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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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走过道路上的轨迹 

金荫昌 

 
1950年9月离开

旧金山，我全家三口

历尽艰难，经香港、

九龙回到祖国的怀

抱。第一站深圳是一

个乡村小站。三百多

留美学者和学生受

到祖国亲人的热情

欢迎，无不感激涕零。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我们赶到了北京，第二

天我和唐冀雪都参加了国庆盛典，看见了天安

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雄壮的工农

兵游行队伍。那种雄伟壮观、热情激昂的场面，

激励着每一个归来的游子。这些人都是抗日战

争胜利前后出国的，那正是祖国山河破碎、战

火纷飞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带来了新的希望，

大家都抱着满腔热忱返回祖国，要把所学专长

和毕生力量献给祖国建设，使她不再任人欺凌，

成为一个美丽富饶的新国家。而今我回国已经

38 年，始终坚持着专业工作。现在虽已退休，

但仍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地工作，但毕竟已进

入“老字号”了，有必要回顾一下几十年的经

验教训，也许可供后来人借鉴。 

一、我所从事的专业 

我于1915年出生在安庆。从记事年龄起，

便记得国家多难、人民多难。北伐战争曾一度

给人以希望，但胜利很快夭折，使人民再度陷

入苦海。在安庆也不时地听到枪声四起，看到

人头高悬。当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现象的根源，

只是心灵受到了无比的创伤。在卫生条件极差

的条件下，年年瘟病流行。读初中之前，我得

过一场严重的伤寒，幸而存活下来；但不幸的

是在我读高中期间，伤寒病竟夺去了年轻母亲

的生命。当时我正面临选择大学专业的问题，

原打算学数理化或工科专业；母亲的去世使我

改变了主意，决心投考协和医学院，这就开始

了我自 1932 年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之后半个

多世纪里在老协和以及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

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这个圈子里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历史。 

大学的学习也和中、小学时一样，我在同

侪中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原因也许是我的

兴趣分散，不能、也不愿将时间和情力只集中

于课程的要求。我在课外读书较多，不是没有

收获的，这些阅读使我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对

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受益匪浅。但我对待课程的

散漫态度不是没有报应的，最大的报应莫过于

选修一门化学系学生主修的理论化学课，实验

是和梁植权同组，我竟没写报告，认为梁已经

将共同做的结果写成报告了。这一过失使善良

的教授也不得不给我一个“鸭蛋”，所幸并未

影响我毕业，只是这个“鸭蛋”使总平均分数

生理学家 

金荫昌 

（1915 年—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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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而不能以优秀毕业生资格获得金牌。 

我没有如愿以偿地完成医学教育的课程

和训练。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药理学这门基础

医学成为我毕生从事的专业，已在《话说老协

和》书内拙文中介绍了。药理学虽非我原来的

志愿，但通过学习和工作，长期以来培养起浓

厚的兴趣，也很自然。我是以药理系的进修生

和医学生的双重身份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在

不到两年的短暂期间内，充实了基础医学知识，

奠定了药理专业工作多方面的基础。尤其是陈

克恢研究麻黄碱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给了我

深刻的印象。当时系主任和导师安德生

（Hamilton H. Anderson）是化学治疗学专家，

他在这方面的讲课和科研使我很感兴趣。他对

我最为深远的影响便是在讲课中提到了受点

学说，介绍了 A. J. Clark 的经典著作作为参考，

可说是指引了一个入口。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

书，开始看出并认识到这门药理学基本理论的

重要性和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开端可比拟为

“师傅领进门”，它引导着我，直到目前还是

我追求探索这个已经成为整个生物医学科学

一项基本理论的动力。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

的四年里，我仍然跟随安德生教授学习专业，

同时还试图完成医学博士学位的学业，因此，

整个医学基础又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在此

期间由于研究枯草菌素（subtilin）和蛇麻酮

（lupulon）的抗结核作用取得了一些成绩，被

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协会（Sigma Xi）会员。

1949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无暇进入临床学习，

中辍了、也是最后放弃了完成医学教育的计划。 

二、回国前后和建国初期所面临的任务 

我原打算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但由于接

受了在美国向华侨及留美学者和学生宣传国

内解放战争胜利情况以及传达周总理号召学

者和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任务，便和

几位知己一起进行了一段一生中最紧张的社

会活动，负责联系各地进步留学生组织留美中

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负责编辑出版《通讯》，

在全美交流信息。新中国成立后一星期，我们

旧金山协会与华工协会和进步的华侨商团联

合举办了庆祝大会，参加者有华侨及留学生数

百人。会场上悬挂出了五星红旗，演唱了黄河

大合唱，情绪高昂热烈。相信那是在美国土地

上首次悬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尚在演

唱时，一帮亲蒋暴徒冲散了大会，回国路过旧

金山的丁延衸和与我同住的宋振玉都受到了

暴徒的冲击。虽然这次会是被冲了，但在爱国

华侨和留学生中却产生了重要的反响，那就是

留学生为反对美国阻挠返回新中国的斗争更

坚决了，华侨学生支持我们的斗争更为有力了，

华侨学生会参加了“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服务

社”。旧金山是回国途中的主要码头，由于美

国政府的阻挠和英国驻美领事馆在路过香港

签证上的刁难，许多人被滞留在旧金山，遇到

各种困难，尤以全家旅行者为最，“服务社”

在帮助解决困难中起到了不少作用。我从工作

中深感爱国华侨向往祖国的热情，没有他们伸

出援助之手，我们的斗争是不会轻易取得胜利

的。回忆往事，仍倍感兴奋。 

回国之后，我又来到协和的绿瓦下工作。

周金黄教授已于不久前来此主持恢复了药理

系，开出了复校后第一班药理课。我的首要任

务是如何协助他做好教学和其他工作。在抗战

时期我曾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协助他进

行教学，并在他指导下研究由于食盐含钡引起

痹病的动物模型，知道他是个要求严格的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经历了日本帝国

主义八年侵略的灾难之后，又经过三年多内战，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真是千疮百孔，百废待

