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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 

——记张致一院士的一生 

刘以训  张崇理 

 
张 致 一 院 士

（ 1914 年 — 1990

年），我国著名的胚

胎生物学家，比较内

分泌学家，生殖生物

学的创始人。生于山

东省泗水县一个耕

读家庭，祖父为清朝

末年的孝廉方正，终

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山

东大学前身），曾任省议员，办过报纸，长期任

职于山东省财政厅。张致一的青少年时代是随其

祖父生活，故深受其祖父影响。他早年就读于济

南市育英初级中学和省立高中，后考入山东大学

生物系，在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教授指导下

从事实验胚胎学研究。由于他实验胚胎技术精湛

及思维敏捷，童第周对其十分赏识，故在其毕业

后立即受聘。抗战期间随童第周分别在“中央大

学”医学院解剖系和同济大学生物系任助教

（1940 年），随后又在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任助

理研究员。1947 年他获美国艾奥瓦大学奖学金赴

美留学，师从国际著名胚胎内分泌学家威奇   

（E. Witschi）教授，从事发育内分泌学研究。获

美国艾奥瓦大学动物系硕士（1948 年）和博士

（1952 年）学位，后任该系副研究员。1957 年

他冲破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和刁难，率全家绕道

回国。回国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青岛）副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1959 年 9 月转

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同年被选为

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出席群英会。1959 年以来，

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内分泌研究室主

任、中国科学院生殖生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及学术委员会主

任等职。张致一于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1982 年任生物学部副主任，代主任；全

国政协委员；1981 年—1985 年任中国生理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分会理事长。

从1980年起还历任国际比较内分泌学学会理事，

亚太地区比较内分泌学学会名誉理事和医学学

会会员，国际生物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顾问，美

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福格迪基金会中国评审专家，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理事，国务院第一届学科

评议组成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及学科评

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副主

任和研究生院学术委员，担任国内六种学报的编

委。197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综观张致一教授 50 年的工作，在学术上他

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生理学家 

张致一 

（1914 年—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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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栖类性别的决定与分化 

早年在山东大学与童第周院士合作研究两

栖类胚胎纤毛运动轴性决定和金鱼胚胎发育能

力，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发现胚层诱导能力不

仅可通过直接正面接触，而且也可通过侧面传递，

并证明诱导因子还可通过凝胶薄膜，但却不能透

过云母薄片；还发现鱼卵受精后会产生一种促使

器官形成的物质，从植物极流向动物极，若缺乏

这种物质，则器官就不能发育分化。研究成果由

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于英国伦敦动物学期刊上。

他在美留学期间，首次用雌激素处理蝌蚪（无尾

两栖类的幼体），成功地获得了由雄性变为雌性

的非洲爪蟾；又采用睾丸移植或半联体的技术使

雌性爪蟾转变为雄性，这种变性的动物若与正常

的异性爪蟾交配后可获得与性变前相同性别的

后代。然而蝌蚪浸泡雄激素不能引起性转变，由

此他提出了“同配子染色体组合（ZZ）对雌激素

有反应，而异配子染色体组合（ZW）则对雄激

素不起反应”的论点。睾丸移植可发生性转变，

表明睾丸中诱导性转变的因子可能来源于生殖

腺髓质产生的未知物质，于是他认为“性别决定”

和“性分化”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前者由遗传

因子所决定，而后者受体细胞所支配，精细胞可

转变为卵细胞，但性别决定的遗传基因不能改变。

这是一项重要的突破，在美国发表论文 9 篇，得

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此项工作后来由在美国的一位

日本科学家继续进行，并通过繁殖实验获得了WW

雌性动物，证实了张致一早期的实验结果和设想。 

张致一还利用雌激素浸泡或注入受精的鸡

蛋，经孵化后获得全雌性化的雏鸡，但小鸡喂养

几个月后又返回原状，提示高等脊椎动物在性别

调控上有别于低等脊椎动物。对此他进一步阐述

并提出了遗传基因与性变的关系，以及生殖腺分

化的轴性和免疫学机制的设想。曾发表《从矛盾

论分析性腺的分化和转变问题》等论文。 

二、发现蝌蚪胚胎下丘脑原基切除永不变态 

他率先采用显微操作技术将发育早期蝌蚪

的胚胎切除下丘脑原基，发现手术后产生的蝌蚪

永不变态。而具有四肢的白色蝌蚪，由于缺乏漏

斗和中叶，其垂体前叶游离在底软骨的漏斗沟中，

蝌蚪的后肢发育正常，但是肢体却包在表皮内，

说明控制皮肤黑色素细胞扩张和收缩的垂体中

叶的分化有赖于下丘脑的诱导；同时这种蝌蚪因

缺乏垂体前叶分泌的促甲状腺素而终身不能变

态。他又利用这种白色的蝌蚪进一步证明了垂体

前叶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不同于垂体

中叶产生的促黑色素细胞扩张激素（MSH），解

决了 20 世纪 50 年代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后人

的工作发现这两种激素的前体分子结构有一段

相同的氨基酸序列，这就不难解释为何 ACTH 过

量分泌的患者（Addison 和 Cushing 病）和孕妇

出现大量皮肤色素沉着的现象。 

三、两栖类排卵机制的研究 

在 1957 年他与导师威奇教授提出卵巢－垂

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可能参与两栖类排卵作用

的假说。 

他首次创建了“体外跌卵”模型，研究了 9

种类固醇激素诱导排卵的能力。发现孕酮、脱氧

皮质酮、睾酮和皮质激素诱导排卵的作用呈现剂

量依赖关系；随后他首次实验证明了两栖类卵巢

中存在孕酮的合成酶；在分析了 29 种用于排卵

实验的类固醇结构后，认为 3β－酮基具有较强

的排卵活性。如将孕酮、睾酮或脱氧皮质酮诱导

排出的卵子放入蟾蜍体内，经裹胶后进行人工授

精，受精卵都能发育至蝌蚪；他提出了以下创新

性结论：①促卵泡激素（FSH）的主要作用除能

促进两栖类卵子成熟和生长外，还能激发卵细胞

对其他激素的敏感性；②促黄体激素（LH）的

排卵作用必须在 FSH 激发后或在其他激素辅助

下才能发挥作用，它能刺激卵巢产生孕酮或其类

似物；③提出孕酮是两栖类的排卵激素；④肾上

腺皮质激素有直接诱导排卵和辅助排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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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无机盐皮质激素的作用最大。这些宝贵的资

料先后发表论文 8 篇。 

四、首次证明了“哈氏窝”是脊椎动物垂体

的前身 

文昌鱼是现代脊索动物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进化史上介于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在系统

发育上占重要地位，然而对其生殖生理的情况却

一无所知。他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首次证明了

哈氏窝组织是脊椎动物垂体的前身，且能合成

LH 样促性腺激素，后来又发现了文昌鱼性腺中

存在 LH／hCG 高亲和性的受体，并对外源

LH-RH 和垂体促性腺激素都产生反应。这一发

现为生殖内分泌系统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五、组织团队在国内最早开展胚泡着床机理

