与发

展，了解国内外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将原

定于2020年8月22-23日在天津市召开的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改为同期以线上会

议的形式召开（电子展位构架详情请见附件）。 

本次大会设立大会报告、专题报告、中国

科协青年托举人才报告、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

报告及墙报展示等。大会将全面展示近年来生

理科学工作者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就，

在科研、教学和实验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学

术交流。会议期间将同时举行生理科学、医学

相关仪器的线上展览及技术交流等活动。 

我们诚挚地邀请感兴趣的企业参会，展示

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进行技术交流，并

寻求与生理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合作开发新

产品的机会。线上展览及技术交流除具备现场

展示功能外，还可为企业和参会代表提供更多

的交流方式和机会。相信通过企业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生理科学科技工作者及教学和科研等

仪器使用者的广泛交流，将会为企业与学会、

企业与院校之间的长期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线会议网址：https://caps2020.scimeeting. 

cn（会议详情及参展方案可登录会议网站查询）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22- 23 日 

赞助形式、赞助金额、单项赞助： 

一、钻石、黄金、白银赞助 

1、钻石赞助： 15 万元 

1）大会主会场报告商家宣传（大会报告

后提供 10 分钟介绍企业及产品，内容需提交

主办方审核） 

2）卫星会 2 次（2 小时/次，内容需提交

主办方审核） 

3）提供直播间 1 间 （用于卫星会） 

4）提供免费注册名额 8 人 

5）主视觉体现 LOGO（按赞助等级排序

体现） 

6）网站赞助商页面体现 LOGO 并连接至

官网 

7）电子虚拟标准展位 1 个（按赞助等级

排序体现） 

8）电子程序册/论文集广告页 1 面 

9）电子程序册/论文集赞助商页面 LOGO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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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10) 会议前赞助商宣传广告暖场视频循

环播放（30 s 以内） 

11）企业礼品转盘及问卷调查表专栏等 

12)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

方案 

2、黄金赞助：10 万元 

1）卫星会 1 次（2 小时/次，内容需提交

主办方审核） 

2）提供直播间 1 间 （用于卫星会） 

3）提供免费注册名额 5 人 

4）电子程序册/论文集广告页 1 面 

5）电子程序册/论文集赞助商页面 LOGO

体现 

6）主视觉体现 LOGO 尺寸 （按赞助等

级排序体现） 

7）网站赞助商页面体现 LOGO 并连接至

官网（按赞助等级排序体现） 

8) 电子虚拟标准展位 1 个（按赞助等级

排序体现） 

9) 会议前赞助商宣传广告暖场视频循环

播放 （15 s 以内） 

10）企业礼品转盘和问卷调查表专栏等 

11)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

方案 

3、白银赞助：5 万元 

1）提供免费注册名额 3 人 

2）电子程序册/论文集广告页 ½面 

3）电子程序册/论文集赞助商页面 LOGO

体现（按赞助等级排序体现） 

4）网站赞助商页面体现 LOGO 并连接至

官网（按赞助等级排序体现） 

5）电子虚拟标准展位 1 个（按赞助等级

排序体现） 

6) 网站赞助商页面体现 LOGO 并连接至

官网 

二、单项赞助 

1、卫星会                 50,000 元 

2、大会学术会议日程册广告收费标准： 

封二（彩色 8000 元/页） 

封三（彩色 7000 元/页） 

封底（彩色 9000 元/页） 

3、虚拟展位 1 个             10,000 元 

4、微官网企业专栏 banner广告 30,000 元 

5、大会分会场暖场视频播放（15s 以内） 

20,000 元 

三、汇款方式 

赞助/参展费等付款方式：（请务必注明：

汇款人姓名及赞助/参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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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李 璐，梅 竹 

办公室电话：010-65278802；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电 子 邮 件 ： lilu@caps-china.org.cn ；

meizhu@caps-china.org.cn 

欲参加会议，请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将

参展回执发送中国生理学会。（更多线上参展

详 情 请 点 击 链 接 进 入 会 议 网 站

https://caps2020.scimeeting.cn） 

真诚期生物医学教学与科研相关企业前

来参会参展！精诚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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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生理学教学创新与探索 

——生理学教学国际研讨会（远程）成功举办 
 

 

2020 年 7 月 4 日，“后疫情时代的生理学

教学创新与探索”为主题的生理学教学国际研

讨会（远程）会议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是继首

届生理学在线国际研讨会成功进行后，在后疫

情时期的又一次特殊会议。会议由中国生理学

会主办，ADInstruments 和上海梦之路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协办，为期半天的会议，通过两个

钉钉群直播，向国内外生理学教育工作者进行

直播，参会人数超过 700 人。来自北京大学，

中南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

及来自新西兰 ADInstruments 和怀卡托理工大

学的海内外专家和同仁围绕会议主题分享各

自的教学经验。 

研讨会由来自复旦大学的夏春梅老师主

持，由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王韵教

授致开幕辞。王韵教授对大会的承办方表示感

谢，对参会者表示欢迎，介绍了中国生理学会

的规模、历史和宗旨以及在后疫情时期的背景

下学会举办此次会议的目标和会议的内容，同

时对本次会议的特邀演讲嘉宾表示谢意。疫情

对教育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机遇，时代的变化需要生理教学工作创新和探

索应对，希望本次的会议能为生理教学工作者

提供充足的资源，为推进后疫情时期及应对疫

情后时期的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好准备。紧接

着来自国际生理科学联盟（IUPS）教育委员会

的副召集人蔡美玲教授代表 IUPS 阐述了在新

冠疫情期间，IUPS 面临的挑战及采取的应对

方案。 

 

随后，王韵教授以“以能力为中心的考

核评估推动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的改革与发

展”为主题正式拉开了本次会议的演讲报告。

围绕从疫情初始到目前的后疫情期间，作为

教学讲师和教学管理层的应对经验，强调了

不只于生理教学，全部教学从线下授课转移

到线上教学的经验与启示。以考核与评估的

教育学价值、医学教育中常用考核方法、北

大大学基础医学院线上考核评估模式、后疫

情时代在线教学启示四大主要内容分享了在

线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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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来自新西兰的专家进行了演讲分享，