举。我们的小范围工作也是一样，虽然复课了，

但下一步该怎么样呢？周金黄教授和我商议

如何迅速提高教学工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影响，这时各国医学教育尚在复苏阶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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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决定编写出版一本稍大篇幅的《药理学》参

考书，尽可能收纳新的进展，以缩短与国外的

差距。这本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曾起到

了良好的作用，也完成了历史任务。 

正当我们初步进行药理课改革之时，又接

受了药理学高师班以及与国防有关的药理和

毒理进修人员的培训任务。完成这三项工作的

共同点在于积极开展科研。科研不仅对培养研

究人员本身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培养和提高教

师素质的要素，因此，也是提高教学改革的要

素。当时作为一名教师，我认识到自己责任的

重大，我们是在培训新中国下一代的教师。我

认为优秀的教师应该是这门科学中最优秀的

科学家，他既能教学，以传授学识，又能进行

科研，以发掘科学真理。除此之外，他还应该

通过促进科学进步，以促进社会进步，承担与

科学相关的社会责任。我便是以这种思想展行

着培养一批批师资和专业人员的职责，使他们

后来发挥了教学加科研的带头作用；我也是以

此来要求自己的。因此，在教学科研之余，还

参与了全国科联的工作，协助沈其益教授负责

宣传部工作，编辑出版了名为《自然科学》的

刊物，可说是《科学通报》的前身。1956 年在

中国生理科学会，我又担任了秘书长，先后协

助刘思职和赵以炳理事长主持会务，并组织创

办了本刊《生理科学进展》，在一段时间里我

实际只担负了主持编辑的任务。三十多年来，

这两种刊物和其他科学刊物一样，不断地受到

煎熬，但现在仍在健康地发展，值得欣慰。 

三、我的科研工作的艰难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处于恢复经济阶段，

科研工作存在经费困难，在当时协和医学院的

复杂条件下开展科研尤为困难。原南京的“中

央卫生院”迁来北京组成中央卫生研究院，刘

培楠教授任药物系主任，约我去改组和发展药

理室。那时的药理室只是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

实验室，我去兼任主任后先增加了一间，随后

又逐渐有所扩充，但经费仍十分拮据。最初室

里只有三四位同事，自建室之始李广粹就是我

得力的助手，他的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工作经验

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已拥有三个药理室约百名研究技术人员，与初

创时对照，真是天壤之别，但须知现时的三个

研究室却是从那两间实验室发展起来的。 

在药物系我和植物化学家姜达衢和傅丰永

合作研究白果的抗结核作用、常山和鸦胆子的

抗鸡疟作用、中国野生麦角和人工播种麦角制

剂的效力，既建立了工作条件，也获得了肯定

的结果。尤其是在比较中国野生麦角时发现了

高效品种，后来杨云鹏和岳德超的人工培养便

是在我和曾贵云这项工作基础上获得成功的。 

1. 20 世纪 50 年代遇到过的麻烦 

科研本来是没有平坦道路的，技术、经费

和人力的困难是可以用人们自己的意志和智

慧克服的；但外来的干扰却带来很大的麻烦，

消磨人的精力和时间，甚至长达数年之久还穷

于应付。 

我所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所谓“白蕉素”。

据称它是一个“民间科学工作者”自制的，发

现有抗结核临床疗效，上报到卫生部申请批准

生产。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链霉素，如果“白

蕉素”真是一种有效的抗结核药，那便真是患

者的福音。即使它比链霉素的效力弱得多，也

应该生产应用，何况还是国人自己的发现呢。

为此我欣然接受了卫生部交来的任务，对它进

行抗结核效力的鉴定。我们为此投入了相当大

的人力和物力，但事与愿违，试管和动物实验

都否定了“白蕉素”的抗结核作用。我们如实

上报了，据闻“发明者”不服而且上告，幸好

卫生部顶住了，风波暂告平息。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次大字报中又出现了这位“发明

者”的控告，结果由别人对他提供的样品进行

了化学分析表明其内含物几乎只是蒸馏水，此

案始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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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引起更大麻烦的例子。某药厂向

轻工业部申请批准生产人工培养麦角针剂，该

部审理此事的张福修工程师带来厂里上报的

技术资料，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认为其实验

结果模棱两可，既不能肯定、也并不否定该制

剂的收缩子宫作用。麻烦在于厂工程师认为此

事已万无一失，定能获准生产，所以该厂已投

入一大笔资金，购进生产资料和设备，一但批

准即安装开车，而我却表示了不支持的态度。

张福修是个很审慎和严格负责的人，向其领导

汇报后便制止了投产，以待继续研究。可能他

们认为继续研究的主要方面在于临床试验，想

请林巧稚教授负责；但她在一次由卫生部召开

各有关部门和方面联席会上表示，如果没有我

对制剂的肯定意见，她不能试用于临床。于是

会议决定由我们继续做动物实验，并由厂方派

一人参加。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在

药理实验中否定了，于是厂方将设备转向其他

生产，避免了积压和浪费更多的资金。这原来

是件好事，但卫生研究院的一位苏联药用植物

专家知道此事之后，参观了药厂，认为这样高

水平的成果（因为用营养液培养麦角菌是当时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的一项研究）被我们压抑了。

