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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85周年之际，学会编辑出版了以时任理事长王晓民教授为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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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治平教授小传 

 
沈治平教授是我

国营养科学界德高望

重的著名营养专家，

早年曾主修食品科学

和生物化学，1950 年

从美国回国后开始从

事营养学研究工作。

他研究涉猎广泛、造

诣深远，是我国在科

学领域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都有成就的营养

科学家。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历程里，沈老堪

称持之以恒，痴心不变；在长期的营养学研究

实践中，无论是开展食物营养成分分析、城乡

居民营养调查、营养缺乏病防治措施以及进行

营养素代谢实验，他都能立足于国情，紧密结

合中国居民的膳食特点，获得真正有利于解决

民众营养问题的科研成果；他培养的学生和科

技人员，分布于中国营养学界的不同岗位，大

多已经成为业务骨干或学科带头人，思想传承

后继有人。 

沈治平教授早期研究食物营养成分工作，

曾第一个发现我国传统发酵豆制品中都含有

程度不等的维生素 B12，证明植物类食品经发

酵后，可以成为维生素 B12 的来源。这个发现

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因为食物品种不足

所引起的维生素 B 类缺乏问题。癞皮病也是我

国南疆等地常见的维生素缺乏病，严重影响着

人民健康。沈治平教授的研究证明，在玉米粉

中加入一定量碳酸氢钠，烹制成熟食后，玉米

中“结合型”烟酸即可转变为“游离型”，可

大大提高人体利用率，这个简单办法有着预防

癞皮病的良好效果。他参与并指导了中国预防

医学科学院营卫所组织的研究和编制《食物成

分表》工作，这些数据成为科学、教学必备的

基础数据，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沈治平教授并非为仅忙于研究的书房学

者，而是与国家民族血肉相连的科学家，他致

力于用自己的学识解决新中国的实际问题，致

力于用营养学推动中国百姓健康改善和服务。

1978 年，在中国生理科学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上，

沈治平第一次在营养组宣读了他的观点“从营

养学观点谈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强调了

营养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国膳食

结构应遵循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充分利用大豆

蛋白质等的改进建议。这个发言不但引导了我

国近几十年的膳食结构的发展方向，而且大大

推动了我国对大豆的应用和发展。随后，在国

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

同召开的“我国粮食及经济作物的发展研究”

会议上，沈治平教授的报告“我国人民膳食构

成现状及发展需要的预测”被列为重要研究成

果，并作为主要研究成员之一，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随后，沈治平教授在《百科知识》

杂志发表题为《从营养学观点谈改进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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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成为大众广泛认知的科学家。 

沈治平教授是博学多才的研究者。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由于农药残留量和检验技术问题，

我国在食品进出口方面蒙受重大损失。作为国

家队，当时的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决定开辟

农药残留研究。沈治平教授作为食物分析负责

人，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并亲临实验解决技术

问题。例如，在他的带领下，在较短时间内研

制成“硅镁吸附剂”，一种农药残留测定必需

的吸附剂，填补了国内空白；建立了食物中有

机氯农药残留及其毒性测定的研究方法，该项

研究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沈治平教授一生追求营养科学事业，追求

进步民主，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支社主委，在任期间组织蓬勃发展。

 
 

 

 

南昌大学医学部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系简介 

 

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医学部）的前身是

创办于1921年的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1952

年改名为江西省医学院。1953 年更名为江西医

学院。1958 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医学

校合并，仍称江西医学院。1969 年，与江西中

医学院合并，成立江西医科大学。1972 年 11

月与江西中医学院分设，复名为江西医学院。

2005 年 8 月，与南昌大学合并，冠名为南昌大

学医学院。2014 年，学院对内冠名为南昌大学

医学部，对外冠名为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办

学一百年来，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医学部）

秉承“德高医精”的办学精神，发扬“严谨、

勤奋、团结、创新”的院风，为国家培养了大

批优秀医学人才，在海内外建功立业，涌现出

了赵白鸽、饶毅、丁健、梅林等一批杰出校友。 

南昌大学医学部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系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教研团队。在

建校之初，学校就开设有《生理学》课程，并

成立了生理学教研室，2005 年改为生理与神经

生物学系。从 1958 年至今为止，生理学教研

室主任由雷震教授、吴忠华教授、刘汉清教授、

方廉教授、徐斯凡教授、邹挺教授、王晶磊教

授、况海斌教授、陈加祥教授和杨蓓副教授先

后担任。在老一辈生理人带领和共同努力下，

生理学教研室老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

自主动手改进教学设备，并相继在科研领域开

拓了神经、生殖内分泌及呼吸方向，为后期生

理与神经生物学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系更是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1984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4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 年获得江

西省高等学校“十一五”重点学科和江西省第

二批示范性硕士点。2015 年，生理学科带头人

梁尚栋教授和郑月慧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分别

组建了江西省自主神经功能与疾病重点实验

室和江西省生殖生理与病理重点实验室。目前，

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系有专任教师 17 人，外聘

客座教授 2 人；专任教师中，博士生导师 10

人，硕士生导师 16 人；教授 11 人（二级教授

4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2 人；具有博士学

历 15 人，有海外留学经历 10 人。其中获得江

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 2 人，江

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7 人，江西省主要学

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人选 3 人，江西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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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人，江西省高校中

青年骨干教师 2 人，江西省杰出青年科学家 6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赣江特聘教授 5 人，

赣江青年学者 7 人。在科研方面，自 2016 年

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共计28项，

发表研究论文 142 篇（其中 SCI 杂志收录 131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并有《颈部交

感神经节 P2X 信号介导心肌缺血引发交感兴

奋反应及其调节》、《胚胎植入的母胎界面调

节及免疫豁免的分子基础》和《TRPV1 的心

血管保护作用和机制研究》等 3 项成果获得江

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教学方面，生理与

神经生物学系承担了留学生《生理学》和《神

经生物学》的全英文教学，本科生《生理学》、

《麻醉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双语教学，

硕士研究生《高级生理学》、《细胞培养与胚

胎工程》和《神经生物学》以及博士研究生的

《神经精神疾病研究前沿》和《细胞信号转导

与疾病》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获得江西省高

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5 项，江西省高校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生理

与神经生物学系一直以来积极与国内高校开

展科研合作及学术交流，并于 2009 年聘请复

旦大学著名生理学家杨雄里院士为本校双聘

院士及江西省自主神经功能与疾病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系也积

极与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及学

术交流，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

耶鲁大学医学院、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院、

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奥

地利医科大学神经生理和药理实验室、日本佐

贺大学医学院生理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

和韩国首尔大学神经生理学系等。 

初心不忘，继往开来，南昌大学医学部生

理与神经生物学系必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教师

们的努力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奋进，为祖国的教

育和科研事业添砖加瓦。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梁尚栋，男，1957 年生，博士，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和江西省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 ”

人选、江西省百千百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

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际脑研究组织会员、江

西省生理科学会理事长、江西省神经科学学会

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外周神经生理学和神经

药理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教

育部项目 1 项，合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国际合作项 1 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研究

论文 13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杂志 70 余篇）。

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2 项（均

为第一完成人）。目前为 Brain Res Bull SCI

杂志编委。主编出版专著《嘌呤能信号转导的

功能与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1

部。主编教材 3 部。 

郑莉萍，女，1975 年生，博士，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兼

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临床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临床实践教学分委会）委员、教育部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工作组