首先出场的是 ADInstruments 联合创始人

Tony Macknight 教授。Tony 教授的演讲主题

为“How Physiology Laboratory Teaching is 

Changing-A globaI perspective”，以全球视角

阐述了从业 50 多年来生理实验教学是如何变

化的，生理教学实验由动物教学趋向于人体教

学，以及未来 USB 传感器的引入，课程实验

同时进行的“未来”实验室。 

 

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大学高级讲师  Ricci 

Wesselink 与我们分享了“Adapting teaching of 

nursing students under lockdown during COVID 

19 pandemic”的主题演讲。探讨了新冠疫情封

锁期间怀卡托理工大学是如何适应对护理专

业学生的教学，如何应用 Zoom 和 Lt 等软件

开展线上实验室教学。 

随后，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南大学

罗自强教授作为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

的负责人，探讨了医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的调研

与教学反思。通过在线课堂教学过程的组织，

学生在线学习行为，对疫情后教学的思考三个

方面介绍了目前正在开展的SPOC和在线翻转

课堂，力求让每位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和目标，

从而提高教学针对性。 

 

 
紧接着，温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国家级实

验教学中心副主任范小芳，也是中国病理生理

学会机能实验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

秘书长，以“人体机能实验的开展和体会”为

主题，分享了她在人体机能学领域的教学经

验。范小芳老师以各种人体教学应用案例介绍

了“什么是”，“为什么”，“怎么做”人体

机能实验教学，同时探讨了“后疫期”的思考，

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深度拓展实验

教学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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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压轴演讲嘉宾是来自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常务副

主任顾鸣敏教授，现为全国基础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创新教学联盟医学基础组秘书长的顾教

授对于线上教学有着丰富经验，分享了疫情期

间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停课不停教”政策采取

的应对方案。以疫情期间实验教学改革的基

础、实践和思考等方面介绍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创新教学方式，同时探讨了线上实验教学的

利弊分析，以及打造智慧实验室，实现线上线

下实验同频共振。 

 

大会最后由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罗自

强教授总结致辞，罗教授表示虽然本次会议的

直播总时长比预期延时了一个多小时，但依然

挡不住参会者的观看热情，在线观看人数一直

在突破。罗教授提到了对现在和未来教学的思

考，对会议承办方 ADInstruments 和上海梦之

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会议所作的工作

和努力表示感谢，总结了各与会嘉宾演讲的高

光时刻的同时再次感谢与会嘉宾的分享。最

后，提出一起思考疫情之后我们需要的应对方

案。期待大家再次重逢。 

在直播过程中，参会者也在各直播群中热

烈互动着，会议的问答互动环节，允许参会者

向每位演讲嘉宾提问，嘉宾会挑选两个问题解

答，与会者讨论积极。 

 

本次会议直播圆满完成，再一次感谢为此

次会议顺利举办的各位工作人员和演讲嘉宾，

以及国内外医学高校、生理学专家、学者的支

持。期待疫情早日结束，期待生理学领域的未

来，期待我们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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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于 2020 年

8 月 22-23 日，以在线会议的形式顺利召开并

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学术年会虽然受到了新冠疫情影响，

但为了确保学术年会的连续性，首次采用线上

会议的形式。将线下全国性学术年会转为在线

形式，开创了线上会议新模式，为学会各分支

机构，广大会员及生命科学领域工作者提供了

新型的专业交流和沟通平台。本次会议的成功

举办是在学会常务理事的积极倡议和指导及

学会全体理事、监事的支持下，学会学术委员

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北京欣欣

翼翔国际会议有限公司、13 家赞助企业及全体

会员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 

两天的线上会议共安排了 4 场大会报

告、27 场专题研讨会，报告人数合计 162 人。

大会收到投稿 290 篇，其中被录用墙报 221

篇，提交系统墙报 126 篇，其中 103 篇参加

了优秀墙报评审，同时有 13 家生命科学领域

企业在线进行学术交流和新产品推广。依据

统计结果，为期两天的学术年会，五个直播

间合计点击率为 41, 234 次，其中主会场 1

号直播间累计点击率更是高达 16, 746 人次，

其它分会场 2-5 号直播间的点击率也均高于

5, 391 次。会议影响力远远超过原定的近千

人的参会人数（正式注册代表 888 人，志愿

者和工作人员共计 22 人）。 

一、年会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2020 年 8 月 22 日上午 8:00 整，2020 年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以在线方式正式开幕，

实现了生理学同道的云相聚。开幕式由学会秘

书长首都医科大学李俊发教授主持，理事长北

京大学王韵教授代表学会致开幕词。 

     

秘书长李俊发教授主持开幕式                  理事长王韵教授致开幕词 

王韵理事长在发言中强调，面对疫情带来

的冲击与挑战，学会积极应对，随即召开了线

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确定了将现场年会转为

在线模式。同时提出在后疫情时代下，线上线

下混合式会议模式将成为新型主流的学术沟

通方式。因此，本次大会是一个创新模式下的

大会，也是一个继后疫情时代下团结奋进继往

开来的大会。本次年会不仅为广大生理科技工

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明

年我会 95 周年庆典暨张锡钧基金第十六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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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会议和第十四届全国

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举办，更为 2022

年 5 月 7-11 日的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召开

积累经验。 

随后，受邀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学会学术部林润华副部长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项目主任田艳艳博士，分别

向大会致辞。两位领导充分肯定了学会工作，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林润华副部长高度赞扬在

线年会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尝试和推广，也

为其他学会学术会议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田艳艳主任介绍了我国生理学科科技工作者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方面的现状，并对未来基

金申请需注意事项提出了宝贵建议。

     