我始终不知道这位专家为何要插进这一杠子，

其结果虽未毁了我作为药理专家的名誉，但却

使我们和药物系的有关研究室投入更多的人

力和时间，从多方面反复研究。当时的形势似

乎是只能证实药厂的“成果”而不能予以否定，

因而迁延了时日。结果也是事与愿违，我们的

药理实验不能满足他们的主观愿望：而与此同

时，我们却充分肯定了杨云鹏、岳德超培养的

产物。面对如此情况，药厂某工程师还诬蔑我

是为了协助杨、岳而有意压抑了他们，甚至在

运动中还送来无理的大字报。但最后药厂的菌

种经中国科学院专家鉴定是一种镰刀菌而被

根本推翻，这场闹剧才落了幕。这时已是 1958

年，苏联专家已经撤退了。不知这位专家生前

是否已经知道此事的最终结论和他所造成的

麻烦。 

2. 从中国萝芙木到冠心Ⅱ号方 

我国药理研究以中药研究占主要地位是

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陈克恢研究麻黄的

成功经验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药的模式，我受

此思路影响，在卫生研究院药理室和协和的药

理教研室分别建立了高血压狗和大鼠模型，一

方面筛选中药，一方面研究中国萝芙木，都是

和植物化学室协作的工作。结果使中国萝芙木

总碱（降压灵）得以大量生产，供临床广泛应

用，为国家减少利血平的进口而节约了大量外

汇。虽然我因此获得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但我认为还应归功于植物化学和分析化学室

的协作者以及主要助手曾贵云和进修生夏炳

南。在客观上降压药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的主观愿望还是想

在中药研究中获得另一个“麻黄碱”。 

我在美国研究抗结核的蛇麻酮是从啤酒

花提出的纯品，啤酒花也就是中药　草。蛇麻

酮已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治疗效果似有似无，

但由于胃肠道反应严重，病人多不能坚持疗程

而终止了试用。尽管我主观上多么希望获得成

功，而且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始注意了，但事

实是科学的依据，它宣告了蛇麻酮不能成为有

用的药物。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对曾经为之付

出许多精力和时间的研究者来说，是对他科学

态度的一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此深有体

会。在我们筛选降压中药的工作中，随同我研

究的青年助手们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虽

说对如何研究中药取得一些新的认识和经验，

但从原来的愿望看，也是事与愿违。面对如此

严峻的考验，我自己曾因啤酒花的研究有过锻

炼，但对参与这项研究的许多人却产生了各种

看法和影响。大体上是药理工作者认为不能再

筛选“浑汤”了；植物化学工作者则认为筛选

法有问题。我本人是倾向于后者的看法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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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曾贵云、汪钟等人一起试图开辟新的途径。

我们一方面观察一个降压复方对狗的高级神

经活动的影响，一方面用产生高度神经紧张的

条件反射引起持续性高血压，以观察中医用之

有效的中药降压药是否通过缓和紧张的情绪

而起作用。虽然我们成功地形成了神经紧张型

高血压狗的模型，并且已经观察了利血平的作

用，但时值国家农业歉收的灾害，没有足够粮

食供应狗的消耗而中断了喂养，没能完成进一

步观察中药的目标。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十

分沮丧。 

我和药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家合作研究的

另一个中草药是我国西北高原产的唐古特山

莨 菪 ， 他 们 从 中 提 出 了 纯 品 山 莨 菪 碱

（anisodamine），我指导陈先瑜和李昌遵研究

了它的抗胆碱作用并推荐到临床应用。那时正

值钱德创造性地应用超量阿托品治疗中毒性

休克获得成功，儿科专家祝寿河用于中毒性痢

疾和暴发性脑膜炎也都有较好的疗效，但患儿

恢复清醒后常见谵妄症状。我们的药理实验表

明，山莨菪碱不似阿托品容易透过血脑屏障，

因此。推荐给祝寿河试用。结果治疗效果一样

好，但极少发生谵妄。这项成果是 1965 年通

过鉴定的，因此，后来人工合成的商品取用

654-2 的代号。“文化大革命”之后，此项成

果被评给国家级奖，这时我和李昌遵已经离开

药物研究所，所以国家科委颁奖名单中没有我

们的名字；有趣的是 1987 年却补发给我一份

奖金。如果李昌遵也收到一份，相信他会感到

安慰。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研究实习员，

在这项工作中曾付出辛勤的劳动。 

1972 年我从干校回城，又回到了实验室，

参加了对冠心Ⅱ号方的实验研究。这是王士奎

老中医根据活血化淤治则设计的一个小复方，

临床试用于心绞痛病人有一定的疗效。如何认

识活血化淤治则？如何研究这样一个复方？

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总之，这里

贯穿着如何通过研究中药药理以促进中西医

结合的问题，这也是我从筛选降压中药工作取

得教训后萦回脑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

我被迫有六年没学习、没阅读书刊，一年多干

校的重体力劳动及无所用心的田园生活，使我

的脑海成为专业真空了。返城后脱产学习中医，

懂得了一点“理、法、方、药”和“活血化淤”

治则的道理，提醒我思考如何从中医治疗法则

出发进行中西结合的中药药理研究。与此同时

我贪婪地搜索着当我们是空白时期而国际上

发展很快的有关血小板和血栓形成的研究报

道。最后决定指导以时其煌和汪钟为主的一个

小组，探索和研究冠心Ⅱ号方抑制血小板聚集

的作用及其原理，实验证实了复方本身和其中

每味活血化淤药的粗提物都有抑制血小板的

作用。我们的研究后来成为各地进行同样工作

的模式，中医研究院的有关单位还曾因此获得

国家奖。 

我们下一步探索了Ⅱ号方的作用机制，面

对的问题是对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粗提物能否

进行分子药理实验。再就是我们有无能力建立

环磷酸腺苷（cAMP）微量测定法的问题。当

时尚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声之中，想开展这

样的研究需要勇气。一是甘冒“脱离实际”的

指责，二是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当时王振纲作

为我的主要助手竟能顶住出现的指责。刘景生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马立仁等人帮助下，克服了