成员、高等学校基础医学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工

作组副组长、江西省整合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

常务理事、江西省生殖生理与病理重点实验室

主任等职务。曾入选教育部万名优秀创新创业

导师库、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

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人选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级以上教

改课题 8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授权国家专

利 3 项，编写出版教材（论著）8 部。获教育

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与团队（负责

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负责人）、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负责人）、宝钢全国优

秀教师奖、全国高校微课大赛（医学组）二等

奖、中国大学 MOOC 优秀教师奖、首批江西

省普通本科高校金牌教授、江西省高水平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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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江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4 项、江西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陈加祥，男，1978 年生，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江西省主要学科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人选、江西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青年科学家、赣江特

聘教授。中国动物学会细胞与分子显微技术学

分会委员、江西省整合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研究方向为

生殖药理与毒理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5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江西省高等学校科技

成果奖二等奖 1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ell Death Dis、Environ Pollut、Ecotoxicol 

Environ Saf、Pharmacol Res、Toxicology、Int J 

Mol Sci 和 Reproduction 等细胞生物学、生殖

生物学、药理学和毒理学领域较权威的 SCI 杂

志上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一区和二区论

文 13 篇，高被引论文 1 篇）。副主编和参编

《生理学》教材 4 部。现已为药理学和毒理学

等领域里权威杂志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

Chemospher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等 40 余个 SCI 杂志的审稿人。 

况海斌，男，1972 年生，博士，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江西省“赣鄱

英才555工程” 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人选、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赣江特聘教授。主要的研究方

向为妊娠生理与病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7 项，参与 973 项目 1 项。2013 年获江西

省科学技术自然奖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一），

第五届江西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

（排名第一）。2011 年获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妇产科学）、获江西省高等学校科技成

果二等奖（排名第一）和“十一五”全国人口

和计划生育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排名第六）。 

高云，女，1973 年生，博士，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与

神经生物学系副主任。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人选、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

西省青年科学家、赣江特聘教授。中国生理学

会理事、中国生理学会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江西省生理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江西省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评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疼痛和糖尿病

并发症的分子机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5 项。获得 2 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

项排名第二，1 项排名第四），1 项江西省自

然科学奖三等奖（排名第二），2 项江西省高

校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1 项江西省高

校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余篇，核心刊物

论文 20 余篇。以副主编和编委的身份编写《生

理学》等教材专著 4 部。现为神经生物学和糖

尿 病 领 域 Frontiers 系 列 、 Molecular 

Neurobiology、Brain Research、Brain Research 

Bulletin、Scientific Reports、Purinergic signalling、

Diabetes and Metabolism 等多个 SCI 杂志的审

稿人。 

王晶磊，女，1962 年生，硕士，教授，硕

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与神

经生物学系副主任。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生殖领

域的科研工作 30 余年。近年来主要从事环境

因素对生殖功能的影响及调控机理的研究，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省科技厅、教

育厅和卫生厅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在国内外

杂志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0 余

篇）。主编和副主编教材 4 部。 

李桂林，女，1972 年生，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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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青年科学家、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

师、赣江特聘教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

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病与微循环委员会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西

省生理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神经科学学

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长非编码 RNA 和天然

药物单体在嘌呤受体介导的神经病理痛、糖尿

病并发神经病变等的作用及机制研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江西省重点研发计

划一般项目 1 项；主持完成江西省科技厅、教

育厅和卫生厅等课题多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2 项（第 2，3 获奖人），江西省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第 2 获奖人），发表论

文 100 余篇，已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1 项。 

魏洁，女，1978 年生，博士，教授，硕士

生导师。江西省生理科学会常务理事，赣江青

年学者。研究方向为多肽药物化学以及药理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课题 3 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研究

论文 2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杂志 10 多篇）。

目前为 Peptides, pain relief, General Medicine: 

Open Access 等国际杂志的审稿人。 

罗丹，女，1979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学一

年进修生物工程材料专业。南昌大学“三百人

才工程”香樟英才获得者，江西省生理学会理

事，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

会委员，江西省第七届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辣椒素受体（TRPV1）对心血

管及干细胞功能的调控作用，及以 TRPV1 为

靶点的辣椒素和吴茱萸次碱等天然药物有效

成分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老化

及干细胞衰老的保护作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3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江西省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1 项，参编《心血管药理学》《肺血

管病学》等国家级专著和教材。 

徐宏，女，1978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

杰出青年人才资助人选、南昌大学“215 人才

工程”及“三百工程”人选。研究方向为代谢

性疾病发病机理及防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3 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发表

SCI 收录杂志 30 余篇。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届全国

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最佳表达奖。 

张大雷，男，1979 年生，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江西省生理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

生殖生理与病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江西省教改课题 1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

副主编教材 2 部。 

杨建华，男，1974 年生，博士（毕业于韩

国首尔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际脑研究组织会员、中国生理学会会员、江

西省生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神经生理学和药

理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国内外专业

杂志发表论文 10 余篇。 

杨蓓，男，1980 年生，博士，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

研室主任。中国生理学会会员、江西省生理学

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生殖生理学。主持江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7 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发表研

究论文 4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杂志 32 余篇）。

副主编和参编教材 3 部。 

刘双梅，女，1983 年生，博士，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现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

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中国神经

科学学会会员、江西省生理科学会理事。赣江

青年学。主要从事神经生理与神经药理研究，

研究方向为嘌呤受体在痛觉信号传递及自主

神经病变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共 3 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等项目 2 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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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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感知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 

杨仕隆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哈尔滨，150040 

 

一、作者介绍 

杨仕隆，东北林

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

然保护地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动物生存适

应相关的生理生化策

略和生理生态学机制，

并同时发掘和改造新型蛋白质机器。代表作发

表于《PNAS》、《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Current Biology》、

《Advanced Science》、《PLoS Biology》等杂

志。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 项、应

急管理项目 1 项，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1 项，获得 2017 年中国科学院“百篇优

秀博士论文奖”，2019 年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

奖（排名第二）、2020 年国家林草局青年拔尖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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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2021 年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全国青

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二等奖等奖项。目前担

任中国毒理学会生物毒素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秘书长，中国神经生物学会离子通

道与受体分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

物分会委员。 

二、工作介绍 

响应温度的变化是所有动物最基本的功

能之一，是进行生理调节和行为调节的先决条

件。作为动物界中最高等的脊椎动物亚门，它

们响应温度变化的适应性策略对动物多样性

形成至关重要。因此，在脊椎动物亚门的尺度

上定义温度敏感分子元件的温度敏感特性、识

别调控这些元件温度敏感特性的功能域、揭示

这些功能域在脊椎动物中的功能多样性，是理

解动物适应性进化及多样性格局形成原理的

关键科学问题。 

近年来，我们分别从虚拟温度信号和生境

温度信号两方面对动物响应温度信号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探索：(1)产毒动物的毒液成分(Nat 

Commun, 2015, Sci Adv, 2017)与植物中辛辣

化合物（PNAS 2020b; PLoS Biol, 2018; Nat 

Commun 2020）通过调控温度敏感受体，“伪

造”了温度信号并实施防御策略。并以此为基

础，发现了大量先导药物分子（PNAS, 2018; 