 中国科协学术部林润华副部长致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项目主任 

                                                        田艳艳博士致辞 

8 月 22 和 23 日上下午的大会报告，分别

邀请了山东大学陈子江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

董晨院士、远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汪建英教授

和首都医科大学王松灵院士等四位大会报告

人。首先，22 日上午开幕式结束后，由学会副

理事长北京大学王世强教授主持了陈子江院

士题为：生殖内分泌学发展与挑战；和下午由

副理事长复旦大学陈思锋教授主持了董晨院

士题为：T 细胞在生理与疾病的功能与调控的

大会报告。8 月 23 日上午，学会副理事长香港

大学陈应城教授主持了汪建英教授题为：

Paneth Cell in Gut Epithelium Defense and 

Homeostasis；和下午由副理事长大连医科大学

管又飞教授主持的王松灵院士题为：从口腔走

向全身的使者-硝酸盐的大会报告。在这四场

精彩的大会报告中，报告人在其所在领域长期

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

的演讲以及主持人、场外提问者与报告人的积

极互动，为广大参会同仁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受益匪浅。 

  

特邀大会报告人陈子江院士 特邀大会报告人董晨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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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大会报告人汪建英教授         特邀大会报告人王松灵院士 

二、分会场小型专题研讨会报告 

本次年会创新了大型全国性学术年会的

会议模式，首次采用线上直播间、墙壁和企

业产品展示的形式。年会创建了 5 个直播间，

设立了 27 个分会场直播间专题报告，2 场企

业卫星会议，1 个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报

告和优秀青年生理工作者专场报告，合计

162 位各领域专家和优秀青年工作者从不同

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视觉，围绕他们共同

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展示和讨论。会议内容丰

富，涵盖 22 个专业委员会内容以及与企业合

作专场“泰盟•生理实验教学新趋势-虚实结

合的人体生理实验发展前沿”在内的报告，

各个直播间报告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代表

的兴趣，并在线上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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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直播间专家做线上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血栓和止血专委会在特

殊情况下如期召开了在线成立大会。血栓和

止血专委会首届主任委员戴克胜教授主持了

成立大会，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参加成立大

会并致辞，专委会的发起者血栓与止血领域

的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长耿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辰教授录制视频祝贺成立，学会

原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王宪教授亲自参会并做

精彩报告，祝贺血栓与止血专委会成立，预

祝专委会蓬勃发展。

 

    
  血栓与止血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戴克胜教授     阮长耿院士为血栓与止血专委会成立大会致辞 

   主持成立大会，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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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院士为血栓与止血专委会成立大会致辞 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全体委员合影 

 

三、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2020 年 8 月 23 日下午，在线上 5 号直播

间举行了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在本次

会议上，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做青

年工作者专场主持人，同时邀请了 14 位青年

工作者作了线上报告，12 位获得了青年优秀报

告者(详见附表 2)。 

 
薛天教授宣布青年报告获奖者名单 

 

理事长王韵教授、秘书长李俊发教授 

与获奖报告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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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墙报展示与企业交流 

本次学术会议还设立了专家评委会线上

“优秀墙报”评选活动。经过评审专家的认真评

选，从 103 个参评墙报中评出了 14 个“优秀墙

报”奖。优秀墙报奖获得者为：尹湘莎(北京大

学)、谢国光(北京大学)、刘明明（天津医科大

学）、王鹏程(北京大学)、单美玲（北京体育

大学）、刘小玮（南京体育大学）、付聪蕊（河

北医科大学）、吕慧珍（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病医院）、叶超（南京医科大学）、王迦南（中

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孙兆炜（北

京大学）、张旭东（延边大学）、张淑敏（北

京大学）和胡西德（徐州医科大学）。

  

墙报虚拟展位 优秀墙报获得者与学会领导合影 

赞助本次年会的 13 家企业分别为：成都

泰盟软件有限公司、北京迈迪维尔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中源协和、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光飞纳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普升达科贸有限公司、武汉脑赛思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上海纤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尼

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和江苏博恩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线上虚拟展位大厅                   成都泰盟有限公司黄武总经理线上发言 
这些企业以不同形式积极参与线上交

流，展示和介绍产品，并与会代表进行了互

动，其中成都泰盟有限公司黄武总经理进行

了精彩的线上发言，介绍了成都泰盟有限公

司作为学会团体会员与学会及与广大会员之

间多年的合作，促进了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与

企业合作。 

此外，本次年会同时设立了企业参展研讨

会“中源协和·干细胞临床研究与新应用研讨

会”与企业分会场“泰盟·生理实验教学新趋势-

虚实结合的人体生理实验发展前沿”。研讨会

与企业专场的设立进一步拉近了企业与广大

生理学工作者的距离，进一步促进企业及学会

与广大会员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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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参展研讨会                         泰盟分会场报告内容 

五、年会闭幕式 

8 月 23 日下午 18:00 时线上直播间各项会

议日程结束后，大会顺利地进入了闭幕阶段。

首先，由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周嘉伟教授担任主持，并进行

了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学术年会青年优秀报告

者和优秀墙报奖的颁奖仪式。最后，王韵理事

长致闭幕辞，对各位参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指出，尽管受疫情影响下，本次年会排除

万难，与时俱进，通过与专业会议公司及第三

方 IT 公司的多方合作创新了会议新模式，将

现场会议完整以远程在线模式呈现。这种在线

的会议模式，不仅丝毫未降低学术会议的质量

及参会体验，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比现场会议更

多的便利：1. 参会者不受现场会议不同会场的

物理距离的限制，可以实现不同直播间之间的

无缝衔接，便于参会者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专题

进行学习；2. 参会者可选择互动留言等形式

与报告者进行互动，屏幕的连接使得听众和

演讲者的距离拉近了，直播间报告者也因同

在一个直播平台，便于交流，使得讨论更为

便利；3. 首次采取的在线电子墙报展示和优

秀墙报评审，由于不受场地的影响，比现场

展示时间更长，也便于与会者方便反复查看

和回看，其中设置的留言平台，也便于观看

者和展示者之间的交流。随着无纸化环保理

念的推广，在未来的学术会议中，鼓励电子

墙报在线展示，为所有与会者提供更为便捷

的学习交流模式。4. 组织线上企业专场，搭

建了和企业合作交流的线上平台，设置的虚

拟展台，展示方式多，也便于参会方便点击，

浏览及与企业留言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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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年会前线上部署会 