许多困难，建立了 cAMP 的放射结合测定法，

并和时共煌同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何仁杰教授

的指导下建立了测定 cAMP磷酸二酯酶（PDE）

的方法。结果我们终于证明了Ⅱ号方的粗提物

是通过抑制 cAMP－PDE 而增加血小板内

cAMP 含量的，这可能就是它抑制血小板聚集

的机制。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识了在中药复

方的研究中也可应用现代最先进的方法，同时

也认识到，在困难条件下只有依靠科学家之间

的支援和协作，才有可能向世界科学研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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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前进。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王振纲和汪钟分

别建立了自己专长的研究，在教研室内得到了

发展和充实。 

3. 从行为药理到阿片受体 

利血平和氯丙嗪的安定作用，以及它们的

临床效用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大发现，它使

精神病房改观，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同一时期，

我国医学界掀起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热潮，我

也得有机会对原来不甚了了的这一学说有了

较多的知识。我和曾贵云等利用条件反射的方

法产生神经紧张型高血压狗模型，显示了我们

对巴甫洛夫学说及其经典条件反射方法有着

莫大的兴趣。这时，西方学者也由于利血平和

氯丙嗪的冲击，开辟了行为药理的新园地；并

为神经介质和中脑网状结构及边缘系统的研

究领域开拓了无垠的境界。面对国外进展的情

况，我决定在这方面开展一些研究。正在此时，

由于国防科研的需要，我开始研究抗胆碱药的

中枢作用，助手有陈先瑜、于澍仁、钮心懿等

人。我们很快地建立了行为药理、神经介质测

定、脑电活动几个方面的实验条件和方法，但

却仍受到某些貌似行家的非议，例如，说我们

是“跟着外国爬行”；是“理论脱离实际” 等

等。若非所做的是一项国防需要的协作课题，

真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也不能说此非议没

有产生影响，其一便是我离开了药物研究所，

使得那里曾随我共同工作者感觉缺少了点什

么。“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知是从哪里送我

一张大字报，大意说不是那些同志缺少不了我，

而是我缺少不了他们。当时，我对这种说法是

想不通的，但今天回顾后来的事实却看出这张

大字报道出了真理。在没有我在一起的岁月里，

年轻的同事们都能发挥专长，成为各自工作中

的带头人，而我却对他们一往无私的协助和努

力有着深深的怀念，并对宋振玉继我之后主持

药理室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观察东莨菪碱对动物行为和条件反

射的影响，看到它和阿托品不同，在同一剂量

时它有中枢兴奋和抑制作用，与苯丙胺和氯丙

嗪都有协同作用，前者加强其兴奋，后者加强

其抑制作用，在小鼠和狗的活动以及大鼠和狗

的回避性条件反射实验中，都表现了这种两面

作用。狗回避性条件反射的实验记录幸好保存

下来了，未遭“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于 1980

年才整理发表，并由钮心懿带到美国在中美药

理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报告，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也正像曾贵云曾向外国同行报告神经紧张型

高血压的实验一样，人们都认为这样的研究新

鲜可贵，其实这都是我们已经搁置 15 年以上

的数据了。 

有趣的是，我们关于东莨菪碱与氯丙嗪协

同作用的报道助成了徐州医学院的“中药静脉

麻醉剂”。这是个传奇式的故事：徐州医学院

的研究者认为相传的华佗麻沸汤处方中含有

洋金花，并且认为这是主要产生麻醉的组成药；

但他们用洋金花的较纯的抽提物并不能产生

麻醉。已知洋金花抽提物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

碱，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报道后，合并应用氯丙

嗪时获得了成功。由于是从研究麻沸汤开始的，

所以尽管这种针剂是由两种西药组成的，它仍

然保留着“中药”的头衔。现人认为麻沸汤已

经失传，电视剧“华佗”中也把他的处方全都

烧了，如果有朝一日从何地古墓中挖掘出来，

确证这个古方的组成药中含有洋金花，那将是

莫大的奇迹。 

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对我来说，也应该

是一个真正的春天了。这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与

国外相比落后得更多了，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

家不愿意而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事实。那么，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赶上去呢？

怎样才能找回失去的时间呢？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甚至赶超世界都不是空话，而是要像我

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一样，了解差距、脚踏实地、

目标高一点、速度快一点，才有可能获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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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国外的药理学已经