的研究 

受精卵由输卵管进入子宫而开始植入内膜，

这一过程称为胚泡着床。利用多学科和多种技术

建立了小鼠、大鼠、兔、猕猴和人的模型研究着

床的细胞和分子机理，以期寻找简便、安全、经

济而有效的避孕措施。 

1. 首次证明实验动物的胚泡与人一样也能

产生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样的物质，而且在着床过

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结果在国外同行发

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进一步实验表明，大鼠子

宫内膜也存在 hCG的结合部位。胚泡产生的 hCG

样物质通过其在卵巢和子宫内膜上的结合部位

刺激孕酮分泌，由此引起子宫内膜蜕膜化、抑制子

宫收缩和局部免疫抑制等，为胚泡着床创造条件。 

2. 首次发现，LH-RH 样物质对大鼠有抗着

床作用。给妊娠 3～5 天大鼠注射高剂量 LH-RH

九肽类似物后，引起因阻止蜕膜的形成而终止妊

娠。电镜免疫细胞化学结果证明，大鼠胚泡具有

合成 LH-RH 样物质的能力。同时子宫内膜也存

在 LH-RH 样物质的结合部位。然后又给妊娠４

天大鼠一侧子宫角注射抗 LH-RH 抗体，其胚泡

着床的数量明显减少，说明 LH-RH 在调节胚泡

与母体子宫内膜的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3. 从兔胚泡中分离纯化出多种特异肽，并

初步研究了它们的生理功能。发现在孕兔子宫冲

洗液中相对分子质量为 4500 的小肽由 54 个氨基

酸组成，有 30 个左右的氨基酸顺序与兔子宫珠

蛋白的片段相同，它具有抑制淋巴细胞转化和子

宫前列腺素合成的作用。 

4. 在张致一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发现胎盘

合成的 GnRH 样物质、β－内啡肽、孕酮和 hCG

都是在 6 周时分泌量最高，7 周次之，8～10 周

较低，表明这几种物质在受精卵着床过程中可能

起着重要的作用。用放射免疫测定和免疫细胞化

学方法进一步证明培养的滋养层细胞和滋养层

组织都能合成上述的物质；发现肾上腺素与多巴

胺还调节胎盘 GnRH 的分泌。上述一系列创新结

果将为研究人的胚泡着床机理提供重要的依据，

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六、实际应用研究 

张致一院士一贯主张“一手抓基础理论研究，

一手抓生产实践，用基础理论指导实践，再从实

践中发现问题”。 

1. 为了牛奶增产，张致一院士领导的研究

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泌乳与乳腺分化机制的研究。

他采用摘除垂体或双摘除垂体和子宫的妊娠大

鼠，研究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作用和作用途径。实

验结果表明，可的松能直接作用于乳腺腺泡启动

乳汁合成，并能阻止由于垂体和子宫－胎盘不存

在而引起的结缔组织大量增生；还发现可的松能

阻止垂体、子宫双摘除后乳腺小叶－腺泡的退化，

认为可的松可能刺激胎盘分泌大量促进乳腺分

化的物质；电刺激大鼠鼻黏膜或子宫的实验进一

步证实可的松的上述作用机制。此外，根据前列

腺素（PG）F 具有溶黄体和使肌肉收缩的作用，

他主张将其用于治疗奶牛持久黄体不孕症，治愈

后的奶牛其卵巢上的黄体立即退化，新的卵子开

始发育和排放，母牛交配怀孕后，又能继续产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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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各奶牛场的奶产量； 

2. 家畜的流产一直困扰着牧民，若注射大

量孕酮会导致下丘脑－垂体功能受到抑制，因此

他创造性地提出在配种后立即注射LH或LH-RH，

以激发自身垂体－卵巢的功能，使母马的妊娠率

提高 30％，这个观点在山羊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使山羊增产 20％，纠正了畜牧界一直认为家畜早

期流产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错误概念。此经验已

被推广，如吉林左家特产研究所曾应用这种治疗

方法解决了紫貂的人工繁殖问题。 

3. 张致一院士组织团队研究了我国四大家

鱼（青、草、鲢、鳙）排卵机制。青、草、鲢、

鳙是我国市场供应的主要淡水鱼类，但它们不能

在池塘、河湖中产卵。20 世纪 50 年代，渔民每

年都要长途跋涉到长江边将鱼苗运往内地，不然

就需要大量杀鱼取垂体注入亲鱼腹中催情。他曾

多次带队亲临渔场和条件艰苦的牧场进行调查

研究。当他了解到家鱼需要在雨季的大江激流中

产卵的情况后，他率先想到利用下丘脑产生的释

放激素 LH-RH 诱导鱼类自身的垂体－卵巢分泌

激素促使卵子成熟和排放，于是他与中科院生化

所、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等单位合作进行

大区域的家鱼催情试验；同时选用催产率最高的

草鱼作为研究材料，探讨 LH-RH 催情的作用机

理，解决了家鱼不能在池塘中产卵的难题，为我

国经济鱼类的繁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被国际

科学家们列为“激素对人类的六大贡献之一”。

实验结果在《中国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篇。 

七、人才培养 

张致一院士是我国生殖生物学的创始人，给

国家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就是为畜牧学、医学

以及大学培养了数百名从事生殖生物学的科技

人才。他刚到动物研究所时，他的研究室不满 10

人，在当时所领导的支持下，他从学科长远发展

着眼，在人员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全面布局，不久

就发展到 60 多人的研究室，而且拥有现代化的

实验装备，被国外同行专家誉为“实力强的实验

室（A powerful lab）”和“一支军队（An army）”。

他对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做到了精心雕琢，对每位

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然后根据各

人的特点、兴趣及工作需要，从不同学科及其相

应的技术给每人定下研究方向，由此研究室设置

了配套的 10 个研究组。他既放手让年轻的骨干

挑担子，又主动给予他们提高业务和锻炼能力的

机会。为了掌握先进的技术，他派出科技人员到

有关单位进修。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他在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主导思想下，立即先后推

荐联系 19 人次出国深造，使研究室的工作很快

进入到国际先进行列，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他对于有志科研而确实具备科研才能

者，不分室内外、所内外，总是毫无保留地与他

们交流学术思想，给予对方启示和支持。他还通

过修改文章提高年轻人科研思维的逻辑性和分

析结果、发现问题的能力。他培养了 20 多位研

究生和博士后。 

他所领导的研究室于 1985 年第一批被中国

科学院批准为“生殖生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1989 年又中标而成为“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于 1991 年开始边开放边建设，

建成于 1993 年。该室多年来在完成国家重大基

础理论研究，如国家攀登计划、国家攻关项目、

国家“973”重大项目、科学院院重点研究项目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中都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共获得 20 多项国家级和部委级科

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

表论文近千篇。 

张致一院士著作甚丰，工作成绩卓越，他领

导和指导的科学研究受到国家和院的重视，并已

获得 20 多项科研成果奖，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

两项，院级二等奖八项，院级三等奖一项，部级

一等奖一项，部级二等奖四项，省市和所级奖九项。 

张致一院士为人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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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己，平易近人，坚持原则，积极支持新生事物，

受到全所同志和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他工作

兢兢业业，虽年逾七旬，仍无时无刻地关心着学

科的发展、实验室的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等。由

于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 1990 年 10 月 6 日上午

在办公室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经抢救医治无效，

于同月 8 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

忘要参加由他主持的生殖生物学国际会议，真正

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他一生诲人不倦，

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治学精神在科学道

路上不断奋进，勇于探索。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

设备先进的实验室以及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技

人才，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严谨治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和高尚的科研

道德，对后人也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永远

鼓舞着我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Professor Zi-Yi Zhang（1914-1990），well-known 

embryologist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ist, and 

the founder of reproductive biology in China. He 

graduated from biology depart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in 1940, and then worked with professor 

Di-Zhou Tang before abroad. In 1947 he went to 

USA for further traini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world-famous embryologist professor E- Witschi in 

IOWA University. He obtained his Master and PhD 

degree in 1948 and 1952 respectively, and then was 

appoint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Overcoming all the difficulties from the USA 

government he came back to China in 1957, and 

joined in Professor Yang’s Laboratory of Ocean 

Biolog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he was appoint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 In 1959 he 

left Qing-Dao and moved to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ijing, working 

with professor Tang, and then he was appointed as 

full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then Chair of Key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vice chair of the Institute and the Chair of Institute 

Academic Committee （1985-1990）. In 1979 he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and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80. 