 

学会办公室、志愿者与欣欣翼翔工作人员 

召开会前布置会 

  

会前后台工作人员准备中 年会直播间后台工作现场 

最后，王韵理事长再次感谢为线上会议顺

利召开提供了优质服务的北京欣欣翼翔国际

会议有限公司团队，感谢学会秘书长，副秘书

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为会议召开

付出的努力。衷心感谢各位参会者积极的参

会，期待明年再次相聚！ 

 

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7 日 

 

 

附件 1. 2020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优秀墙报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获奖墙报题目 

1 尹湘莎 北京大学 
Phosphorylation-dependent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the 
oxytocin receptor and protein kinase D1 strengthens 
long-term social memory in the medial amygdala 

2 谢国光 北京大学 
Phospholipase D1 promotes the synapse formation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e membrane localization of N-cadherin 

3 刘明明 天津医科大学 
Macrophage K63-linked ubiquitination of YAP promotes its 

nuclear localization and exacerbates atherosclerosis 

4 王鹏程 北京大学 

Adipocyte-specific HIF1a exacerbates obesity induced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by promoting adipose ceramide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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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美玲 北京体育大学 
AMPKα在有氧运动调控高血压肠系膜动脉平滑肌 CaL

通道功能中的作用 

6 刘小玮 南京体育学院 
不同运动方式对 CREBH-FGF21 轴介导的肥胖大鼠肝脏

脂代谢的影响 

7 付从蕊 河北医科大学 
Respiratory control by Phox2b-expressing neurons in a 

locus coeruleus-preBötzinger complex circuit 

8 吕慧珍 
中国医学科学院 

血液病医院 

Cartilage oligomeric matrix protein fine-tunes disturbed 

flow-induced endothelial injury 

9 叶  超 南京医科大学 

Excitatory renal reflex induced by chemical stimulation of 

renal tissue is mediated by Angiotensin II and superoxide 

anions in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10 王迦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Effects of Leptin on HPG axis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male rat in simulated altitude of 5500 m hypoxia 

environment 

11 孙兆炜 北京大学 
初级感觉神经元中表观调控因子 CDYL 在痛觉敏化中的

作用及机制探讨 

12 张旭东 延边大学 
Alcohol exposure affects facial-evoked MF-GC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mice cerebellar cortex 

13 张淑敏 北京大学 
Connectivity Map 预测药物帕比司他加重胸主动脉瘤及

夹层及其机制初探 

14 胡西德 徐州医科大学 
The augmentation in cardiac sodium currents induced by  

isoproterenol was abolished by estrogen through GPER 

 

附件 2. 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青年优秀报告者获奖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获奖报告题目 

1 柴人杰 东北大学 
建立神经干细胞移植和人工耳蜗植入相结合的新综合技

术体系的研究 

2 杨  柳 北京大学 XBP1u 通过促进 β-catenin 降解抑制血管钙化 

3 沈丽萍 南京大学 

Targeting presynaptic H3 heteroreceptor in nucleus 

accumbens to improve anxiety and 

obsessive-compulsive-like behaviors 

4 孔金阁 北京大学 
The epigenetic factor CDYL promotes glioma progression 

through attenuating host antitumor immunity 

5 梁  州 中山大学 
PD-1 regulates Group 3 Innate Lymphoid Cells in ren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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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  越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Cystathionine-γ-lyase/H2S modulates vascular stiffness via 

mitochondrial activity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7 邢文娟 空军军医大学 

Upregulated hepatokine fetuin B aggravates myp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through inhibiting insulin 

signaling in diabetic mice 

8 杨  念 陆军军医大学 
Orexin signaling modulates synchronized excitation in the 

sublaterodorsal tegmental nucleus to stabilize REM sleep 

9 王艺桥 中国医科大学 

GABA inhibited nerve-activity-mediated insulin secretion: a 

potential negative feedback messenger from pancreatic islets 

to pancreatic ganglia 

10 杨文琦 广州体育学院 
运动提高 adropin表达抑制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小鼠肝脏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研究 

11 付  璐 徐州医科大学 
Rapid signaling through GPR30 mediates estrogen 

cardioprotection against epinephrine-induced stress 

12 张  鲁 中国农业大学 
The effect of magnesium on the sperm – induced calcium 

signal in porcine eggs 

 

 

 

 

                         

我的导师——张锡钧先生简述 

陈  晨 

 

张 锡 钧 (1899- 

1988)，天津人。是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

生理学家、医学教育

家，曾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实验医学研究

所教授、副所长，中

国医科大学生理教

研室主任教授、中国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等职务，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从事

生理学科研、教学工作六十余年，参与发现了

中枢神经的化学传递，确定了乙酰胆碱在神经

冲动化学传递中的作用，在神经内分泌等方面

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

一。曾主编《中国生理学杂志》，并长期担任

编辑工作，为我国生理科学工作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作为他老人家的关门弟子，我非常

高兴能尽可能全面的把他介绍给大家： 

一、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张锡钧 

出生日期：1899.6.3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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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日期：1988.3.20  