进入了分子药理学的崭新境界。受点学说已经

成为整个生物医学的一根重要支柱，更是新兴

的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关的科研已从受点

概念发展到观测其实体，甚至已提纯和鉴定了

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并测出了分子结构和乙

酰胆碱受点在受体分子上的位置。我自回国之

始曾数度向国人介绍各个时期的受点学说及

其发展，只是没有得到机会和条件进行研究。

我国科学的春天也正是国际上研究阿片受体

的春天，脑细胞膜上有阿片受点存在已被客观

证实，脑内阿片样物质已被提纯鉴定，证明可

能就是阿片受点的内源性配体，人们已试图从

脑内提纯阿片受体，以便研究其结构与功能。

就当时情况和这项研究的难度看，人们还需奋

斗一个不短的时期才能获得纯的阿片受体。我

认为这是我们经过努力可以赶上去，甚至还可

超越的研究。于是在 1978 年末决定将这项难

度很大的课题拿起来，作为我科研的终场项目。

这个决定得到了不少人的有力支持和协作，例

如，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的刘懋勤和朱桐教授

等为我们合成和标记必需的化合物和配体；防

化研究所的李灵源是得力的助手，帮助我建立

了有关实验条件和放射性配体受点结合法，并

培养了青年工作者。没有这些诚挚的协作，这

项研究是无法进行的。不久之后，任民峰和刘

景生也参加了这项研究。承担起单克隆抗体和

受体后分子过程的研究，四个博士研完生也先

后做了不少工作。自这项研究开始直到今天历

时将近十年里，我们曾面临许多实验本身以外

的困难，其中经费和仪器试剂等困难不言而喻，

但“舆论”所造成的困难，压力更大，例如，

说“眼高手低”、“眼快手慢”、“理论脱离

实际”，这些原来就是我多年来经常听到的意

见。最近，这种“舆论”又和科学基金的资助

联系起来，影响了经费的来源，这种压力就更

难忍受；并且一度在研究组内产生了一些情绪

波动，但是我们终于挺过来了。在几位青年夜

以继日的辛勤努力下，我们终于在 1987 年第

三季度首次获得了两种纯阿片受体蛋白。中外

有三个实验室曾宣称提纯的只是μ－型受体

一种，而我们提纯了两种，除了一种是μ－受

体外，还有一种的型别尚在鉴定中。1987 年

11 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药理学术会议上，第一

次报告了我们的结果。1988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

的亚太地区国际药理学术会议上又做了报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结果两度受到了与会

者的赞赏。 

40 年来，我做了一些科研，也做了不少教

学工作，曾负责领导研究室，但较多的时间是

在负责领导教研室。协和医学院乃至现今的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饱经沧桑，数落数起，没有

一次不需要重整旗鼓，再组班底，以新的课程

面貌教授学生。从几次重建教学的工作经验中，

我深刻体会到黄家驷校长的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的指导思想。遵循他的思想领导教研室，教

师的素质就有所提高，教学工作就能不断前进。

一度曾经偏离了这个思想，想从修改教学大纲

和讲义中求得教学质量的提高，结果恰恰相反；

而且还打击了教师进行科研的积极性。 

40 年来，我也有了不少阅历。虽然“文化

大革命”曾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压抑，但想起

曾经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和青年同事，也不免

感到欣慰。为此，于 1984 年春节写了一副春

联，1986 春节又为之作画。联曰：听声声爆竹，

优忆瞠目观斗兽，声声除旧。看点点梅花，莫

道沥血啖谁人，点点迎春。聊以自慰而已。70

岁生日时，四位研究生请中石先生为我写了一

张吊屏，上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家人

说这是我的真实写照，我说是尊师之意。女儿

金蕾从美国来信希望我“望之也温，即之也温”，

看来我对弟子要求严格，态度却过于俨然了；

也看出我还要做一番努力，改变形象，以适应

时代的要求。这些弟子现都在海外学习，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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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她）们说：希望你们也像我那一辈的留

学生一样，及早回国，重振中华。 

本文曾刊载在《生理科学进展》1988 年第

19 卷第 4 期。 

杂志编者按：金荫昌教授先后任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药理研究

室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教授、主任。

他特别强调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带动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他在阿片受体的溶脱及纯

化研究中，成绩卓著。在师资队伍的培养方面

亦做出了较突出的贡献。他曾任本刊副主编多

年，有所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系 

 

一、概述 

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系始建于 1934 年，

最初由我国著名生理学家留美博士朱鹤年教

授任主任，相继由葛志恒、朱思明、陈启盛、

袁孝如、高兴亚、朱国庆等教授任主任。现任

学系主任为陈蕾教授。学系为 1981 年国务院

学位办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现为二级学科博

士授权点，卫生部高级师资培养基地，江苏省

“九五”联建重点学科，南京医科大学重点学

科。主持南京医科大学和江苏省一类精品课程

《生理学》，国家精品课程《医学机能实验学》，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医学机能实验学》和

江苏高校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省级精品课程。

学系所建设的虚拟仿真项目入选国家级和省

级一流本科课程。近年来，学系教师获得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

奖等多项荣誉。近五年承担省、部级以上研究

课题 4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31

项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1 项），发表 SCI

论文 152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出版教

材、专著 21 部，其中主编、副主编 12 部；获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 项，先后有 6 个研究成果

推广应用于临床，并形成产品或专利，取得较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人员组成 

1. 教学科研团队 

生理学系现有在职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 7 人；博士生导师 5

人、硕士生导师 7 人；博士学位 21 人、硕士

学位 1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中国高被引学

者 1 人，国外引进人才 4 人，省级以上学术团

体担任领导职务 7 人，担任国内外专业期刊编

委 6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跨世纪优秀学术

带头人 1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 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 1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 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 3 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

养对象 3 人，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

养对象 2 人，南京医科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支

持计划 5 人，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名师 1 人。 

2. 学系主任 

陈蕾，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系主任，江

苏省生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333 工

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高层次人才项目 C 类培养对象，江苏省青

蓝工程优秀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骨干教师。 

三、教学 

主持医学机能实验学国家精品课程（主持

人：高兴亚、朱国庆和戚晓红教授）、国家一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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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课程（主持人：高兴亚教授）、江苏省生理

学精品课程（主持人：朱国庆教授）、江苏省

一流本科课程和省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

课程（主持人：王觉进教授）。获得多项国家

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如“信息技术与医学教

育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生理学系列教材和配套微机化教学系统

的建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医学教育

的信息化流程再造” 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特

等奖，“生理学系列教材和配套教学软件建设”

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基于 ESP 的基

础医学“三位一体”实验教学新体系构建与实

施” 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机能学

虚拟实验室”获中华医学会多媒体课件一等奖，

“D-95 微机化实验教学系统” 被教育部、卫

生部评为优秀教学软件，“生理学自设计实验

的教学研究”获江苏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建立和研制了 D95/MD2000 微机化实验教

学系统及相应的实验教学软件，其成果为数十

所兄弟院校所采用，并率先在国内建立了人体

机能实验学和数字化虚拟实验室。开发了功能

数字人，即电子式标准化病人（Electronic 

Standardized Patient，ESP），建设了以 ESP

为内核的系列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其中“基于

ESP 内核的动脉血压调节虚拟仿真实验”和

“基于 ESP 内核的心脏电生理虚拟仿真实验”