He was appointed as a vice chair （1981-1985）, 

and then the chair of biology department of CAS

（1990） ; He also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Zoology Society and a standing member of 

Chinese Physiology Society （1981-1985）, and a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Biology Association

（1985-1990）. He served as board member for 6 

Journals. He made a big contribu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in China, and was a 

world-wild well-known scientist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parabiosis and gonad transplantation in 

Xenopys Laevis Daudin. He wa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at hormonal controlling reversal of 

sex differentiation in the toad, and provided evidence 

to show that “genetic control and hormonal reversal 

of sex differentiation” in Xenopu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is group did a serious works to investigate 

mechanism of Amphibian ovulation, an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LH-RH analogue for the induction of spawning of 

farm f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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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系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系肇始于

蔡翘先生在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身——

吴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7 年）和南京中

央大学医学院（1937 年）创建的生理学系。抗

日战争时期，生理学系随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

学院畜牧兽医系在蔡翘先生和郑集先生的共

同领导下西迁成都华西坝，并于 1941 年创立

生理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分批分路向南京迁

返。后历经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南京大学医学院，

于 1952 年与南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院部分系

所及金陵大学生物系合并为南京大学生物学

系。1955 年，生物学系进一步合并了南京大学

心理系，并创设生理学教研组。自此，南京大

学生理学教研组成为我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

建立的生理学教研室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教育部对本科生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之前，该校

的生理学专业也曾是全国三个理科生理学本

科专业之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生理学专业于 1981 年建立硕士点，

1990 年建立博士点，1991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

站，2007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和江苏省重点

学科，并支撑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学

专业入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的

生理学专业也是江苏省唯一由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注的生理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自

1955 年以来，该专业为我国的生理学教学和科

研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前，本学科点是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科

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993 年获准）、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2002 年获

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1.0，

2009 年获准；2.0，2021 年获准）、强基计划

（2020 年获准）和生物科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019 年获准）的组成学科。同时，以

本学科点作为主要依托和支撑学科的南京大

学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于 2006 年被评为国

家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科构建了

完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生理学教学体系，开设

有“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生理心理

学”、“病理生理学”、“生理学和药理学进

展”、“神经科学进展”等专业核心课、双语

选修课、本研贯通课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其

中，“生理学”2009 年入选国家精品课程，2021

年入选南京大学课程思政案例。本学科点王建

军教授应中国生理学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委托，作为执行主编与姚泰教授、

朱大年教授等一起历时6年半时间主持完成的

《生理学名词》第二版的审定出版工作，作为

基础性学科建设工程，对于生理学名词和术语

在教育和科技活动中的统一和规范化使用，以

及促进我国生理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以澳大利亚 AD 仪器公司和成

都泰盟软件公司的生理学教学实验系统为基

础，结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首批实验

教学优质创新课程培育项目建设的国际一流

水平的生理学教学实验室，不仅能够满足“生

理学”和“神经生物学”两门课程的教学需要，

也为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和医学院“生理学”

和“神经生物学”教学实验室的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示范。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神经生理学、

代谢生理学、免疫生理学、生殖生理学和病理

生理学等，从分子、细胞、器官、系统、整体

及临床等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生理学研究。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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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运动神经生物学和代谢生理学研究一直

走在国内前列，且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和学术声誉；而免疫生理学、生殖生理学和病

理生理学等研究方向也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承担和完成国

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类重大研究项目百余

项，研究成果近年来多发表在 Neuron、Cell 

Research、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s、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Molecular Psychiatry、Current Biology、Journal 

of Neuroscience、Journal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Circulation Research 和 Diabetologia 等国际一

流学术刊物上，并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科技进

步二等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重要

科研奖励。生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已有多人在

国外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担任教授或回国成

为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科研

领军人才。 

随着强调功能与整合的生理学研究的重

新兴起，在全球脑科学研究浪潮和我国“脑计

划”正式实施的背景下，经过张辰宇、朱景宁、

闫超和王建军（南京大学生理学教研室前主任）

等教授三年多的筹备，生命科学学院于南京大

学生物学科建立百年之际，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隆重举办了蔡翘先生塑像落成暨南京大学

生理学系复建仪式。复建的生理学系由闫超教授

担任系主任，正焕发青春走在蓬勃发展的道路上。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张辰宇，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95 年

毕业于日本德岛大学医学部，获博士学位；

1995—1999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

后研究；1999—2004 年受聘于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任研究助理教授（分子糖尿病学）。2002

年起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模式动物遗

传研究中心及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2003 年任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国外学习和工

作期间，获得过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奖

（1993 年）和美国糖尿病学会青年学者奖

（2002 年）。回国后开创了细胞外 RNA 研究

和应用新领域，形成了“胞外 RNA 介导物种

间共进化与适应”的南京学派。对疾病诊断治

疗模式、疾病发病机制研究、物种协同进化理

论等方向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基础理论研究

和临床转化应用等方面均显示了创新性和科

学价值。发表论文 200 余篇，总引 42000 余次，

H 指数 85。共有 70 余项项国际和国内发明专

利被授权。张辰宇教授是国际首个细胞外RNA

领域专业学术期刊 ExRNA 的主编和其它五种

国内外期刊的编委；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两项教育部自然科

学/发明一等奖；是两项国家 973 项目、一项

国家 863 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国家基金委变革

性重大项目负责人，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负责

人；2009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江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江

苏省 2006 年度“十大”杰出青年，2008 年度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获得者，2007 年度中国

侨联科技创新人才奖获得者。 

 

朱景宁，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生物科学国家理科基地，获理学学士学

位；2006 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生理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2012 年晋升教授，2018 年任生理学系（筹）

系主任，2019 年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与行为神经生物学。

主持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NSFC/RGC 联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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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江苏省杰

出青年基金等。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见于

Neuron、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PNAS、

Molecular Psychiatry 、 Science Advances 、

Current Biology和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一

流学术期刊。兼任国际小脑与共济失调研究学

会（SRCA）International Delegate，中国生理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江苏

省生理科学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神经科学学会

常务理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

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Journal of 

Physiology 的 Reviewing Editor、Cerebellum & 

Ataxias 编委和《生理学报》常务编委。 

 

闫  超，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

2011 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毒理学博士学位，

2011 年至 2015 年在科罗拉多大学癌症研究中

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至 2016 年任科罗

拉多大学医学院讲师，2016 年起任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和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 PI，2019 年起任南京大学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2020 年起任南京大