职业：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二、人物生平 

张锡钧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生理学家。1899

年 4 月 25 日生于天津。1920 年毕业于清华学

堂。1920~1926 年留学美国，相继在芝加哥大

学及芝加哥大学罗虚医学院  (Rush Medical 

College)学习，先后获理学学士、医学博士和

哲学博士学位, 并结识了在同一实验室进修的

英籍华人林可胜。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 MD，

PhD 双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曾告诉我，当时的

生理系主任破例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使他能

够任何时候加班加点的完成学业。1926 年应林

可胜教授之邀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

内科助教。同年加入中国生理学会。1927 转入

生理科，任助教(1927-1930)，讲师(1930-1933)，

助理教授(1933-1937)和副教授(1937-1942)。

1932-33 先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和英国剑桥大

学(Dale 实验室)进修各半年。1935-1937 年任

中国生理学会书记兼会计。1938 年-1942 年兼

生理科代主任，继林可胜主持生理科的教学研

究及《中国生理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协和关

闭后回到天津行医。1948 年协和复校后，任生

理科教授、主任、医学院教务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国医科

大学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医研究院经络研

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

授等职。从 1983 年 2 月到 1986 年 10 月，我

作为他最后一位研究生，得到他悉心科学的指

引，直到我受邀去法国医学卫生研究院做博士

后研究。他 1988 年 3 月 20 日因心脏病在北京

逝世。 

张锡钧，字石如，曾用英文名 Chang 

Hsi-chun。1899 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天津

市。父亲张文藻精通中西医，是天津著名医师，

曾创立天津平民医院。张锡钧在家庭熏陶下，

从小立志学医。中学时代，他就是一个有着强

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青年，曾因参加五四运动

被宪警拘捕。在天津中学毕业后，1916~1920

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入芝加

哥大学医学预科，1922 年获理学士学位，同年

入 Rush 医学院学医，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师从著名生理学家 A.J.卡尔森(Carlson)

教授，从事甲状腺对胃液分泌作用的研究。

1926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时获得医学博士和

哲学博士学位，在他的哲学博士证书上加印有

"最大荣誉"(Magna cum Laude)字样，这是一种

崇高的奖励。在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进行研究

工作时，与在该系工作的华裔学者林可胜相

识。林可胜祖籍福建，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医学院，是一位才华卓著并富有爱国心的青年

科学家，二人相约回国开展生理学研究。1925

年林可胜先期回国任北京市协和医学院生理

系主任教授，张锡钧也于 1926 年毕业后回国

在北京协和医院担任内科住院医师。1926 年由

林可胜发起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被接

纳为终身会员。翌年林可胜又创办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

版)，以后张锡钧一直是学会工作和杂志编辑

中的骨干力量。 

1927 年，张锡钧应林可胜之邀至生理系任

助教，至 1932 年的 5 年中相继晋升为讲师、

助教授，成为林可胜在教学科研中的得力助

手。在教学工作中，张锡钧协助林可胜编写了

中国第一部生理学实验讲义，建立了设备完善

的生理实验室，开展系统生理学实验课程，课

程内容严谨、系统，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颂。该

实验讲义一直被国内各大学作为蓝本。在研究

工作中，张锡钧主要从事消化和内分泌生理研

究，并协助林可胜培养研究生和进修生。 

1932~1933 年，张锡钧作为访问学者先后

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研究所

进修。1934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教授。

1935~1937 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第八、九、十届

理事会书记兼会计。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林

可胜离校南下组织领导抗日救伤工作，张锡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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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系主任。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美国洛

克斐勒基金会的产业，在北平沦陷后尚能苟安

于一时，张锡钧仍埋头于教学研究工作。但至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处于战争状

态，北京协和医学院为日军所占，被迫停办。

张锡钧不愿为敌伪政权服务，返回天津行医，

并在天津医院义务门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

1948 年重返北京协和医学院参加复校工作，任

生理系主任教授，1949 年兼任教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京协和医学院

改称中国协和医学院，张锡钧继续主持生理系

工作。1951~1955 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

理事会理事。1956~1981 年任中国生理科学会

第十三、十四、十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 年中国协

和医学院改建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成立中国

医科大学。他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

所生理学系主任教授兼实验医学研究所副所

长。1960 年任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医学研究所所

长和生理学教研室主任。1963 年兼任中医研究

院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 

1969 年冬，"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锡钧

随实验医学研究所迁至四川简阳，并参加农

村医疗队至川北剑门山区，被迫停止了研究

工作，随后因病返京休养。1978 年担任基础

医学研究室主任，1982 年辞去主任职继续指

导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1987 年因病离职

休养直至去世。 

张锡钧自1926年加入中国生理学会以后，

一直积极承担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国生理学杂

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 1935~1937 年连续

两届当选为中国生理学会书记兼会计，先后担

任《中国生理学杂志》编辑和总编辑职务。1951

年张锡钧当选为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常务

理事并一直连任至 1985 年，1983 年他将过去

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时工资中的福利金，原存美

国银行的本息共二万余美元全部捐赠给中国

生理学会，作为对优秀青年生理学工作者的奖

励基金，中国生理学会为此成立了张锡钧基金

会，定期对优秀青年生理学工作者进行奖励。 

张锡钧治学严谨，工作认真，在科学研究

中勤于思索，孜孜以求，特别注意人才的培养。

他诲人不倦，但要求严格，经他培养或指导过

的研究生及进修生约 60 人，其中不少人已经

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或教学科研中的骨干

力量。 

 

1899 年 6 月 3 日出生于天津市。 

1916~1920 年在北京清华学堂学习并毕业。 

1926 年毕业于美国罗舒医学院，获医学博

士学位，同时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6 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1926 年被接纳为中国生理学会终身会员。 

1927~1932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

助教、讲师、助教授。 

1932~1933 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和英国伦

敦皇家医学院研究所任访问学者。 

1934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襄教授。 

1935~1937 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第八、九、

十届理事会书记兼会计。 

1937 年~1941 年 12 月任北京协和医学院

生理学系代系主任。 

1941 年 12 月~1948 年在天津私人开业行医。 

1948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

兼系主任。 

1949 年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任中国协和医学院生理

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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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5 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理

事会理事。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56~1981 年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第十三、

十四、十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7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