分别入选国家级和省级虚拟仿真一流本科课

程。近五年承担省级、校级教学课题 12 项，

发表教学相关论文 50 余篇。 

主编和参编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21 部，包

括国家精品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机能实验学》（主编）、研

究生教材《现代生理学实验技术》（主编）、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生

理学》双语教材（副主编）和全国高等学校 8

年制规划教材《生理学》（参编）等。编写并

出版了首套人体生理学智慧化数字教材《生理

学精解》。主持五年制临床及相关专业、长学

制临床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等各层次、各专

业的生理学课程和相关课程的教学。开设的主

要课程包括生理学、人体机能学、机能实验学、

神经生理学和高级生理学实验方法等。还承担

继续教育学院和康达学院全部生理学相关课

程。此外，为外国留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

生）开设了全英语授课的 Medical Physiology、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和 Advanced 

Physiology。 

生理学系秉持以胜任力为导向，注重学生

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教学理念，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设计和实践。建设了丰富

的数字化资源，包括教学视频，电子课件、虚

拟仿真实验项目及案例，习题库和线上师生讨

论区。采用了多种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PBL

教学、慕课、微课等，把“教”为重点转移到

以“学”为重点上，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主

动学习；还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广阔视野

的医学人才。在实验教学中，以临床案例为线

索，建立了集动物、人体机能和虚拟仿真实验

为一体的基础医学整合实验教学体系，创建了

一体化智慧实验教学平台，并建立了实践教学

多维考核评价方式。通过跨学科的横向整合、

基础与临床的纵向整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等多项整合，使学生得到充分锻炼，从而熟

练掌握生理学基本知识、基本操作，为将来的

临床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注重专业教育

与思政相结合，在教学中应用多种方法，如医

学史学习、典型案例法、职业体验法等，将价

值塑造潜移默化融入教学。指导学生获得了首

届全国及江苏省基础医学实验技能大赛一等

奖、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三等奖等，并指导学生积极参加科普宣教活

动等，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科研素养以及

职业素质。 

四、科研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心脑血管生理、神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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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细胞生理。具有心脑血管研究、神经生物

学研究、电生理研究、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

等多个技术平台，并可利用江苏省心血管病分

子干预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心脑血管药物重点

实验室的技术平台开展科学研究。 

学系现有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41 人。

近五年承担国家和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 4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 项，发

表 SCI 论文 152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8 项。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 项，先后有 6 个研究成

果推广应用于临床，并形成产品或专利，取得

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朱国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生理学会理事，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精品课程《生理学》主持人，江苏省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和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中国高被引学者，南京医科大学教

学名师。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生理与心血管病，

主要研究高血压、慢性心力衰竭、糖尿病和肥

胖的发病机制与分子干预。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9 项，发表 SCI 论文 148 篇（IF

计 699.1），其中第一/通讯作者的 SCI 论文 86

篇（IF 计 412.8），单篇论文最高 IF 为 25.8， 

发表的研究论文被引用3000余次，H指数41。

获发明专利 2 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9 篇，出

版教材与专著22部。获美国青年科学研究奖，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科学技术奖、医学科技奖、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教学成果奖、

中华医学科技奖（2 次）、南京医科大学科技

先进个人等，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多人获

得优秀毕业生称号，1 人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

研究生论文，2 人获得江苏省优秀硕士研究生

论文。 

（2）高兴亚，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

模范教师，江苏省政协委员，教育部临床医学

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教育

信息化研究专委会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

学模拟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高校医药

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现任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

学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自 1982

年以来一直从事生理学及生物医学工程学领

域的研究，主持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 10 余

项，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130 余篇。主编“国家

级规划教材”2 部，出版教材与专著 8 部，获

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6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项 （1997，2009，2018）。从事医学教育信

息化研究，建设了 D95/MD2000 微机化实验教

学系统、机能学虚拟实验室、形态学数码仿真

实验室和信息化医学模拟教育中心等项目。近

年来，研制了功能数字人，即电子式标准化病

人（Electronic Standardized Patient，ESP），

建设了以 ESP 为内核的系列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其中“基于 ESP 内核的动脉血压调节虚拟

仿真实验”入选国家级虚拟仿真一流本科课程，

并主编了新形态的数字化教材《生理学精解》。 

（3）卢应梅，教授，博士生导师。于Tohoku 

Univesity（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利用膜片钳

技术、在体电生理记录、活体双光子成像及信

息生物学等技术， 进行脑血管病及神经精神

疾病的机制研究及药物研发。近 5 年发表代表

性 SCI 论文 40 余篇，作为通讯作者的研究发

表在Neuron、J Clin Invest、Molecular Psychiatry、

J Exp Med、J Pineal Res 等高影响期刊发表论

文。兼任日本 Tohoku University 客座教授，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脑血管功能与疾病分会副主

任委员及秘书长，中国微循环学会微循环药物

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获得教育部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科技部重大

专项（科技创新-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方向：

1） 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和新药研发（阿

尔茨海默症、血管性痴呆及缺血性脑卒中）；

2） 自闭症、焦虑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病

机制和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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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蕾，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

科大学生理学系主任，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副

理事长，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

象，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项目

C 类培养对象，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术带头

人和优秀骨干教师。2004 年于华中科技大学获

理学硕士学位，2007 年于华中科技大学获理学

博士学位，2005-2007 年为美国杜克大学访问

学者。研究方向为 TRPV4 受体在神经系统疾

病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 3 项、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江

苏省科学计划项目和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

究课题各 1 项；参与主持中加国际合作项目 1

项。近年作为通讯作者/共同通讯发表 SCI 论

文 20 余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100 分。 

（5）王觉进，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医科大学生理学系副主任。中国生理学会教育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江苏省生理

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教学委员会和青年工作委

员会委员。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2005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2010 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药理学系，