学生理学系系主任。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期间，

曾获得科罗拉多大学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美

国毒理学会卡尔史密斯奖（全美第一名）、和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并曾作为主要完

成人参与两种新药研发并将其推进到 I 期临床；

发现首个 RAS 家族小 G 蛋白抑制剂并发表于

Nature 且获得美国专利。回国后实验室主要方

向为肿瘤的病理生理学与新药开发；近期工作

陆续发表于 Cell Research、Pharmacological 

Reviews、Cancer Research、Autophagy等期刊；

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省双创团队领军人才、

南京市科技顶尖专家等。 

景  键，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7 年北京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毕业。1998

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纽

约西奈山医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并担任助理

教授。2013 年回国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和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长期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研究方向：利用软

体动物海兔研究动机性行为及学习记忆的神

经基础，以及神经调质作用的分子和细胞机制。

相关工作揭示了软体动物中行为抉择及觉醒

的神经网路及突触机制，发现了多功能摄食神

经环路中产生多种行为模式的中间神经元及

其网络基础以及运动可变性的突触机制，还阐

明了多种神经调质（包括五羟色胺及神经肽）

在调控动机性行为（比如摄食及位置移动）中

的关键作用。研究成果发表于 SCI期刊 79篇，

包括 Science Advances、Current Biolog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Analytical Chemistry、ACS Chemical 

Biology 等；主持及参与发表的论文被引用

3250 次，H 指数为 37（Google 学术）。主编

了1本以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微环路中的电

耦联为切入点的与神经网络的功能及可塑性

相关的英文专著（由 Academic Press 于 2017

年 5 月出版）。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感觉和

运动分会委员会委员、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

会委员会委员。 

 

侯亚义，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 年和 1987 年分别获南京大学生物系

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8 年获日本东京大学

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南京大学，期间曾在东

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医

学院作为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细胞与分子免疫。

探索了炎症微环境中髓系免疫细胞调控肿瘤/

自身免疫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发现髓源抑



 

 177 

制性细胞（MDSCs）的异常扩增发生在狼疮的

早期及其对 T 细胞等的调控作用；分析了树突

状细胞（DCs）及间充质干细胞（MSCs）在

自身免疫病中的作用，发现 MSCs 产生的外泌

体与其母细胞对于缓解炎症性及免疫性疾病

的作用类似；研究了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建立

了一些靶向治疗肿瘤的方法；评价了一些中药

成分对小鼠疾病模型的免疫调节及纤维化缓

解的效果。主持和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大项目、江苏省卫生厅“兴卫工程”等项目。发

表国内外论文 28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20

余篇；获授权国家专利 5 件。曾获 2005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科技进步二等奖；2007 年度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4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2016 年获江苏省高校科学技术研究

奖二等奖；2017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韩晓冬，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

位；1987 年于南京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

2004 年于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获博士学位。

2001 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开展

合作研究。2004 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生殖与发育、环境污染与疾病

发生、干细胞与组织再生研究，主持并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 计划”、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共发表论文 210 余篇。参编

《组织胚胎学》、《生殖病理学》教材。主讲

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入选南京大学百门优质

课程，被认定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2021 年被

评为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现为教育

部高等学校基础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解剖学会理事长。 

 

罗  兰，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人体

及动物生理学专业，2001 于南京大学获生物学

博士学位。1984 年至 1996 年在北京协和医科

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其中 1993 至 1996

赴日本访问交流，1996 年起在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工作，分别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并

任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PI。工作期间

主持过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加

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项目、973 项

目的科学研究，曾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排名第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一项

新药的临床研究批件。目前主要从事炎症反

应的信号转导、肿瘤耐药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首先发现谷胱甘肽-S-转移酶的抗炎作用和抗

细胞细胞异常增殖的机制。近期工作陆续发

表于 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Redox 

Biology 等期刊。 

 

项  阳，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 年南京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

位，2002 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同年 8 月至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为基于

功能核酸的重大疾病分子病理学研究。已经主

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等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通讯及会议评审（二审）专家。多次与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交

流合作。培养的博士生有多人次荣获优秀研究

生标兵及优秀研究生称号，并获得博士生国家

奖学金、博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2020 年以来

以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大于 5 的论文十篇，

其中，二篇论文影响因子大于 10，五篇论文为

南京大学学科卓越级论文。申请专利多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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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2020 年 1 月紧急开展的新冠病毒检测研究，

已经获得专利授权。 

 

李建梅，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 年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药

学专业，2019 年 12 月起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免疫代谢紊乱与神经精神

疾病的发病机制及药物靶点研究，深入探索了

非酒精性脂肪、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

发病机制，揭示了免疫代谢紊乱在神经精神疾

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发现了多个潜在的药物

作用新靶点。同时开展了基于靶点的中药成分

及小分子化合物的筛选，取得了重要进展。近

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Microbiome、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等

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以第 2 完成人荣获

教育部 2019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自然科学一等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江

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横向课题等多个科研项目。 

 

姜晓宏，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2011 年获得南京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2008-2010年博士期间作为CSC联合培养博士

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卫生学院研

究学习。2011 年博士毕业后，在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任助理研究员，2014 年任副教授，

2016 年起任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PI，

2021 年起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博

士生开始，长期围绕肥胖引起的代谢性疾病中

转录因子的调控及靶向治疗策略，累计发表论

文34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论文发表SCI

论文 20 篇，包括 Circulation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Diabetologia、PNAS 等领域

专业杂志。获得 2011 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各一项，江苏

省面上项目一项等。 

 

 

2021 年 5 月 31 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系部分教师与王韵理事长和蔡翘先生长女 

蔡雪丽女士在蔡翘先生塑像落成暨生理学系复建仪式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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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 10 月 9-10 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六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

文交流会（在线会议）顺利召开。来自各省生理学会推荐和个人自荐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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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报告的综合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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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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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遗传谱系示踪新技术揭示细胞起源 

何灵娟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310023 

 

一、作者介绍 

苏鑫裕，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解剖学与生理

学系博士后。于 2020 年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研究

方向为神经生物学，硕博

期间主要研究痛痒觉的神经调控机制，利用前

沿的神经科学技术，阐明了中脑奖赏中枢的痒

觉信息处理机制，以及慢性痛的皮层可塑性机

制研究，在痛痒觉信息处理及神经环路方面积

累的丰富的经验。相关研究以第一作者和共同

第 一 作 者 发 表 在 Neuron 、 Journal of 

Neuroscience，并先后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

生学术之星、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博士毕业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十大励志典型人物、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毕业生榜样的力量年度人物、2019