生理学系主任教授兼实验医学研究所副所长。 

1960 年兼任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前身)生理学教研室主任。 

三、研究成果 

张锡钧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乙酰胆碱

的生理功能研究方面。他在 Dale 实验室进修

时创立了定量分析乙酰胆碱生物测定法，即蛙

腹直肌法，此法可测出动物各种组织中乙酰胆

碱的含量，帮助 Dale 证明乙酰胆碱是一种中

枢神经化学传递介质；他研究了人胎盘中乙酰

胆碱对分娩的关系，提出了分娩起因的理论，

指出来乙酰胆碱在胎儿流产、早产及正常分娩

机制中的作用；创立"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

"理论；对甲状腺生理的研究，提出色亚基酸

与甲状腺细胞活动有关，而甲状腺对毛发生长

有特殊作用；提出经络皮层内脏相关假说。发

表了《组织提取物中的胆碱脂》、《醋酸胆碱

在正常分娩中的作用》、《分娩的起因》、《中

枢神经化学性之传导--颈动脉窦与迷走神经之

传入神经纤维》、《迷走神经与大脑垂体后叶

之反射》等论著八十余篇。1983 年张锡钧先生

亲著《从五十年来乙酰胆碱的系统研究谈科研

工作的经验体会》发表在《生理科学进展》杂

志上，文中总结了自己数十年的主要研究经

历，发人深省。 

四、主要成就 

张锡钧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内分泌、消

化、神经和循环等生理学的不同领域。1930 年

代以前他从事甲状腺生理的研究，但更多的工

作是在林可胜的领导下，探讨胃液分泌机制。

1933年他经由瑞典转赴英国伦敦皇家医学研究

所Henry Hallett Dale爵士(1875~1968)的实验室

进修，从事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研究，创立了

灵敏的乙酰胆碱生物学测定法，并首先发现动

物神经组织中含有大量乙酰胆碱，这个发现受

到世界生理学界的重视，获得很高评价。 

生物体的生理功能活动调节主要由神经

系统来完成。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是信息传

递。研究证明神经信息的传递方式有电传递和

化学传递两种。神经系统的电传递现象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发现，但神经细胞之间及神经细

胞与效应器之间的化学传递直至 20 世纪初才

得到证明。 

化学传递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是继之而

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

代初英国生理学家 Dale 的研究便集中在这个

问题上。Dale 曾于 1929 年在牛马脾脏中提取

到一种与乙酰胆碱相似的物质，当时仅知植物

中含有乙酰胆碱，他急需肯定动物体内是否也

存在这一物质，恰在这时张锡钧来到了 Dale

的实验室，他解决了动物体内乙酰胆碱的测定

问题。他和同事.J.H.盖顿(Gaddum)经过刻苦努

力，建立了蛙腹直肌定量测定乙酰胆碱的生物

学方法。这一方法准确灵敏，成为生物学中测

定乙酰胆碱的经典技术，至今仍被采用。张锡

钧等用这一方法证明从牛马脾脏中提纯的物

质就是乙酰胆碱，并进一步测定了不同动物多

种器官组织及人胎盘组织中乙酰胆碱的含量。

他们发现是马的交感神经中乙酰胆碱的含量

远远超过除人胎盘以外的其他动物组织，这为

以后证明交感神经节前纤维神经递质就是乙

酰胆碱打下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生理学意义。

张锡钧和 Gaddum 的这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

1933 年的 British Journal of Physiology(《英国

生理学杂志》)上，获得很高的评价。之后，

Dale 实验室的一系列工作终于证明了乙酰胆

碱是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Dale 并以神经的化

学传递获得世界科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毫无疑义，生理学中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包含

着张锡钧的贡献。 



 

 119 

张锡钧在伦敦的工作是他一生研究工作

的转折点。此后，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体内乙酰

胆碱的生理作用系统地进行。1933 年回国后，

他继续对胎盘中乙酰胆碱的生成释放代谢及

其与分娩和早产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证

明乙酰胆碱在分娩机制中的作用。 

同时他也对中枢神经的化学传递这一重

要问题进行了探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当时

神经化学传递的研究主要是在外周神经方面，

中枢神经活动有没有化学物质参与，还不清

楚。张锡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应用狗头

交叉灌流的方法证明刺激颈部迷走神经中枢

端可以导致垂体后叶加压素的释放。这是由于

迷走神经传入冲动通过脑内有关神经通路并

由乙酰胆碱介导，作用于下丘脑有关神经核团

而实现的。张锡钧提出了著名的"迷走神经-垂

体后叶反射"学说，并在 1937 年的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中国生理学杂志》英

文版)发表了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Humoral 

transmission of nerve impulse at central 

synopses"(中枢突触神经冲动的体液传递)，之

后又陆续发表了论文达 10 篇。1930 年代是张

锡钧科学研究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他思想活

跃，成果累累，以他为主所发表的 80 余篇研

究论文，约 40 篇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而且

都是围绕作为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乙酰胆碱

这一主题所展开。 

张锡钧这一研究进一步证明乙酰胆碱在

中枢神经活动中的作用，说明中枢神经活动时

有化学物质释放并在神经传递中发生作用。随

后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不但进一步肯定了乙酰

胆碱是整个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化学递质，而

且证明神经系统中正常的乙酰胆碱生成代谢

对维持正常的神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它的

异常又与某些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以

及神经细胞的衰老有着密切关系。张锡钧在这

一领域中的开拓性工作无疑也促进了神经生

理、神经药理和神经化学的发展，对此，1983

年 英 国 学 者 G.Pepeu 在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药理科学动向》)

杂志中著文纪念脑内乙酰胆碱发现 50 周年，

高度评论张锡钧等发现动物脑内的乙酰胆碱

及随后提出乙酰胆碱可能是脑内神经递质的

假说这一成就的重要意义和贡献。 

张锡钧的另一成就是首先发现了迷走神

经参与了垂体后叶激素的调节。这不但有助于

阐明加压素的释放机制，同时也提出了内脏传

入冲动与垂体后叶激素释放的关系问题，并表

明通过中枢神经递质的介导可以激活下丘脑

神经元分泌激素。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展示人们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化学物质既是机体生理功