Sci Adv 2020; PNAS 2013; Natl Sci Rev 2019）；

(2)动物通过调控自身温度敏感受体的关键功

能域，实现对温度敏感受体的功能调节来参与

对生境温度的适应。譬如，系统地揭示了爬行

动物胚胎行为热调节的分子基础(Curr Biol, 

2021)。申请人领导的研究团队还发现，TRPV1

外孔区相关氨基酸位点可通过调控 TRPV1 外

孔区的构象，共同决定物种特异性 TRPV1 的

热激活阈值，提出了位于 TRPV1 外孔区的构

象特征具有动物适应性进化重要意义的观点(J 

Biol Chem, 2020)。同时，揭示了 TRPV1 热失

活的结构功能基础，阐明了 TRPV1 热失活对

哺乳动物高温耐受的关键作用(Nat Commun, 

2019)。此外，在微观层面上提出了哺乳动物

TRPM8 感受低温的生物物理机制，深化了动

物生境温度适应在原子及分子尺度上的理解

(PNAS, 2020a)。 

上述成果从分子、个体和种群三个层面推

动了我们对动物生境温度适应策略以及虚拟

温度信号机理的认识，同时也发掘和改造了一

系列先导药物分子。 

推荐论文 1：TRPM8 对低温的感受机制

以及动物对环境温度的适应机制 

Yang S1, Lu X1, Wang Y1, Xu L1, Chen X, 

Yang F*, Lai R*., A paradigm of thermal 

adaptation in penguins and elephants by tuning 

cold activation in TRPM8.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17,8633-8638 (2020). 

摘要：对分布在不同栖息环境下的脊椎动

物的 TRPM8 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研究。

我们首先观察到，TRPM8 通道的冷敏感性在

南极洲的帝企鹅与非洲大陆的非洲象之间存

在重大差异，即帝企鹅的 TRPM8 冷敏感性性

显著低于非洲象。基于这一现象，我们发现，

突变位于该通道孔区的919位点可以在这两个

物种的 TRPM8 通道上实现冷敏感性的可逆调

控。通过荧光非天然氨基酸 ANAP 成像与蛋白

质三维结构计算建模的整合运用，该研究进一

步发现，低温能引起 TRPM8 通道孔区中数个

关键氨基酸的侧链发生从包埋状态到水环境

暴露状态的动态构象变化，而通过改变这些氨

基酸的侧链疏水性可以特异地调控通道冷敏

感性的强弱：增大侧链疏水性，则提高该通道

的冷敏感性。 

基于上述实验观察，我们提出了在微观层

面 TRPM8 感受低温的生物物理机制：常温时，

位于 TRPM8 通道的孔区中存在的数个关键氨

基酸，其侧链随机发生着在包埋/暴露两种状

态之间的动态变化；当温度降低时，围绕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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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氨基酸侧链外围的水分子热运动降低，能

更稳定地形成水化笼并稳定关键氨基酸侧链

的暴露状态构象，进而使得该通道蛋白的动态

构象平衡偏向激活状态。 

当我们把冷敏感性低的帝企鹅 TRPM8 通

道敲入原本冷敏感性较高的小鼠后，敲入小鼠

不仅更偏好低温环境，并且提高了小鼠对低温

的耐受程度。因此，对 TRPM8 通道冷敏感性

的调控可以影响动物对环境温度的适应。我们

还发现，生活在寒冷环境中的动物如帝企鹅、

藏羚羊和牦牛，其 TRPM8 孔区的氨基酸的整

体疏水性偏小；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动物如

非洲象、跳鼠和双峰骆驼，其 TRPM8 孔区的

氨基酸的整体疏水性偏大。因此，基于对

TRPM8 冷敏感性的生物物理机制、转基因小

鼠行为和 TRPM8 孔区整体疏水性的一系列探

索，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动物对环境温度的适应

机制：在物种的进化适应过程中，它们通过调

整 TRPM8 孔区的氨基酸的整体疏水性来调控

TRPM8 冷敏感性，从而在功能层面上获得具

有物种特异性的 TRPM8 受体，进而辅助这些

物种更好地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温度。 

推荐论文 2：哺乳动物温度感知元件TRPV1

的热失活分子机制 

Luo L1, Wang Y1, Li B1, Xu L, Kamau PM, 

Zheng J, Yang F*, Yang S*, Lai R*., Molecular 

basis for heat desensitization of TRPV1 ion 

channels. Nat Commun 10,2134 (2019). 

摘要：基于物种进化分析和功能研究，我

们获得了仅发生热激活而不发生热失活的鸭

嘴兽 TRPV1。借助通道的嵌合体构建、非天

然氨基酸标记、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和变构构象

模拟等技术，我们发现 TRPV1 发生热失活依

赖于胞内 N-端和 C-端相互作用，进而带动孔

区变构并关闭。而鸭嘴兽的 TRPV1 不具有热

失活的特性，因此不具有这一变构过程。为探

索 TRPV1 热失活的生物学意义，我们构建了

鸭嘴兽 trpv1（p-trpv1）转基因敲入小鼠。我

们发现，野生型小鼠比 p-trpv1 小鼠更加耐受

长时程热刺激，p-trpv1 小鼠通过持续的行走来

规避热板的刺激。不仅如此，长时程的热板刺

激灼伤 p-trpv1 小鼠足底，但对野生型小鼠并

无显著影响。 

该研究揭示了 TRPV1 通道的热失活分子

机制及其在哺乳动物进化中的重要生物学意

义。该研究表明了 TRPV1 的热失活对于高等

哺乳动物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高温保护机

制。鸭嘴兽作为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其

TRPV1 尚未进化出高温介导的“激活-失活”

平衡机制。因此鸭嘴兽对高于 25 摄氏度的环

境极其敏感，难以适应其分布地区较高的陆地

生存环境。 

推荐论文 3：爬行动物胚胎感温的分子机制 

Ye Y-Z1, Zhang H1, Li J1, Lai R*, Yang S*, 

Du W-G*., Molecular Sensors for Temperature 

Detection during Behavioral Thermoregulation 

in Turtle Embryos. Curr Biol. 31(14):2995-3003. 

e4. (2021). 

摘要：受和应对环境温度变化虽是每种动

物必备的能力，但内温动物（恒温动物）能够

通过高效的生理产热或散热维持相对恒定的

体温，外温动物则不具备高效的产热机能，需

要通过行为来与外界进行热量交换以保持适

宜的体温（譬如龟鳖寻找直射阳光进行“晒背”，

沙漠蜥蜴用腹部贴紧阴凉中的石头进行散热），

亦称“行为热调节”。有趣的是，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杜卫国团队的前期研究发现，这种

行为热调节并非只存在于爬行动物成体中，即

使是卵内的爬行动物早期胚胎也能够在局限

的空间中精确辨识“温和热刺激”和“损伤性

热刺激”，通过胚胎在卵中的位移而保持胚胎

处于适宜的温度，该现象被称为胚胎行为热调

节（Du et al., PNAS 2011）。同时，该团队还

发现胚胎行为热调节能够缓冲全球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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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群性比的影响（Ye et al., Curr Biol 2019）。