2008-2012 年先后在新加坡国立神经科学研究

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高级研究助理和博

士后工作。2012 年作为引进人才受聘于南京医

科大学生理学系，于 2016-2017 年在美国克利

夫兰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修。主要研究方向

为离子通道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并

利用膜片钳和微血管收缩检测系统筛选潜在

的离子通道调节剂。在 Circ Res、PNAS、

Hypertension、ATVB 等领域内高影响期刊发

表第一/通讯作者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3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其

他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 

 
生理学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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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连接和细胞衰老在唾液腺疾病中的作用研究 

丛  馨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100191 

 

 
一、个人教育经历和团队研究领域 

丛馨，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病

理生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2012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

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科所从事博士后

工作。 

致力于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在唾液腺上

皮和血管内皮中的功能研究以及细胞衰老在

唾液腺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主要发现

包括：1. 唾液腺上皮紧密连接的表达、分布和

功能异常是唾液腺疾病及病理状态（口腔干燥

综合征、IgG4 相关性唾液腺炎及自体下颌下

腺移植术后分泌异常等）的重要原因。代表性

论文发表在 J Dent Res（2020，IF 6.116，口腔

基础研究领域排名第一）、J Dent Res（2016）、

J Cell Sci （ 2015 ， Highlighted article and 

Reviewed by Faculty of 1000）和 J Cell Sci

（2013）等；2. 白介素-4 和-13 通过诱导上皮

细胞衰老，进而参与 IgG4 相关性唾液腺炎的

发生发展。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Arthritis 

Rheumatol（2022，IF 15.483）和 Int J Oral Sci

（2022，IF 24.897，Nature 子刊）；3. 唾液腺

微血管内皮紧密连接的开放是生理状态下唾

液分泌所必需的，而内皮紧密连接屏障的破坏

可导致口腔干燥综合征和慢性唾液腺炎的发

生发展，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J Dent Res（2017，

当期封面）和 Biochim Biophys Acta Mol Basis 

Dis（2018）。主持国自然青年和面上项目共 3

项，北京市自然基金 2 项，国家博士后面上基

金 1 项，参加国自然重大项目 1 项；首批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获得 2015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2016 年华夏医学

奖一等奖（均第 5 完成人）、2016 年国际生理

学大会青年优秀论文报告会一等奖、2015 年全

国唾液腺疾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5 年第十届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全国代表大

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等。以通讯（含共同）作者

在免疫学经典杂志 Arthritis Rheumatol 和口腔

研究专业著名期刊 Int J Oral Sci 等发表 SCI 论

文 6 篇，以第一（含共同）作者在口腔研究专

业顶级期刊 J Dent Res、细胞生物学经典杂志

J Cell Sci 以及综合类著名期刊 BBA 等发表

SCI论文 11篇，责任/第一发表中文综述 8 篇，

英文专著章节 1 篇。担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

分会胃肠激素及粘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病理

生理学会系统生物医学专委会委员和北京生

理科学会第十三届理事。 

二、代表性文章 

1. 白介素-13 诱导 IgG4 相关性唾液腺炎

青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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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衰老机制的研究 

Zhu M*, Min S, Mao X, Zhou Y, Zhang Y, 

Li W, Li L, Wu L, Cong X#, Yu G#. Interleukin-13 

promotes cellular senescence through inducing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IgG4-related 

sialadenitis. Int J Oral Sci. 2022;14(1): 29. 

Abstract: Immunoglobulin G4-related 

sialadenitis (IgG4-RS) is an immune-mediated 

fibro-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the pathogenesis is 

still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interleukin-13 (IL-13) in the cellular senescenc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IgG4-RS.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IL-13 and IL-13 receptor α1 

(IL-13Rα1)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senescent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ubmandibular glands (SMGs) of IgG4-RS 

patients. IL-13 directly induced senescence as 

shown by the elevated activity of senescence- 

associated β-galactosidase (SA-β-gal), the 

de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senescence markers (p53 and p16) and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SASP) 

factors (IL-1β and IL-6) in SMG-C6 cells. 

Mechanistically, IL-13 increased the level of 

phosphoryl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6 (p-STAT6) and 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mtROS), while decreased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ATP level, 

and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2 (SOD2). Notably, the IL-13-induced 

cellular senescence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could be inhibited by pretreatment with either 

STAT6 inhibitor AS1517499 or mitochondria- 

targeted ROS scavenger MitoTEMPO. Moreover, 

IL-13 increas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STAT6 

and 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binding protein (CBP) and decreased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CREB on SOD2.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revealed a critical role of 

IL-13 in the induction of salivary gland epithelial 

cell senescence through the elevat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in a STAT6-CREB-SOD2- 

dependent pathway in IgG4-RS. 

2. 白介素-4经诱导细胞衰老促进 IgG4相

关性唾液腺炎纤维化 

Min SN*, Zhu MQ, Mao XD, Li W, Wei T, 

Mei M, Zhang Y, Wu LL, Yu GY#, Cong X#. 

Contribution of Interleukin-4-Induced Epithelial 

Cell Senescence to Glandular Fibrosis in 

IgG4-Related Sialadenitis. Arthritis Rheumatol. 

2022;74(6): 1070-1082.  

Abstract: IgG4-related sialadenitis (IgG4-RS) 

is a chronic fibroinflammatory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glandular fibrosis and 

hyposalivation.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ellular senescenc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gG4-RS-related fibrosis. The 

expression of senescence markers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the submandibular 

glands (SMGs) of IgG4-RS patients (n=18) and 

controls (n=14) was determined by proteomics,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After 

interleukin-4(IL-4)treatment, high-throughput 

RNA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SMG-C6 cells. 