能调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本身的

功能、相互作用和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内涵丰

富，亟待探索的新领域。这就是当前生理学中

最为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神经内分泌学的重

要内容。张锡钧为这一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锡钧在原有的

研究工作基础上，吸收苏联巴甫洛夫高级神经

活动学说和贝柯夫大脑皮质内脏相关学说的

一些观点，以生理功能的神经体液调节作为他

所领导的研究室的研究方向。1954 年，张锡钧

受中央卫生部委派，与吴襄、杨简组成代表团

(张锡钧任团长)，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

参加国际巴甫洛夫学说讨论会。1956 年，除继

续中枢神经递质的研究外，陆续开展了胃液分

泌和血压调节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积极

参加与国防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研究。他对

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的经络学说

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医学

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和中医研

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生理研究室都开展了针

灸机制的研究。在工作的基础上，张锡钧提出

了"经络-大脑皮质-内脏相关"假说，主张经络

是与神经有联系的独特系统，是通过神经起作

用的，而神经的作用则是通过体液因素来实现

的。经络学说和针灸机制的研究是一次非常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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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的任务，难度很大。尽管张锡钧在工作中遇

到困难不少，也走过一些弯路，对他提出的假

说也有所争议，但他对此坚持不懈，直至暮年。

他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理论研究做出了成绩。 

五、主要论著 

1. Chang HC, Sloan JH. Influence of 

experimental hypothyroidism upon gastric 

secretion. Am J Physiol, 1927, 80 (3) : 732~734. 

2. Chang HC, Ma WC. Further observation 

on tryptophan and the thyroid gland. Chin J 

Physiol, 1928, 11 (3) : 329~336. 

3. Ma WC, Chang HC. The relation of the 

mitochondria-Golgi complex to secretion. Ⅱ . 

Intravital staining with neutral red and Sudan Ⅲ. 

Chin J Physiol, 1928, 2 (4) : 381~388. 

4. Ma WC, Chang HC, Liu AC. The 

relation of the mitochondriaGolgi complex to 

secretion. Ⅲ. Phys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vitally stained mitochondria-Golgi material. 

Chin J Physiol, 1929,3 (1) : 29~40. 

5. Chang HC, Gaddum JH. Choline esters 

in tissue extracts. J Physiol, 1933, 79 : 255~285. 

6. Chang HC, Wong A. Studies on tissue 

acetylcholine. Ⅰ. Origin,significance and fate 

of acetylcholine in human placenta. Chin J 

Physiol, 1933, 7 (2) : 151~170. 

7. Chang HC. Rate of formation of 

acetylcholine in placenta in Soc Exper Biol NY. 

1935, 32 : 1001~1003. 

8. Chang HC, Chia KF, Hsu CH, et al. 

Humoral transmission of nerve impulses at 

central synapses. Ⅰ. Sinus and vagus afferent 

nerves. Chin J Physiol, 1937, 12 (1) : 1~36. 

9. Chang HC, Chia KF, Hsu CH, et al. A 

vagus-post-pituitary reflex. Ⅱ . Pressor 

component. Chin J Physiol, 1937, 12 

(3) :309~326. 

10. Chang HC, Chia KF, Hsu CH, et al. 

Humoral transmission of nerve impulses at 

central synapses. Ⅱ. Central vagus transmission 

after hypophysectomy in the dog. Chin J Physiol, 

1938, 13 (1) : 13~32. 

11. Chang HC, Hsieh WM, Li TH, et al. 

Studies on tissue acetylcholine. Ⅵ . The 

liberation of acetylcholine from nerve trunks 

during stimulation. Chin J Physiol, 1939, 14 (1) : 

19~26. 

12. Chang HC, Chia KF, Huang JJ, et al. A 

vagus-post-pituitary relex. Ⅷ . Antidiuretic 

effect. Chin J Physiol, 1939, 14(2):161~174. 

13. Chang HC, Lim K, Yeh HF, et al. The 

role of acetylcholine in the mechanism of normal 

labor. Chin J Physiol, 1949, 17 (2) :1939~1944. 

14. Chang HC, Chen MC, Chang C. The 

reflex action of histamine on the blood pressure 

and gastric secretion. Scientia Sinica. 1959,8 (8) 

829~842. 

15. Chang HC, Xie YK, Wen YY, et al.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hypothesis of 

meridian-cortex-viscera interrelationship. Am J 

Chin Med, 1983, 11 (1) : 5~13. 

16. 张锡钧.从五十年来乙酰胆碱的系统

研究谈科研工作的经验体会.生理科学进展，

1983，14:193~195.

 

附张教授院士的回顾文章： 

从五十年来乙酰胆碱的系统研究谈科研工作的经验体会 

1926 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

(Ph.D.)，导师为 A. J. Carlson 教授，并同时在

Rush 医学院获医学博土(M.D)学位，回国到协

和医学院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初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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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了一些论，但题目比较

分散，不够系统和深人。1932 年去英国伦敦皇

家医学研究所进修半年，在 Dale (H. H. Dale)