但是，早期胚胎如何精确辨识卵内不同温度区

域仍是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在本研究中，我们揭示了爬行动物胚胎行

为热调节的分子基础。通过行为学、分子生物

学、激光瞬时温控、电生理和药理学等整合生

物学研究手段，研究人员发现 TRPA1 和

TRPV1 是胚胎行为热调节过程中感知温度变

化的关键离子通道。TRPA1 用于感受温和热

刺激(28-32℃)并帮助乌龟胚胎向热源移动，而

当温度进入伤害性热刺激范围时（>32℃），

TRPV1 激活并帮助乌龟胚胎远离热源。因此，

在胚胎行为热调节中，TRPA1 和 TRPV1 形成

了一个无缝连接的生理分子温度计用于检测

卵内的不同温度区域并调整胚胎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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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ps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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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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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202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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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2000 CNY2400 CNY2700 

学生代表参会 CNY1000 CNY1400 CNY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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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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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May 7-11, 2022 

 

CALL FOR ABSTRACT  

 

February 18th 2022 

 

Dear Physiologist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2022) will be held 

from May 7 to 11th, 2022, host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Due to the ongoing pandemic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health of our speakers and attendees, IUPS and 

CAPS have decided to organize a completely 

virtual meeting after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o make the online Congress participant 

friendly, we have made adjustments to daily 

schedules to accommod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attende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zones. The latest time schedule of the Congress 

will begin from 15:00 to 22:00 PM (Beijing Time) 

by offering many outstanding lectures and 

symposia. To give attendees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opportunities to choose the programs they may 

wish to participate in, we have added one satellite 

symposium and two teaching workshops. The IUPS 

Pre-congress Teaching Forum and Workshop will 

be held on March 26th, 2022, followed by the full 

day’s Satellite Symposium on May 6th, 2022, and 

the IUPS Post-congress Teaching Workshop and 

Symposium from May 12th to 13th, 2022.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these pre- and post-congress events 

please go to the Congress website 

(http://www.iups2022.com/). 

We invite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to submit 

abstracts for the Congress, and choose the 

presentation types as you prefer. The guidelines for 

abstract submissions are presented below. All 

abstracts are to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Congress 

Website before February 28th, 2022. To encourage 

students and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s, IUPS offers 

many virtual travel awards to apply. All 

submission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IUPS in March 2022,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Poster, Young 

Physiologist Symposium, and the travel award 

attendees will be made before April 2022. 

Questions or quires related to the abstract 

submission can be directly to Ms. Qu Chen 

(iups2022@chinastargroup.com) or Dr. Elise Mei 

(meizhu@caps-china.org.c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Sincerely yours, 

   

Xiao-Min Wang           Yun Wang  

Presidents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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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mission Guidelines 

 

1.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online system before February 28th 2022 

(The Post-Congress Teaching Workshop is 

excluded, TBA). 

2. All abstracts must be submitted in English. 

3.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no more than 400 words. 

4. You must select a category for the abstract. The 

optional categories are as follows: 

I. Locomotion/Muscle 

II. Heart and Circulation 

III. Respiration 

IV. Endocrin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V. Neurobiology 

VI. Secretion and Absorption (GI, Kidney) 

VII. Molecular and Cellular 

VIII. Comparative: Evolution,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IX. Genomics and Biodiversity 

X. Physiome/Mathematical modeling 

XI. Education 

XII. Ethics Miscellaneous 

5. Young Physiologist Symposia are organized for 

young researchers, includ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s (post-doctoral 

fellows, research associates, assistant professors 

or equivalent), who intend to orally present their 

latest research highlights in the Congress. For 

authors who wish to submit their abstracts to the 

Young Physiologist Symposium, please select 

the “Young Physiologist Symposium” option 

under the heading “Preferred Presentation Type”. 

Your abstract will then be considered for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Young Physiologist 

Symposium. Due to limited time slots, 

unsuccessful ones will be re-directed as Poster 

Presentation. You will be informed in due 

course on the outcome. 

6. For submitting abstracts to the Post-Congress 

Teaching Workshop, please go to the website 

for the detailed program and the major topics to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workshop proposals are 

listed as below: 

Major Topics to call for abstracts - poster 

presentation: 

a)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Post- 

COVID 

b) Student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c)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small group 

teaching 

d) Online lab sessions 

e) Miscellaneous 

Major Topics to call for workshop proposals: 

a) Empathy teaching strategy through physiology 

education 

b) Effective role play scenario 

c) Curriculum design of physiology education in 

post-COVID era 

d) Hybrid laboratory experience strategy 

e) Improvisation 

7. Abbreviations should only be used for common 

terms. For uncommon terms the abbreviation 

should be given in brackets after the first full 

use of the word. 

8. Refer to the other instructions on the online 

abstract submission page, please go to: 

https://www.iups2022.com/pages/scientific-info

/call-for-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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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2022） 卫星会通知 

 

由中国生理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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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于会前增设卫星会。 

此次线上卫星会将汇集生理学的前沿研

究和进展。在此我们诚邀中国生理学会会员，

世界各地生理学工作者参与此次相关的学术

活动，共同 

探讨生理学领域的发展与未来！ 

一、卫星会 

1. 时间：2022 年 5 月 6 日； 

2. 主题：“神经内分泌学和内分泌学进展”、

“人类间质液循环网络”和“内皮激活与动 脉

粥样硬化”； 

3. 会议形式及语言：线上英文直播； 

4. 日程安排：请点此参见会议网页 ht 

tps ://www. iups202 2.com/ pa ge s/scie nt if ic- 

inf o/satell it e - meeting。 

二、卫星会注册费收费标准 

1. 单独注册卫星会：一般代表：500 元/

人；学生代表：300 元/人。 

2. 同时注册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

大会（IUPS2022），卫星会可享受优惠价格： 

一般代表：300 元/人；学生代表：200 元/人。 

3. 采用网上注册，具体事宜请点此参见会

议网页。 

https://www.iups202 2.com/pa ge s/sc ient 

if ic- info/sate llite- meeting 

三、会务组联系方式如下：  

会议咨询：iups2022@chinastargroup.com 

  

缴费开票： 

杨敬修，yangjingxiu@caps-china.org.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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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2022） 

会前及会后线上教学工作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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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会前和会后增

设两个 IUPS & ADINtruments 2022 线上教学工

作坊。 

此次线上教学工作坊将汇集国内外著名

生理学教学方面的专家，通过大会报告、专题

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探寻与生理学教学相关的

当前教育问题。 

在此我们诚邀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世界各

地生理学工作者参与此次相关的学术活动，共

同 推进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会前教学工作坊 

1. 时间：2022 年 3 月 26 日； 

2. 主题：生理学教学方法与实验技术； 

3. 会议形式及语言：在线中英文双语研讨

会； 

4. 日程安排：请点此参见会议网页。 

https://www.iups2022.com/pages/scientific-

info/teaching-workshops/workshops-information 

二、会后教学工作坊 

1. 时间：2022 年 5 月 12 日-13 日； 

2. 主题：后新冠肺炎时代的成功教学策略； 

3. 会议形式及语言：在线英语研讨； 

4. 日程安排：请点此参见会议网页。 

https://www.iups2022.com/pages/scientific-

info/teaching-workshops/workshops-information 

三、工作坊注册费收费标准 

1. 单独注册会前及会后教学工作坊：人民

币 1200 元/人； 

2. 同时注册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

大会（IUPS2022），工作坊可享受优惠价格：

人民币 600 元/人； 

3. 采用网上注册，具体事宜请点此参见会

议网页。 

https://www.iups2022.com/pages/scientific-

info/teaching-workshops/workshops-information 

四、会务组联系方式如下： 

会议咨询：iups2022@chinastargroup.com  

缴费开票： 

杨敬修，yangjingxiu@caps-china.org.cn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15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第  39 届  IUPS 