长三角神经科学论坛优秀研究生论文一等奖

等。于 2021 年入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

后激励计划以及上海脑科学及类脑研究中心

“求索杰出青年”求索博士后计划。 

二、工作介绍 

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关于痛觉和

痒觉的研究日益增多。痛觉和痒觉作为两种不

同的感觉，二者之间联系紧密，具有诸多相似

之处，痒觉的行为学表现为主动地抓挠，而痛

觉的表现则为被动地缩回。因此研究疼痛与瘙

痒具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众所周知，痒觉

是一种能够引起抓挠欲望的不愉快的感觉，大

多数皮肤性疾病和一些系统性疾病都伴随着

严重的瘙痒症状。痒觉产生后除了引起难受厌

恶的感觉之外，抓挠后还会产生很舒服的愉悦

感，并形成一种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的恶性

循环。然而目前有关痒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外

周和脊髓水平，关于痒觉在大脑如何进行信息

处理、编码和加工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相

比分子和细胞水平，在环路和网络水平的痒觉

研究寥寥无几，而介导痒觉不同体验组分的神

经环路基础更属未知。基于以上对研究现状的

剖析，我们率先探讨了中脑腹侧被盖区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不同的细胞类

型在痒觉不同组分中的贡献及其工作机制。 

在该研究中，我们首先借助光纤记录技术

和各种转基因小鼠，发现中脑奖赏中心 VTA

脑内的 GABA 能神经元和多巴胺能神经元在

痒觉发生过程中呈现两种不同的激活反应。

GABA 能神经元可被急性痒刺激瞬时激活，与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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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挠的启动几乎同步，而多巴胺能神经元则只

有在抓挠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生激活。有

意思的是，如果通过让小鼠戴一种自制的脖套

（collar），阻止动物抓挠致痒剂注射部位的

皮肤，则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激活可被彻底阻断，

而 GABA 能神经元的激活反而更加明显。接

下来我们通过光遗传手段操控两种不同类型

的神经元，发现可以对急性痒引起的抓挠行为

的发生次数和抓挠间隔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

步，通过光遗传操作和条件性位置厌恶和条件

性位置偏好实验，再次确证了 VTA 脑区两类

神经元分别调控痒觉的两种不同组分，即

GABA 能神经元介导了致痒剂引起的厌恶感，

而多巴胺能神经元则介导了抓挠之后带来的

愉悦感。最后，我们发现 VTA 脑区的两类神

经元在慢性痒动物模型中同样发挥类似的作

用。这些研究结果从新的角度揭示了瘙痒-抓

挠-愈痒-愈挠的恶性循环的神经环路机制，为

加深理解痒觉的高位中枢发生原理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科学支撑，也为临床上慢性瘙痒症病

人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线索和理论指导。 

除了上面提到的痒觉环路的研究，我还积

极探索疼痛方面的研究，近期我与实验室其他

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了另一项关于酸敏感离子

通道（ASIC）在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调节慢性痛发病机理

的研究。慢性痛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

病，然而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酸

敏感离子通道 1a（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ASIC1a）已经被发现参与疼痛的外周和中枢信

息处理，但其潜在的机制并不清楚。在本研究

中，我们发现，ASIC 家族成员 ASIC1a 在成年

小鼠 ACC 内存在高丰度的表达，ASIC1a 的局

部脑区敲减、敲除或功能抑制都能很好地缓解

外周足底注射完全弗氏佐剂导致的慢性炎症

痛的感觉过敏症状，同时阻断 ACC 区锥体神

经元兴奋性突触长时程增强（Long- Term 

Potentiation, LTP）的发生。分子机制层面，我

们发现，ASIC1a 主要通过引起胞内 PKCλ激

酶的磷酸化从而促进谷氨酸 AMPA 受体

GluA1 的上膜，进而参与 LTP 的诱导和痛敏状

态的建立。此项研究不仅对完善理解 ASIC1a

通道的生理功能和 ACC 皮层突触可塑性的非

经典离子通道机制具有很好的科学意义，也为

临床上针对皮层突触功能异常改变的新型镇

痛药的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靶点。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

深入，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研究，从分子、

细胞以及神经环路等各个层面阐述疼痛和瘙痒

发生发展的不同机制，为我们深刻了解和认识这

两种感觉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为临床上治疗

这两种疾病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三、个人获奖文章 

推荐论文 1：中脑奖赏中枢的痒觉信息处

理机制 

Su XY#, Chen M#, Yuan Y, Li Y, Guo SS, 

Luo HQ, Huang C, Sun W, Li Y, Zhu MX, Liu 

MG*, Hu J*, Xu TL*. Central Processing of Itch 

in the Midbrain Reward Center. Neuron. 2019 

May 22;102(4):858-872. 

摘要：痒觉是一种能够引起抓挠欲望的不

愉快的感觉，大多数皮肤性疾病和一些系统性

疾病都伴随着严重的瘙痒症状。痒觉产生后除

了引起难受厌恶的感觉之外，抓挠后还会产生

很舒服的愉悦感，并形成一种越挠越痒—越痒

越想挠的循环。然而目前有关痒觉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外周和脊髓水平，关于痒觉在大脑如何

进行信息处理、编码和加工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介导痒觉不同体验组分的神经环路基础更

属未知。基于此研究现状，该文率先探讨了中

脑腹侧被盖区（VTA）不同的细胞类型在痒觉

不同组分中的贡献及其工作机制。在该研究中，

我们发现中脑奖赏中心 VTA 区内的 GABA 能

神经元和多巴胺能神经元在痒觉发生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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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两种不同的激活反应。GABA 能神经元可

被急性痒刺激瞬时激活，与抓挠的启动几乎同

步，而多巴胺能神经元则只有在抓挠持续一段

时间以后才会发生激活。进一步，通过光遗传

操作和条件性位置厌恶或条件性位置偏好实

验，确证了 GABA 能神经元介导了致痒剂引

起的厌恶感，而多巴胺能神经元则介导了抓挠

之后带来的愉悦感。最后，发现 VTA 神经元

在慢性痒动物模型中同样发挥类似的作用。这

些研究结果从新的角度揭示了瘙痒-抓挠-愈痒-

愈挠这一循环的神经环路机制，为加深理解痒

觉的高位中枢发生原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

学支撑，也为临床上慢性瘙痒症病人的治疗提

供了重要的思路线索和理论指导 

推荐论文 2：PKCλ介导酸敏感离子通道

1a 依赖的皮层突触可塑性和痛觉敏化 

摘要：慢性痛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

疾病，然而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

酸敏感离子通道 1a（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ASIC1a）已经被发现参与疼痛的外周和中枢信

息处理，但其潜在的机制并不清楚。在本研究中，

我们发现在外周炎症情况下，ASIC1a 可以促进

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的AMPA 受体（α-amino-3-hydroxy-5-methyl-4- 

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AMPAR）往

突触后膜转运，从而诱导 ACC 产生长时程增

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突触可塑性，

最终敏化中枢神经系统对伤害性刺激的反应。

条件性敲除 ACC 神经元，特别是兴奋性神经

元中的 ASIC1a，可以显著降低皮层 LTP 的诱

导率，并且减轻炎症诱导的热痛和机械痛敏，

但不影响小鼠的基础疼痛感受。另外，敲除

ACC 脑区的 ASIC1a 可以阻断炎症诱导的

GluA1 上膜，但是对 NMDA 受体（N-methyl-D- 

aspartate receptor，NMDAR）的亚基 GluN2B

没有影响。在分子机制方面，我们发现 ASIC1a

调控 AMPAR 的上膜和 ACC 脑区 LTP 的诱导

依赖于蛋白激酶 C lambda（protein kinase C 

lambda，PKCλ）。在 ACC 脑区过表达外源

的 PKCλ，可以挽救 ASIC1a 敲除小鼠在慢性

痛情况下的生化、电生理以及行为学变化。最

后，我们还发现在 ACC 脑区注射 ASIC1a 的

激动剂，可以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诱导正常小

鼠的疼痛敏化；而在 ACC 脑区注射 ASIC1a

的抑制剂可以反转小鼠已经形成的慢性痛敏。

在中枢伤害性感受方面，我们发现 ACC 脑区

ASIC1a 通过 PKCλ促进 AMPAR 的上膜并且

增强突触功能这样一种介导慢性痛的新机制。

抑制 ACC 脑区 ASIC1a 可以反转痛敏的这一

结果也进一步提示，与 ASIC1a 相关联的信号

通路是治疗慢性痛很有希望的一个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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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 