先生指导下，同 J. H. Gaddum 协作研究测定乙

酰胆碱(以下简写为 ACh)的简易定量方法，这

是我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要研究这一

课题?因为 Dale 及其同事于 1929 年在牛和马

脾提取液中发现有一种物质，其药理作用和化

学性质与 ACh 相似。那时只知道植物组织里

有 ACh，动物组织里尚未确证有 ACh，因此，

他们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Dale 希望纯化此物

质，因而需要一个定量的生物测定作引导，为

H. W Dudley 用化学方法从马脾提取液中提纯

ACh 结晶作准备。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建成

了用蛙腹直肌定量测定 ACh 的方法。这个方

法快速(半小时可得结果)、经济、稳定、可靠，

至今仍有人采用。 

我们用此法，协助 Dudley 在马和牛脾提

取液中分层追踪ACh的存在，最终得到了ACh

结晶，证明了马和牛脾脏中确实存在有 ACh，

并测定了猫，狗、兔和大鼠各种器官组织及人

胎盘组织中 ACh 的含量。最有意义的是发现

马的交感神经含有大量 ACh，为以后证明交感

神经节前的递质是 ACh 打下了基础。我和

Gaddum 的这一工作发表在 1933 年英国《生理

学杂志》上，为发展神经化学传递学说贡献了

力量。后来，Dale 在研究神经化学传递方面的

成就获得诺贝尔奖时的发言中，肯定了我们的

工作及 Dudley 从马和牛脾中化学提纯 ACh 的

意义。 

自 1933 年我们发表首篇关于 ACh 的研

究，至今已五十年。从那以后，我的研究工作

主要是围绕 ACh 的生理作用系统地进行，改

变了过去课题杂乱的局面。 

首先，我们证实了前人提出的缺乏神经组

织的人胎盘内存在有大量 ACh 的事实，进面

研究了胎盘和神经组织内 ACh 的产生、释放

和代谢的规律，发现胎盘 ACh 在胎儿的流产、

早产及正常分娩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方

面，我们发表了十七篇论文。 

同时，基于在狗身上刺激颈动脉窦神经和

迷走神经时，发现脑脊液内有 ACh 释放这一

事实，提出了中枢神经的化学传递观点。随后

的工作还证明，不论在中枢神经或外周神经，

少量 ACh 常引起兴奋反应，大量 ACh 则常引

起抑制反应。这就是 ACh 的双重作用论点。

围绕中枢神经化学传递的研究，我们曾发表论

文八篇。 

此外，我们在研究刺激狗迷走神经中枢端

脑内 ACh 的释放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即此处释放的 ACh 不是导致降压，而是升压

反应。众所周知，刺激迷走神经干或静脉注射

ACh 通常引起降压反应。为什么刺激迷走神经

中枢端却得到升压反应呢？经过实验追查，发

现迷走神经中枢端释放的 ACh 可作用于中枢

神经有关径路和核团，促使脑垂体后叶加压素

释放，从而引起升压。此反应的动因不是肾上

腺素能物质，因为切除肾上腺后，动物仍有升

压反应。摘除脑垂体，则此升压反应不能产生。

据此，我们首先提出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

反射”的学说，指出：刺激迷走神经中枢端，

可通过释放加压素，引起加压反应和抗利尿效

应，并可释放催产素，促进子宫收缩。这学说

获得了各国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尽管对此反射

机理的解释各家还不一致，且随着生理科学的

发展，对此反射机理的认识也在发展，但基本

事实是确定不疑的。围绕迷走-垂体后叶反射

问题，我们已发表十余篇论文。 

回顾数十年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我感到： 

1. 做研究，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准

备。研究方向应集中，围绕一定的主攻目标，

步步深人。切忌东抓一把，西来一下，分散力

量，结果，什么问题都不能深入解决。研究过

程中，要经常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新动向、新进

展，这是知识的基础。我在数十年中，坚持给

自己提出了一项要求：对于新的书刊杂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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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生理学的，还有生物学、生物化学、药理学

和医学方面的，都应及时浏览，择其要者阅读，

阅后在卡片上记录摘要备查。为了时间上不受

干扰，几十年中我总是把每日清晨至上午上班

前的这段时间用来保证文献阅读。技术学习方

面，自己要抓紧机会多学。记得在芝加哥大学

作研究生时，我主动帮助别人做实验，不取报

酬，通过工作实践，学习了技术。1932 年我去

瑞士 Hess 教授实验室和英国 Dale 教授实验室

进修，以及 1935 年 W. B. Cannon 教授来协和

医学院任半年客座教授时，都分别向他们学习

了技术，因此，技术准备比较充分，为后来系

统地深人研究 ACh 打下了良好基础。 

2. 选题不仅注意其重要理论意义，也要讲

求实际意义。我们在研究 ACh 与分娩、早产

和流产的关系时，就曾希望这一理论研究对临

床实践有所帮助。利用蛙腹直肌作 ACh 定量

测定的研究，既从理论上探索了胆碱能神经递

质及化学上与其类似的各种物质对骨骼肌的

作用，又从实践上解决了当时对 ACh 简易定

量测定方法的迫切需要，收效是较好的。 

3. 多想，多思考。选定题目，进行实验工

作时，操作要准确，要实事求是，不盲目地做

实验。每次作完实验要总结，分析这次实验得

出了什么理想的结果?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得

出一个结果，就要思考是怎样得到的？有什么

意义？为什么会这样？不要轻易放过。例如，

刺激迷走神经中枢端出现的加压反应，从一开

始就被我们抓住不放，追查反应的来源，从而

发现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结果，至今仍在研究

中，为内分泌的神经调节提供了重要内容。发

现与主观想象不同的结果，同样很重要。我常

说：“阳性结果是结果，阴性结果也是结果，

只要方法技术可靠，阴性结果有时甚至有更重

要的意义。解决了矛盾，就有提高”。每写出

一篇论文，要反复看，反复修改。一般我都要

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有时还主动持稿请

别人看，征求不同意见，使真理愈辩愈明。 

4. 对别人的工作，我认为应如同对待自己

的工作一样，严格要求，热情帮助。我们做研

究不是为个人名利，而是为发展科学、振兴中

华，共同努力探索自然奥秘。因此，我总愿尽

力帮助和促进年轻科学工作者更快地成长。 

以上是自己根据数十年来的经历得出的

点滴体会，不一定全面和正确，尚希广大生理

科学同行，共同研讨，并对不当之处，提出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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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国际上目前唯一确立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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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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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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5988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编：100026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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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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