大会之会前教学

论 坛 与 工 作 坊 

——“生理学教学

方法与实验技术” 

提升全球生理学教育家及

教学工作者的教学能力 
3 月 26 日 150 线上 梅竹 meizhu@caps-china.org.cn 

2 
教育信息化技术

分享系列活动 

通过在线方式，组织学会

的专家，向全国医教工作

者普及信息化技术和应用

经验 

3 月-12 月 3000 线上 高俊辉
18917198956/54323184 

@qq.com 

3 

“疼痛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进展”前沿

讨论会 

会议将聚焦疼痛的基础与

临床研究进展，邀请疼痛

研究领域的基础和临床著

名专家，共同研讨疼痛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最新进

展。 

4 月 

10-12 日 
100 深圳 黄静

18700587115 

hjhb1220@163.com 

4 

第十三届海峡两

岸心血管科学研

讨会 

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

港两岸三地心血管生理、

病理生理、药理学及心血

管临床专家就心血管最近

进展进行交流 

4 月 

22-25 日 
400 泸州 谭晓秋

13982765332/tanxiaoqiu@

swmu.edu.cn 

5 
“ 磁生物学与健

康”小型会议 

与中科院强磁中心组织召

开“磁生物学与健康”小型

会议 

4 月 

27-29 日 
50 安吉 谭晓秋

13982765332/tanxiaoqiu@

swmu.edu.cn 

6 
肾脏专业委员会

年度委员会议 

讨论委员会重大工作事

宜，讨论 2022 年会的具体

组织与安排. 

4 月 50-60 待定
郝传明

陆利民

13501639098 

18516078948 

7 
生理教学东西部

联动计划 

响应国家慕课西行计划，

安排针对发达地区高校和

西部高校的联合教学示

范，实现远程实验、远程

理论，远程互动 

4 月 600 线上 张枫
15996302712/syzhangf@1

26.com 

学会活动 



 

 16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8 

第  39 届国际生

理科学联合会大

会  

分享了现代生理学领域的

最新发现与进展，拓展将

生理学原理转化为提高健

康水平工具的新方向  

5 月 

7-11 日 
2000 线上 

学会

办公室
010-65278802 

9 

IUPS 大会期间进

行本业委员会的

小组研讨会 

比较生理学进展及发展方

向研讨 

5 月 

7-11 日 
20 线上 陈强

13919423559 

chenq@lzu.edu.cn 

10 

IUPS-消化与营养

专业委员会组织

symposium 

2022IUPS- 消 化 论 坛

“Trends in Enteric 

Neuroscience and 

Mucosal Physiology” 

5 月 

7-11 日 
100 北京 朱进霞

136932799817/zhu_jx@cc

mu.edu.cn 

11 
比较生理学分会

场 
学术报告和讨论 

5 月 

7-11 日 
50 线上 陈强

13919423559 

chenq@lzu.edu.cn 

12 

第  39 届  IUPS 

大会后置教学论

坛 与 工 作 坊

——“后新  冠肺

炎疫情时代成功

教学策略”  

以“后新冠 肺炎时代成功

教学策略”为主题，通过全

球在线形式召开  

5 月  

12-13 日 
100 线上 梅竹 meizhu@caps-china.org.cn 

13 

自主神经分会学

术会议“大脑和外

周器官之间的功

能交互”论坛 

开展专委会学术年会交

流，为从事“大脑与外周器

官之间的功能交互”的基

础、临床与开发人员展示

最新研究发现 

5 月 21 日 10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14 
第三十九届国际

生理学学术大会 

肾脏生理专题：Tubular 

Transportom and Kidney 

Function 

5 月 200 北京

阮雄中

管又飞

陆利民

 15823283175 

13910513154 

18516078948 

15 
2022 整合生理学

学术研讨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学会委

员为主体，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旨在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多学科间、基础研究

与转化研究的整合 

5 月 50-100 上海 张晓燕
13823697852 

wserien@163.com 

16 

第五届白血病干

细胞与微环境论

坛暨白血病耐药

复发研讨会 

邀请本领域专家学者围绕

白血病干细胞与微环境论

坛暨白血病耐药复发主题

进行报告和交流 

8 月 50-100 武汉 刘凌波 liulingbo@hust.edu.cn 

17 
干细胞生理学专

委会年会 
干细胞生理学专委会年会 8 月 50 南宁 谭国鹤

13878878025 

tanguohe@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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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8 

医学教育信息化

论坛暨教育信息

化专委会第二次

学术会议 

围绕医学教育信息化热

点，组织专家进行交流，

向全国医学教育工作者传

递教育信息化的最新理念

和方法 

8 月 200 南京 王觉进
13675186025/juejinwang

@njmu.edu.cn 

19 
肾脏专业委员会

2022 年会 

组织特邀报告，专题报告

和青年论坛，讨论肾脏基

础研究与临床的前沿问题 

9 月或 10 月
200-30

0 
待定

郝传明

陆利民

13501639098 

18516078948 

20 
肾脏专业委员会

空中论坛 

邀请肾脏领域内，领域外

专家介绍科研前沿及进展 
每月一次

100-20

0 
线上

郝传明

陆利民

阮雄中

13501639098 

18516078948 

15823283175 

21 
造血干细胞生物

学和转化研究会 

邀请本领域专家学者研讨

造血干细胞扩增和基因修

饰技术体系领域研究进展 

待定 200 上海 诸江
13482432926 

zhujiang@shsmu.edu.cn 

22 

第十届全国呼吸

系统重大疾病转

化医学学术论坛 

以特邀报告、专题报告、

青年论坛及墙报等形式展

示呼吸领域基础与临床研

究进展，促进基础与临床

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待定 200 上海 向阳
13973138943 

xyww4595@163.com 

23 
第六次全国基质

生物学学术会议 

会议将从多个角度讨论基

质微环境与发育、干细胞

分化、组织工程、跨膜信

号传导、生物力学特点及

与肿瘤、骨关节、心血管

等多种疾病的关系 

待定 200 厦门 李军
18701791075/junli@shsci.

org 

24 

生殖科学专业委

员会-中国动物学

会生殖生物学分

会第四次联合学

术年会 

介绍和研讨本领域国际热

点问题，并讨论我国未来

生殖科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和转化合作 

待定 300 厦门
王海滨

/高路

13764554656 

roadgao@163.com 

25 

2022 年中国生理

学会学术会议-人

体微生态委员会

组织 symposium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会议 待定 60 待定 田利 tianlisz@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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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26 
举办运动生理学