“生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 

中国 北京 2022 年 5 月 7-11 日 

 

征文通知 
 

尊敬的各位生理学界和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同仁， 

您好！ 

由中国生理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主办，国际生理

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联合主持的第 39 届国际生理

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2022）将于 2022 年 5

月 7-11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生命的

奇迹——整合与转化”。此次大会将为世界各

地的生理学科学工作者提供学术沟通交流的

平台，分享现代生理学领域的最新发现与进展，

使与会者了解生命科学中生理学原理的整合

以及如何将这些原理应用并转化为提高健康水

平的技术和工具。同时，会议期间将举办生理科

学和医学科学仪器展览、观摩及技术交流，实

现企业和一线科学工作者以及企业和学会的

联动。 

目前 Plenary speakers, Keynote speakers, 

Symposia 和各类 Workshops 等已确定，会议早

注册、摘要投递及 travel grant 申请通道已开通。

因疫情，会议将采取线上和线下混合的方式召开，

详情请登陆会议网站：https://www.iups2022.com。 

相信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大会的学术日

程安排一定会吸引世界各地众多的生理学工

作者相聚于北京。 

衷心感谢您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期

待 2022 年 5 月与各位在北京相会！ 

 

此致 

敬礼！ 

 

 

中国生理学会监事长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主席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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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 

“生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 

中国 北京 2022 年 5 月 7-11 日 
 

一、大会工作语言 

英语  

二、征文范围  

生理科学各个领域及相关学科尚未正式

发表的研究工作均在征集范围。 

三、征文格式要求及截至日期  

Plenary speakers ， keynote speakers 及

symposium 已由大会国际学术委员会确定，目

前主要征求青年工作者专题报告和墙报展示

的稿件。投稿的具体方法和稿件格式请参看会

议网页：https://www.iups2022.com 中有关投稿

事宜。 

投稿截至日期：2022 年 1 月 15 日 

四、会议注册，交费和住宿预订 

1．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2．会议将收取注册费（包括会议论文集

出版费用和中餐费等）。 

分类 
2022 年 1 月 15 日前 

（早注册）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晚注册） 

2022 年 5 月 7 日-11 日 

（现场注册） 

会员代表参会 ￥2000 ￥2400 ￥2700 

学生代表参会 ￥1000 ￥1400 ￥1800 

注：学生注册时需要出示学生证，博士后须按正式代表注册。 

 

3．采用网上注册、交费和住宿预订，具

体事宜请参看会议网页。 

五、会议网址  

关于大会准备工作相关进程，请随时登陆

https://www.iups2022.com 查看网页的更新。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如下： 

会议咨询：iups2022@chinastargroup.com 

招商招展：李璐，lilu@caps-china.org.cn 

学术相关： 梅竹，meizhu@caps-china.org.cn 

缴费开票：杨敬修，yangjingxiu@caps- 

china.org.cn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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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 

招商函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将于

2022 年 5 月 7-11 日在北京北苑大酒店召开。

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是国际生理学研

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盛会，该会由国际生理

科 学 联 合 会 （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主持，每四年

举行一次世界范围的生理学学术大会，2022

年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会议将为世界各地

的生理学家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分享现代

生理学科各个领域的最新发现，预计参会人

数约 3000 人。诚挚邀请生理学及相关学科

企业参加本次会议，这将是展示企业形象、

宣传企业产品，技术交流及寻求合作开发新

产品的很好机会。相信通过企业与来自全球

各地生理学界的科技工作者及教学、科研等

仪器的使用者广泛的交流，一定会共同促进

世界及中国生理学科的发展及转化应用，提

升理论创新视野，拓展转化应用的潜力。为

便于企业参会，我们设置了不同的赞助方案，

具体如下所述，方案也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适当调整，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一、会议整体赞助 

（一）钻石赞助商：30 万元及以上 

1. 提供 3m×2m 展位 3 个（基础设施：桌

子 3 张，座椅 6 把，标准电源插线板 3 只） 

2. 线上展位 1 个 

3. 卫星会 1 场（会议内容需提交至主办方

审核） 

4. 免注册布展人员 3 位，含会议安排午餐 

5. 大会日程册彩色插页广告 1 页 

6.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体现企业LOGO 

7.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LOGO 

8. 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宣传展架 3 个（标

准尺寸：80cm×200cm，内容需提交至主办方

审核） 

9. 赞助企业 A4 大小宣传资料，可以同主

办单位的会议资料一并发放 

10. 主会场开始前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 3

分钟（宣传片内容需提交至主办方审核） 

11.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

方案 

（二）金牌赞助商：20-29 万元  

1. 提供 3m×2m 展位 2 个（基础设施：桌

子 2 张，座椅 4 把，标准电源插线板 2 只）  

2. 线上展位 1 个 

3. 免注册布展人员 2 位，含会议安排午餐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体现企业

LOGO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 

6. 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宣传展架 2 个（标

准尺寸：80cm×200cm，内容需提交主办方审核） 

7. 赞助企业 A4 大小宣传资料，与主办单

位的会议资料一并发放 

8. 主会场开始前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 2

分钟（宣传片内容需提交主办方审核） 

9.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三）银牌赞助商：10-19 万元  

1. 提供 3m×2m 展位 1 个（基础设施：桌

子 1 张，座椅 2 把，标准电源插线板 1 只）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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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展位 1 个 

3. 免注册布展人员 1 位，含会议安排午餐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体现企业

LOGO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 

6. 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宣传展架 1 个（标准

尺寸：80cm×200cm，内容需提交至主办方审核） 

7. 主会场开始前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 1

分钟（宣传片内容需提交主办方审核） 

8.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四）铜牌赞助商：5-9 万元 

1. 提供 3m×2m 展位 1 个（基础设施：桌

子 1 张，座椅 2 把，标准电源插线板 1 只）  

2. 线上展位 1 个 

3. 免注册布展人员 1 位，含会议安排午餐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体现企业

LOGO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 

二、会议单项赞助  

1. 卫星会 1 场 面议 

2.  3m×2m 标准展位 1 个 30, 000 元 

3. 线上展位 1 个 10,000 元 

4. 大会学术会议日程册广告收费标准： 

1）封二（彩色 20, 000 元/页） 

2）封三（彩色 18, 000 元/页） 

3）封底（彩色 18, 000 元/页） 

4）插页（彩色 15, 000 元/页） 

三、标准展位图 

 

 

四、有关要求  

会议期间一切活动应与主办方商定再列

入会议日程，会议期间各参展单位不得私自举

行活动以及组织代表进行与学术无关的活动，

不得干扰会议的正常进行。 

五、汇款方式 

赞助/参展费等付款方式： 

（请务必注明：IUPS2022+汇款人姓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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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参加会议公司及企业人员，请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前将参展回执发送给中国生理学会。 