学术研讨会 

邀请科技冬奥的参与者总

结、交流、分享在冬季运

动项目中的科研成果，提

高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科

研水平 

待定 60 待定 周越 chowyue@163.com 

27 
第三届中国血液

学青年论坛 

大会就当前血液/肿瘤、干

细胞和免疫的研究进展作

精彩报告，交流和展示相

关领域近几年所取得的成

绩，共同探讨和展望血液

学的发展前景 

待定 待定 待定 郝莎
15222596436 

haosha@ihcams.ac.cn 

28 

中国血小板高峰

论坛暨 2022 年中

国生理学会血栓

与止血学术会议 

组织开展血栓与止血领域

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与宣

传、成果展示，为扩大研

究机构、学术团体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提供技术支撑 

待定 150 苏州 胡仁萍
13771866623 

hurenping@suda.edu.cn 

组织活动 

1 
教育信息化专委

会全体委员会议 

围绕专委会 2022 年工作计

划进行讨论和落实 
1 月 30 线上 杜鹃

13505514969 

dujuan@cuhk.edu.cn 

2 
比较生理专业主

任委员换届 

比较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换届选举 
5 月 9 日 20 线上

陈强、

王德华

13919423559/chenq 

@lzu.edu.cn 

3 
消化与营养专委

会委员全委会 

讨论 2022 年专委会换届事

宜 

5 月 

7-11 日 
35 北京 朱进霞

136932799817/zhu_jx 

@ccmu.edu.cn 

4 
应激生理学专委

会会议 

召开应激生理学专委会年

度组织会议，讨论专委会

工作计划 

5 月 

7-11 日 
25 北京 张勇

13602065849 

yzhang@tjus.edu.cn  

5 
本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换届 

比较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换届选举 
5 月 9 日 20 

北京+

线上

陈强、

王德华

13919423559/chenq 

@lzu.edu.cn 

6 

粤港澳大湾区脑

科学研究与转化

会议 

参与指导脑稳态与外周器

官功能调控等相关学术活

动，协助地方专委会相关

组织的成立与活动 

9 月 21 日 5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7 
京津冀神经科学

高峰论坛 

大会将围绕神经免疫与感

染、神经变性病、认知障

碍及相关疾病等多个领域

开展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

的学术活动 

9 月 40 河北 吴海涛
13810672911 

wuht@bm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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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8 
中医院校生理专

业委员会会议 

专委会成员年度教学、学

术交流等，并进行专业委

员会组织工作的汇报及工

作安排 

11 月 50-100 线上 曾辉
13574858183/547349730

@qq.com 

9 空中学术论坛 

由各位专委会委员轮流组

织实施，争取形成会议品

牌特色，并产生广泛学术

影响 

每月一次 100 待定 张晓燕
13823697852 

wserien@163.com 

10 

中国生理学会生

殖科学专业委员

会第二次理事会 

讨论布置委员会年度工作

安排 
待定 50 待定

王海滨

高路

13764554656 

roadgao@163.com 

11 专题系列讲座 
运动营养在运动健康领域

的创新与应用 
待定 50 北京 何辉

13811920909 

he_hui0402@127.com 

12 

开展全国运动生

理学教学网上课

堂 

结合即将出版的“运动生

理学”新版教材，拟在全国

开展网络运动生理学教学

研讨活动 

待定 200 线上 周越 chowyue@163.com 

13 
人体微生态专委

会委员全委会 
讨论 2023 年工作计划 待定 30 待定 田利 tianlisz@suda.edu.cn 

14 

中国生理学会循

环生理专委会会

议 

2022 年专委会会议，讨论

专委会工作，发展规划等 
待定 100 待定 谭晓秋

13982765332 

tanxiaoqiu@swmu.edu.cn 

继续教育与培训 

1 
前沿基础医学实

验技术探讨班 

通过组织国内医学院校工

作在一线的实验教师，业

界领先的实验设备提供商

就项目的目标所涉及的几

个方面展开，通过专家讲

座，课件演示和具体实验

操作等方式进行深入探

讨，起到一个共同提高的

目的 

7 月 

13-17 日 
90 青海

学会办

公室
010-65278802 

2 
膜片钳和心脏光

电技术培训班 

针对膜片钳、心脏光电标

测技术进行理论和实践培

训 

7 月 40 泸州 谭晓秋
13982765332 

tanxiaoqiu@sw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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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3 

第二届 “ 三位一

体”机能实验教学

培训班 

重点围绕““三位一体”机能

实验”的教学方法和技术

手段展开 

7 月 

9-11 日 
100 银川

学会办

公室
010-65278802 

4 
实用功能学实验

技术学习班 

提高广大青年机能学教师

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水

平，提供一个与同行专家

当面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待定 60 石家庄
学会办

公室
010-65278802 

期刊活动 

1 
《生理学报》整合

生理学专刊 

整合生理学专业委员会将

联合兄弟专委会及其它学

科专家就年度热点问题及

领域发展趋势为《生理学

报》组织一期高水平的专

辑 

1 月 30 
《生理

学报》
管又飞

13910513154 

guanyf@dmu.edu.cn 

2 
Brain Circulation

青年编委会 

青年编委讨论组稿、期刊

发展等事宜 
5 月 20 日 30 北京 李思颉

13581610258 

phoeni0537@sina.com 

科普活动 

1 
中学生生物学科

普活动 

参观中南大学人体形态馆

和省博物馆 
6 月 30 长沙 刘静

13080527938 

jingliucsu@hotmail.com 

2 
“脑与健康”科普

活动 

面向深圳市中小学生开展

脑与健康的科普活动，传

授基础神经科学知识 

7 月 21 日 5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3 制作科普微课 

作科普微课： 运动为啥会

上瘾？秘密在于释放“快

乐激素”科普微课 

8 月或 9 月 200 线上 陈学群
13758121918 

chewyg@zju.edu.cn 

4 
应用生理专委会

线上自媒体科普 

依托公众号、健康号等自

媒体发布相关科普内容 
7 月 25 日 10 北京 李思颉

13581610258 

phoeni0537@sina.com 

5 
医学高校人体生

理实验科普活动 

在全国医学高校开展人体

生理实验科普活动，提供

设备，组建探究性人体生

理实验知识活动 

8 月 3000 南京 王觉进
13675186025 

juejinwang@njmu.edu.cn 

6 体适能教材出版 
完成体适能教材的定稿、

出版等 
12 月 10 北京 何辉

13811920909 

he_hui0402@126.com 

7 
建立衰老与健康

专委会公众号 

加强科普宣传，充分利用

学会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

推广衰老与健康相关科普

全年 20 线上 马恒 hengma@fm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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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知识，学术成果展示和宣

传工作 

8 科普讲座 

本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在各

地寻找机会进行科普讲座

3 场以上 

全年 200 待定 陈强
13919423559 

chenq@lzu.edu.cn 

9 
全国运动生理学

同上一堂课 

拟在全国开展运动生理学

网络教学同步教学活动。

召集全国体育院校、师范

院校体育生在网络上共同

听课，每一章节内容由一

个教师主讲，实现全国学

生都能享有优质教学服务 

全年 100 线上 周越 chowyue@163.com 

10 

科普活动：“内分

泌代谢”和“预防

骨质疏松” 

开展科学论述和普及推

广，促进生命科学和人文

精神领域的研究以及生命

健康的理解 

待定 200 线上 陈学群
13758121918 

chewyg@zju.edu.cn 

其他活动 

1 发展新会员 

发展中国生理学会新会员 5

人和比较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新委员 3 人 

全年 5-10 全国 陈强
13919423559 

chenq@lzu.edu.cn 

2 线下义诊 
进行线下社区和医疗机构

进行义诊活动 
9 月 6 日 50 北京 李思颉

13581610258 

phoeni0537@sina.com 

 