 

联 系 人：李 璐；周语章 

联系电话：010-65278802；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电 子 邮 件 ： lilu@caps-china.org.cn ；

zhouyuzhang@caps-china.org.cn 

 

感谢您对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

大会的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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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报》召开 2021 年度编委会会议 
 

2021 年 12 月 19 日，《生理学报》（下简

称“学报”）2021 年度编委会会议在线上召开。

管又飞、高峰、陆利民、罗自强、阮雄中、王

世强、王韵、郑平、朱进霞等 55 位编委，中

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生命科学信

息中心主任于建荣研究员、中国生理学会理事

长王韵教授、编辑部主任叶维萍副编审和刘方

编辑等出席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是 2019 年新一届编委会成立后

召开的第二次编委会会议，由主编管又飞教授

主持。首先，于建荣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中国

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王韵理事长代

表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分别致辞，她们对学

报在过去两年所取得的快速进步表示热烈祝

贺，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学报办刊。

管又飞主编详细回顾了学报创始人林可胜先

生的生平事迹，指出林可胜先生崇高的精神和

高尚的品德给中国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树立了

一个光辉的榜样，希望各位编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脚踏实地、扎实努力，为我们国家的

发展、民族的复兴和学报的进步不懈地奋斗。

编辑部主任叶维萍向编委会报告了学报

2020~2021 年稿件出版、专辑组织、编辑部工

作、所获成绩和荣誉、及过去两年期刊学术水

平及主要指标的进步，重点介绍了广大编委对

学报的贡献，提出了 2022 年工作计划，并分

析了学报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在此次编委会会议上，管又飞主编为 4 位

对期刊做出突出贡献的编委颁发了 2020~2021

年度“优秀编委”奖。编辑部根据编委在

2020~2021 年度为期刊撰稿、荐稿、组稿和审

稿情况及对期刊的宣传和推介等方面的贡献，

综合评选出了“优秀编委”奖，获奖编委分别

为陆利民、罗自强、阮雄中和张晓燕教授。管

又飞主编代表学报感谢他们为提升期刊质量

和影响力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后，编委们从办刊目标、期刊质量、稿

源组织、国际化路径等多个角度为学报发展提

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最后，管又飞主编作总

结发言，他再次对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研究所、中国生理学会及下属各专业委员会及

全国生理学界师生给予学报的支持表达诚挚

谢意，并表示将与所有编委和编辑部同志们一

起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我国生理科学的进

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生理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

健康研究所和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中英文兼

登的学术刊物，创刊于 1927 年，是我国最早

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之一。学报在

2013~2018 年连续荣获“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

学术期刊”称号，2005~2020 年多次入选“中

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和“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行列，2020~2021 年连续入选《科技期刊世界

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本届编委会集中了

一大批在国际和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

和青年学者，包括众多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国家一级学会主要领导、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和

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级教学成果和优秀教

材获得者等，为学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生理学报》编辑部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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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信号与兴奋收缩耦联在线研讨会 
 

由 Journal of General Physiology 举办，北京大学程和平院士参与组织的钙信号与兴奋

收缩耦联在线研讨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18-19 日在线举行。会议邀请全球生理科学工作者免费

注册参会和投递摘要，欢迎报名参加。更多信息请参看会议网站 https://eccsymposium.conventus.live 

Calcium Signaling and Excitation–Contraction Coupling in Cardiac, 
Skeletal, and Smooth Muscle Symposium 

November 18–19, 2021 
 

This online symposium will highlight recent 

advances in calcium signaling in all types of 

muscle: cardiac, smooth, and skeletal. It is held 

in association with a Special Issue of JGP. It is 

free to all and designed to be truly global with 

two of the four sessions held at times suitable fo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the others suitable 

for the Eastern.Registration is free and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to present posters with prizes to 

be given in a special awards session. 

Organizers: Don Bers, Bob Dirksen, David 

Eisner, Ana María Gómez, Eduardo Ríos, and 

Karin Sipido 

Outline Partial Program: 

Session 1, Calcium homeostasis and sign- 

aling 

Chair: Laszlo Csernoch （Debrecen University）. 

Speakers: Mariana Casas （University of 

Chile）, Beatrix Dienes （Debrecen University）, 

Fujian Lu（Harvard and Peking University）, 

Yong Xiao Wang （Albany Medical College）, 

Susan Treves（University Hospital Basel）, Susan 

Wray（University of Liverpool） 

Session 2,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 coupling machinery and its proteins 

Chair: Montserrat Samsó （Virginia Comm- 

onwealth University）. 

Speakers: Zhiguang Yuchi （Tianjin Univ- 

ersity）, William E. Louch（Oslo University）, 

Oliver Clarke（Columbia University）, Kavita 

Iyer（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Session 3, Excitation-Contraction coupling 

and associated proteins 

Chair: Heping Cheng（Peking University）. 

Speakers: Erick Hernández-Ochoa（Univer- 

sity of Maryland）, Long-Sheng Song （Univer- 

sity of Iowa）, Mark Nelson（University of Verm- 

ont）, Brad Launikoni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Session 4, Muscle diseases and therapy. 

Chair: Nagomi Kurebayashi （ Juntendo 

University）. 

Speakers: Shi-Qiang Wang（Peking Unive- 

rsity）, Toshiko Yamazawa （Jikei University）, 

Angela Dulhunty（The 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 Yuki Katanosaka （Okaya- 

ma University）, Stephen Cann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on B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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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

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97 人，候

补中央委员 151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

的十九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

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

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决议》。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

为繁重艰巨。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推

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

民生保障有效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

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战胜多种严

重自然灾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

大成就。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系列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全会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

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

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

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科技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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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

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

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

程。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全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

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

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

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

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

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党领导人民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成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

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

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

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

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

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

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

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

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

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

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

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

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

的屈辱外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

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

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

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

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

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

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

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

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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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提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

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

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

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

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

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二十一世纪。 

全会提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

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

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

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

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

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强调，在这个时期，党从新的实践和

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

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

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

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

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的飞跃。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

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

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

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

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

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

上了时代。 

全会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成就。 

全会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

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

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

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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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

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

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

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

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

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

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显著增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

造中更加坚强。在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

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

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

力。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

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

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

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

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

精神力量。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

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

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

奇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

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

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

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人民军队坚决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

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

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

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

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

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

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

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

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

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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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

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

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

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全会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意义：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

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

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

变为现实；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

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

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

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

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

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

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百年奋斗

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

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全会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

坚持自我革命。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

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

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

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全会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

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

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

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

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

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

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

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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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难不

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

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

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奋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

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

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来源：新华社 

 

 

 

 

推介张香桐先生的经典译作 

梅镇彤 

 

世界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先生的孙

女张树见赴美留学时，张先生曾用毛笔抄写了

一幅古典名著《朱子家训》送给她。在美国留

学期间树见将这份手写稿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悬挂在卧室的墙壁上。张先生也曾用如《业精

于勤，荒于嬉》等古训教导过我们。本文拟推

介的是张先生的《朱子家训》英文译著。 

正如先生在该译著的序言中所述，在一次

赴美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先生不幸遭遇车祸，

身受重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后，先

生便转到孙女家中休养。那时先生躺在床上每

天睁开眼睛便看到挂在墙上由他自己亲手书

写的《朱子家训》，随之产生了将其翻译成英

文的念头。在之后的养伤康复期间张先生逐字

逐句地进行推敲和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最后终于将《朱子家训》全文译成了英文。译