第 39 届 IUPS 大会之会前教学论坛与工作坊 

——“生理学教学方法与实验技术”会议纪要 

冯丹丹，罗自强 

 

第 39 届 国 际 生 理 科 学 联 合 会

（ International Union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大会之会前教学论坛与工作坊，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采取在线会议模式顺利召开并圆

满落下帷幕！四年一次的 IUPS 大会除了主会

议，还包含传统的会前（Pre-Congress）、会

后（Post-Congress）教学论坛与工作坊及相关

卫星会议。第 39 届 IUPS 大会在经过两年的线

上筹备，终于克服疫情和技术困难顺利开启会

前教学论坛与工作坊 (Pre-congress Teaching 

Workshop and Forum)，全球生理学教育家及教

学工作者们在春暖花开的 3 月相聚云端。本次

Pre-Congress 教学论坛与工作坊的主题为：生

理学教学方法与实验技术。原限定会前教学工

作参会代表为 150 人，但实际参会的有来自 25

个国家/地区的代表 184 人，足见各个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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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生理学教育家及教学工作者们对教育教

学的热诚。会议采用在线直播方式进行。 

一、精简高效的开幕式 

2022 年 3 月 26 日北京时间下午 3 时整，

第 39届 IUPS大会会前教学论坛及工作坊正式

开幕。开幕式由天津医科大学徐哲龙教授主持。

首先由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席，美国北卡

大学的 Rob Carroll 教授致开幕词，Rob Carroll

教授介绍了 IUPS 及其相关教学会议情况，特

别强调 IUPS 教学工作坊的宗旨是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通过开展大大小小的，手把手的实

训，教会老师如何进行教学，并感谢教学论坛

及工作坊国际学术委员会及日程委员会同事

为工作坊成功召开付出的努力。大会承办方中

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王韵教授致开幕

欢迎词，王韵教授对参加教学论坛及工作坊的

所有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她提到 IUPS 大会

后都会有教学工作坊，按照以往的原则，一般

会选择乘车距离主会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

方召开，因之前确定第 39 届 IUPS 大会在北京

召开，经过 IUPS 教育工作会和中国生理学会

协商后确定天津为教学工作坊地点，天津医科

大学为承办单位。此外，按照惯例，在会后教

学工作坊之前需要有多次的会前教学工作坊

进行演练，为此自 2019 年以来，IUPS 教育工

作委员会和中国生理学会及天津医科大学同

事开始筹备会前工作坊，尽管 2020 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多次使我们筹备的线下会

议未能成行，但中国生理学会和 IUPS 教育工

作委员会却没有因此止步不前，开展了多次线

上教学联合研讨会，并和天津医科大学的同事

促成了此次线上会前教学工作坊的召开，在此

要衷心感谢各位同事付出的努力，也相信大家

在接下来 6 个小时的讲座、工作坊和论坛中收

获自己想要的教学新理念、新技能。教学论坛

与工作坊主席中国台北台湾成功大学蔡美玲

教授对工作坊的筹备过程进行了介绍，中国生

理学会的副理事长，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罗自强教授代表大会

组委会简介了大会的主要内容，并预祝大会圆

满成功。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还进行了云端合

影，为各位参会者留下难忘的影像资料。 

 

会议主视觉呈现了会议主题和方向，开幕式由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徐哲龙副院长主持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主席美国北卡大学的 Rob Carroll

教授致开幕词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王韵教授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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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参加工作代表合影留念 

 
教学论坛与工作坊主席蔡美玲教授      

介绍工作坊组织过程 

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南大学罗自强教授介绍工作坊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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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转超时、意犹未尽”的主题一 

论坛如期进入主题为“翻转课堂”的讲座与

工作坊实操环节。“翻转课堂”主题报告由北京

大学王世强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南大学基础医学

院的罗自强教授做“翻转课堂的理论与实践”的

大会报告。罗教授为大家系统梳理了“翻转课堂”

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以中南大学生理学课程为

例，详细介绍了他们开展翻转课堂的具体流程和

措施，最后以他们坚持 8 年在生理学开展翻转课

堂教学的经验提出建设性意见。40 分钟的讲座

既有理论凝练，更有精彩实例，收获与会代表们

众多好评。讲座结束后紧接着进入“翻转课堂在

生理学教学中的实践”的工作坊环节，由来自日

本群马大学应用生理学系主任 Noriyuki 

Koibuchi 教授主持，Nori 教授用 10 分钟时间高

效率向参加工作的老师们说明了本次工作坊的

具体任务。随后，按会务组提前做好的分组，各

位参会者分别进入各自所属组别的分会场进行

工作坊实操——翻转课堂中 TBL 教学形式的应

用，即如何采用临床案例场景设定教学目标及用

于学生讨论的教学问题。140名代表分成10组，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讨论和交流，本次工作坊设置

6 组英文讨论组和 4 组中文讨论组。6 组英文组

的引导教师（facilitator）是：Mangala Gunatilake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医学院），Adrianta 

Surjadhana（印度尼西亚希普特拉大学）, Samina 

Malik（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医学与牙科学院），

Sarmishtha Ghosh（印度白卡卡大学），冯丹丹(中

南大学)，王双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4 组

中文组的引导老师是：暨明（中南大学），崔敏

（山东大学），张瑛（北京大学），席姣娅（华

中科技大学）。50 分钟的工作坊实操练习中，

10 组参与者在引导教师的主持下对会议预先准

备的一个临床案例就该案例学习目标及用于学

生讨论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和热烈的讨论。随后

所有参与者回到主会场，对本组讨论的结果以

PPT 的形式进行了每组 2-3 分钟的分享。10 个临

床案例来自血液、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神

经和内分泌等系统，几乎覆盖生理学所有章节，

老师们纷纷表示在讨论及分享中收获良多，尤其

是对未来教学中如何预设案例的教学目标非常

有启发意义。 

 
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王世强教授主

持工作坊第一个大会报告，罗自强教授做翻转课程—

—理论与实践的报告 

 

 
翻转课堂工作坊热烈讨论中 

 

翻转课堂工作坊集中分享 



 

 25

三、“医学人文，熠熠闪光”的主题二 

本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是医学教育中的人

文教育，由来自中山大学的王庭槐教授担任论坛

主持。首先由来自日本群马大学的 Noriyuki 

Koibuchi 教授做题为“健康和照护的人性考量：

医学教育中的实例”的报告，Nori 教授采用会议

投票系统在讲座中与听众进行活跃互动，用实例

展示了他们在生理学教学实践中进行态度与人

性考量的医学人文教育的理念和方式，让与会者

耳目一新，期待更详细的进一步了解。在随后的

30 分钟“生理学教学中的医学人文教育”的专题

讨论中，来自国内外不同单位的 Chinmay Shah

（印度巴夫纳加尔政府医学院）、杨晶（河北医

科大学）、杨达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谈智（中山大学）的四位教师分别就自己教学领

域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分享。

专题讨论中，5 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激发了聊天区

众多老师的回应，讨论非常热烈。 

 
中山大学王庭槐教授担任论坛主持。日本群马大学的 Noriyuki Koibuchi 教授做题为“健康和照护的人性考

量：医学教育中的实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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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四位教师分享自己教学领域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与会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四、“虚实结合、现代化实验教学展示”的