好后先生又将手稿请其好友，一位美国神经解

剖学教授，进行校对润色。张先生伤病痊愈回

国后，跟我们讲了这段经历，我们无不为之感

动，积极地鼓动他出版这本译著。得到张先生

的同意之后，我们又协助联系了出版社。在

1993年该书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见图1）。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佳作，

也是中外学子们学习中英文的优秀参考读物。

于是便提笔撰写此短文，特此推介。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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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梅镇彤  徐科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离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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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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100 型血压换能器 免定标（-50~300mmHg） 

YP200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YP900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YP100D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 免定标（0~10g、0~30g、0~50g、0~100g）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0~300g、0~500g、0~1000g） 

JZ300 型张力换能器（0~1g、0~2g、0~3g、0~5g） 

XH1000 型等长张力换能器（0~5g、0~10g） 

DZ100 型等张张力换能器（±20mm） 

一维微调器，二维微调器 

记滴换能器 

XJ200 型电子听诊器 

HX100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无源） 

HX102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无源） 

HX103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有源） 

HX101 型 用于兔子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 

HX101 型 用于大、小鼠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 

HX200 型 用于兔子的插管式呼吸流量换能器 

HX400 型 用于人的呼吸功能换能器 

无创血压传感器 

无创血压小鼠尾压脉搏传感器 

无创血压大鼠尾压脉搏传感器 

无创血压小鼠尾压阻断套 

无创血压大鼠尾压阻断套 

MP100 型 人体指脉换能器（捆带式） 

MP100 型 人体指脉换能器（夹子式） 

MP100 型 人体耳夹换能器  

XJ100 型心音换能器 

WP100 型握力换能器 

CW100 型温度换能器 

WS100 型胃肠运动换能器 

XH1000 型足底触痛换能器（0~50g、0~100g）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新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    话：（010）85985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    箱：13701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到⽬前为⽌，成都泰盟公司拥有⾃⼰⽣产产品的100%知识产权及掌握100%核⼼技术，公司已取得专利证
书176项，四川省科技⽀撑计划项⽬2项，成都市科技创新项⽬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登记证书88项。

成都泰盟具备较强的独⽴硬件电路设计，软件开发，机械结构设计⽣产能⼒，已获得 ISO9001质
量/ISO14001环境/OHSAS18001职业健康认证证书等。

 Technology

技术

成都泰盟注册资本2000万，员⼯400余⼈。于2012年初整体迁⼊新办公基地-成都国家级经开区总部经济港，
经营⾯积5千余平⽶；2018年新⽣产基地投⼊使⽤，⾯积4千余平⽶。公司本着锐意创新的精神，把制造⽣理学实
验精品作为公司发展的⽬标。 Development

发展

成都泰盟是国家⾼新技术企业，中国⽣理学会、中国病理⽣理学会机能实验教学⼯作委员会团体会员，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中国⽣理学会企业理事，中国医药产业基地虚拟仿真实验实训中⼼、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
联盟理事单位；⻓期与国内多所著名医学院校，如协和医科⼤学、北京⼤学医学院、清华⼤学、四川⼤学华西医
学中⼼、中南⼤学湘雅医学院、华中科技⼤学同济医学院、中⼭⼤学医学院以及西安交通⼤学医学院等建⽴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公司研制的产品得到丰富的医学专家知识和技术验证。

Strength
实力

成都泰盟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现有专职销售和技术⽀持⼈员50多名，多个代表处和销售⽹点，全⼒
服务于全国各地的⽤⼾，公司每年⾄少协助两个著名医学院校举办⽣物机能实验及产品应⽤技术培训和⽤⼾
经验交流班，充分发挥⽤⼾所购买产品的应⽤潜⼒，提⾼教学和科研⽔平。 Service

服务

⽬前，成都泰盟公司已将其⽣产的上万套BL系列⽣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医学虚拟仿真及教学软件等产品
销售到全国34个省、⾃治区、直辖市，港、澳、台特别⾏政区以及澳⼤利亚等海外市场的上千所医学院校、科研
机构和制药⼚等，并积极致⼒于开拓海外市场，创造了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Achievement

业绩

成 都 泰 盟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科学技术在⻜速发展，与之对应的是新的先进教学技术的不断涌现。为提⾼实验教学的效率，实验设备的信息化、集成化、⽹络化的发展
已是必然趋势，公司的实验室完整解决⽅案为学校提供专业的⼀站式服务，⾼效地解决实验室建设⼀系列问题；另⼀⽅⾯，虚拟仿真技术在实
验教学上应⽤越来越⼴泛，公司从2007年开始布局虚拟教学系统，⽬前，虚拟管理系统、虚拟课件、VR等都已成熟应⽤，满⾜⼴⼤院校建设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迫切需求。

公司秉承诚信、协作、创新、卓越的⽂化理念，将尽最⼤努⼒为⼴⼤新⽼合作伙伴更好的服务，为促进⽣命科学的发展贡献⼒量！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1998年推出国内第⼀套基于Windows的⽣物信号采集系统以来，⼀直致⼒于⽣命科学教学科研系统的软硬件
研发。22年来，成都泰盟深耕医学教学领域，通过不断的微创新，提升医学实验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帮助学校培养⼀批⼜⼀批各类医学⼈才。我
们怀着对⽣命科学的敬畏之⼼，以严谨的⼯作态度，通过不断的努⼒，为⽣命科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

生产基地总部 研发中心

成
都

泰
盟

软
件

官
⽅
微
信
公
众
号

林经理�15928446518（⿊⻰江、吉林、辽宁）������������������������������������宋经理�18628162728（⽢肃、河南、宁夏、⻘海、陕西、新疆）��

王经理�13980518793（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伍经理�13880929452（内蒙古、⼭东、天津）������������

冯经理�13980571836（⼴东、⼴西、湖北、湖南、海南、⾹港、澳⻔）������李经理�13880631085（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

⻢经理�18613207675（河北、⼭西、北京�）���������������������������������������倪经理�15108475294（安徽、江苏、上海�）��������������



⼈体⽣理实验⼈体⽣理实验⼈体⽣理实验
系统完整的实验模块
创新的连续⾎压测量技术
“虚实联动”开启新的实验思路
更多···

四位⼀体的智慧化教学⼿段�����������������������基础与临床的早期结合���������������������������������虚拟与实体实验的有机融合

实验室管理的信息化�������������������������������������创新的教学⼿段与管理模式�����������������������完整的实验教学⼤数据应⽤

“四位⼀体”智慧化机能实验室解决⽅案

动物机能实验动物机能实验动物机能实验

智能化 信息化

集成化 ⽹络化

智能化集中控制
⾃动形成性评价
简洁界⾯
50＋实验项⽬
⼤量专业数据分析
完整的实验设备
更多···

智慧化平台

丰富的虚拟医学资源
⽀持⼿机、电脑等多终端访问
XR沉浸式教学
VSP-100虚拟标准化病⼈
更多···

医学虚拟实验医学虚拟实验医学虚拟实验

实验过程的⾃动跟踪和管理

实验教学⼤数据应⽤

实验室安全

扫 码 了 解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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