主题三 

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关于现代生理学实

验教学展示，分成两个工作坊进行：“基于

LabStation 的人体教学实验探索与实践”工作坊

由罗自强教授担任主持。在这个工作坊中，温州

医科大学范小芳教授和首都医科大学李利生教

授分别做了“‘沉浸式’实验教学—测量人体动

脉血压”和“人体机能实验教学的实践与效果—

以呼吸系统人体实验为例”的报告；“虚实结合

的生理实验教学方法”工作坊由蔡美玲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王玉芳教授做了“虚实结合的生理实验

教学方法”的报告。两个工作坊的演讲者边讲边

采用视频演示，为大家介绍了现代生理学实验仪

器的新功能在教学中的应用和虚实结合的生理

学实验教学的新理念。两个工作坊的与会者都根

据讲座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和交流。 

 

   
“基于 LabStation 的人体教学实验探索与实践”工作坊由罗自强教授担任主持。温州医科大学范小芳教授和首

都医科大学李利生教授分别做了“‘沉浸式’实验教学—测量人体动脉血压”和“人体机能实验教学的实践与效

果—以呼吸系统人体实验为例”的报告；“虚实结合的生理实验教学方法”工作坊由蔡美玲教授主持，四川大学

王玉芳教授做了“虚实结合的生理实验教学方法”的报告 

为提高会议的效果，本次会议还采用了同

声传译，为来自海内外的生理学界同仁的有效

交流提供了便利，参会者对于大会中流利准确

的同声传译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次会议的三场

精彩的论坛或工作坊受到了参会人员一致好

评，给参会代表带来关于教学的启迪和思考。

大会报告人渊博的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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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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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参会同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受益匪浅。 

五、满怀期许的闭幕式 

3 月 26 日晚上 21:40 整线上会议日程结束

后，IUPS2022 会前教学论坛与工作坊顺利地

进入了闭幕阶段。闭幕式由教学论坛与工作坊

主席蔡美玲教授主持，来自地球另一端，从半

夜坚守到第二天上午的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会

主席 Rob Carroll 教授再次出现在屏幕上，对整

个教学论坛和工作坊的进行表示了高度肯定，

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早已深植人心，

未来的生理学教育在后疫情时代下将更具信

息特色；随后，王韵理事长致闭幕辞，认为本

次论坛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线上会议，参与体验

与会议的视听效果都非常好，并对参与本次会

议筹划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及日程工作委员会

委员辛勤付出、会议服务公司欣欣翼翔优质的

会务服务，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志愿者热

情的志愿服务和 ADInstruments 和成都泰盟

软件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最后，两位主席/理事长都认为本次论坛为 5

月即将召开的 IUPS2022 主会议及会后教学论

坛与工作坊提供了典范，提前进行了成功的演

练，并预祝 5 月的会议取得更大的成功，期待

在今年 5 月 7-11 号的 IUPS2022 主会议及 5 月

12-13 号会后教学论坛中再次与大家云端相聚！ 

 
闭幕式由教学论坛与工作坊主席蔡美玲教授主持，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席 Rob Carroll 教授和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致闭幕词 

 

2022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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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学术出版道德公约 

2022 年 2 月 15 日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211 家中国科协全国学会联名发布） 

 
为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恪守学术出版

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保障我国科

技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中国科协所属各全国学会特郑重发

表学术出版道德公约，倡议广大论文作者、

审稿人和编辑出版人员共同遵循： 

一、遵守科研活动规范，确保研究成果

真实可信 

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实验的可重复

性；不有意夸大研究成果和学术价值；不向

公众传播未经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科研

成果发表后，要及时将所涉及的实验记录、

实验数据等原始数据资料交所在单位统一

管理、留存备查；公布突破性科技成果和重

大科研进展应经所在单位同意；推广转化科

技成果不故意夸大技术价值和经济社会效

益，不隐瞒技术风险，要经得起同行评、用

户用、市场认。 

二、恪守出版伦理道德，确保论文撰写

诚信规范 

不参与任何有损国家利益、违反法律或

违背道德的科研活动。不抄袭、剽窃他人科

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

不通过第三方购买、代写、代投论文，以及

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论文署名和

排序应基于对科研成果的贡献确定，不在无

实质学术贡献的论文中“挂名”；导师、科

研项目负责人不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

等方面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合法权益；不

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等资助信息；在引用他人论著时，

应遵从合理引用、规范引用的原则，反对友

情互引用、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等情形。 

三、严守论文评审要求，确保出版过程

客观公正 

期刊应按照本刊办刊宗旨和要求，拒绝

接收不符合本刊发文范围的稿件。稿件评审

专家、评估人员、期刊编委或编辑等人员等

要恪守职守，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和办法，

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公正开展审稿工作；

不接受或不参加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评审、咨

询活动；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破

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抵制各种

人情稿、关系稿；在稿件评审活动中不委托

他人代为评审，主动回避与自己有利害关系

的稿件；不泄露或剽窃所审稿件内容，不利

用审稿谋取私利。 

四、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确保论文发表

真实可靠 

所收稿件必须符合我国相关法规及政

策要求，坚决抵制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抄

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行为。对已发布的研究

成果中确实存在错误和失误的，责任方要以

适当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如发现已发表的

论文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严重差错等

问题，期刊应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及时通过

发布撤稿声明、更正启事或公开致歉信等方

式进行纠正，并通知收录有关论文的数据库

予以更正。 

 

科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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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邓希贤教授 
 

 

中国著名的生理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邓希贤教授，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邓希贤教授一生致力于生理学研究，尤其在新的高原性心脏病分 类与诊断标准及其所

依据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以及防治高原病的药物与补氧器的研究等领域成绩卓然，为中国高原

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 53 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

才，桃李满天下，是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邓希贤教授曾先后出任中国生理学会第 17 届副秘书长、第 18 届秘书长、第 19 届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第 20 届副理事长，为学会服务长达四届；期间分别担任《生理学报》《基

础医学与临床》及《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编委、常务编委和副主编。以极大的热情和

责任心参与学会管理，为学会事业及生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沉痛悼念并缅怀邓希贤教授，他谦逊严谨、待人真诚的崇高品格 将永远铭刻在我们

心中！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4 月 16 日 

  

 

 

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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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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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议等方面最新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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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新进展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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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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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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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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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的最新动态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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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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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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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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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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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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电子信箱： 

梅  竹 meizhu@bjmu.edu.cn 

 

《生理通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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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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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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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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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100 型等张张力换能器（±20mm） 

一维微调器，二维微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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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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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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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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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盟已经拥有400余名员⼯，⾃有办公场地、⽣产基地12000多平⽅⽶，与三百多家产业上游原料供应商、外
协加⼯配套企业⻓期合作，产品已应⽤到1000多所医学院校、科研单位、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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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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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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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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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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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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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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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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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 研发中心 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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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 
的教学方式

在ADInstruments,我们坚信良好的技术、亲身实践、主动参与学习以及面对面的 
教授，对于培养有能力、有自信、自觉学习的学生至关重要。从生理学技术知识到 
全面定制的实验和实验室手册，PowerLab和LabStation可灵活满足您的需求， 
为下一代提供启蒙教育。

adinstruments.com.cn

中国	电话4006 316 586 
 电子邮件 info.cn@adinstruments.com 关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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