A glandular fibro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he intraglandular injection of IL-4 into mouse 

SMGs (n=8 per group). Salivary acinar and 

ductal epithelial cells underwent senescence in 

IgG4-RS patients, as indicated by the ele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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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of senescence-associated β-galactosidase, 

lipofuscin accumulation, enhanced expression of 

senescence markers (p53 and p16INK4A), and 

up-regulation of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factors.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L-4 levels in SMGs from 

IgG4-RS patients, which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16INK4A expression and the fibrosis 

score. Incubation with IL-4 exacerbated salivary 

epithelial cell senescence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p16INK4A through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p38 MAPK pathway. 

Supernatant collected from IL-4-induced 

senescent SMG-C6 cells enhanced fibroblast 

activation and matrix protein production. 

Furthermore, injecting mice with IL-4 promoted 

fibrosis and senescence phenotypes in SMGs in 

vivo. Taken together, we identified that the 

cellular senescence induced by IL-4 through the 

ROS/p38 MAPK-p16INK4A pathway promotes 

fibrogenesis in IgG4-RS. Our data suggest that 

cellular senescence could serve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reating IgG4-RS. 

3. 三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tricellulin调控下

颌下腺大分子物质经旁细胞途径的转运 

Min SN*, Cong X*, Zhang Y, Xiang RL, 

Zhou Y, Yu GY#, Wu LL#. Tricellulin modulates 

transport of macromolecules in the salivary 

gland. J Dent Res. 2020;99(3): 302-310. 

Abstract: Volume and composition of saliva 

are crucial for oral and systemic health. How 

substances, particularly macromolecules, are 

transported across the salivary gland epitheliu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detail. Tricellulin is a 

component of tricellular tight junctions that form a 

central tube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route for 

macromolecule transport. Whether tricellulin is 

expressed in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SMG) and 

involved in salivation has been unknown. Here,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ricellulin was found to be characteristically 

localized at tricellular contacts of human, rat, and 

mouse SMGs. Knockdown of tricelluli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overexpression of 

tricellulin decreased,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for 40-kDa but not for 4-kDa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dextran, while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was unaffected. Conversely, 

claudin-4 knockdown and overexpression affected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but not 40-kDa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dextran transport, 

suggesting that tricellulin regulated transport of 

macromolecules but not ions, which were mainly 

regulated by bicellular tight junctions (bTJs). 

Moreover, tricellulin was dynamically 

redistributed from tri- to bicellular membranes in 

cholinergically stimulated SMG tissues and cells. 

Immunoglobulin-like domain-containing receptor 

1 (ILDR1) recruits tricellulin to tricellular contacts. 

The proportion of macromolecules in the saliva 

was increased, whereas the amount of stimulated 

saliva was unchanged in Ildr1-/-mice, which 

displayed abnormal tricellulin distribution in 

SMGs. Furthermore, tricellulin interacted with bTJ 

proteins, such as occludin, claudin-1, claudin-3, 

claudin-4, and ZO-1, in rat SMG epithelial 

polarized cell line SMG-C6. Knockdown of 

tricellulin decreased occludin levels. Thus, we 

revealed a specific expression pattern of tricellulin 

in SMG epithelium. Tricellulin not only 

functioned as a barrier for macromolecules but 

also modulated the connection of bTJs to the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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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complex. Alterations in tricellulin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uld thereby change 

salivary composition. Our study provided novel 

insights on salivary gland tight junction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 

三、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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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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与抑郁交互作用的神经环路机制 

朱  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合肥，230026 

 

一、作者介绍 

朱霞，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博士后，长期从事疼痛及

其与情绪相互作用的神

经环路研究。代表作发表

于 Nature Neuroscience

（2021，第一作者），

Nature Neuroscience（2019，共同第一作者）

和 Cell Reports（2019，第一作者）等学术期

刊。入选2021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2022-2024）、

中国博士后基金会面上项目（2020-2022）。

获得 2021 年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第十六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二等奖、长三

角神经科学青年科学家奖等。 

二、工作介绍 

痛觉是机体对外源刺激和生理疾病的重

要预警形式之一，而持续的疼痛则产生诸多疾

病行为表型。慢性疼痛是一种难治性疾病，其

原因可能与情绪障碍（如抑郁）共病有关。流

行病学数据显示，约 52%的慢性疼痛患者存在

抑郁症状；约 65%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疼痛症状；

二者相互促进、恶性循环，易发展成为难治性

疾病（对两种以上药物治疗不敏感）。面临的

巨大挑战是其发病的神经机制尚不清楚，一直

是临床治疗的难点。因此，研究疼痛—抑郁情

绪共病的机制，有利于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发

展新的治疗途径，以满足临床的迫切需求，具

有重要的科学和临床价值。 

本人长期从事疼痛与抑郁共病的神经环

路机制研究，密切结合临床需求，以期发现新

思路和新途径治疗该难治性疾病，前期的成果

发现中缝背核-中央杏仁核-外侧缰核神经环路

参与调控慢性神经痛导致抑郁情绪（Nature 

Neuroscience，2019），而中央杏仁核-丘脑束

旁核-次级躯体感觉皮层神经环路参与调控抑

郁导致痛敏（Cell Reports，2019）。其中发表

于 2019 年 Nature Neuroscience 的论文被

iNature 评为 2019 年中国生命科学 20 大进展，

并得到 Nature Neuroscience 的长文评述和

Faculty1000 推荐阅读。 

本人近期发现抑郁情绪产生的躯体疼痛

与组织损伤产生的躯体疼痛存在不一样的丘

脑-皮层神经环路基础（Nature Neuroscience，

2021），该研究深入解析了不同病因导致疼痛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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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环路基础，将为理解疼痛的异质性和顽

固性提供新见解，并为临床物理刺激干预治疗

提供新靶点和新思路。本人的研究工作思路均

从临床患者出发，发现第一手现象，以指导动

物实验探究关键机制，再回到临床治疗患者。

这种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研究策略，可为临

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和预后疗效的客观评价，

也可为发展新治疗途径提供思路。 

作者邮箱：xiazhu@ustc.edu.cn 

三、个人获奖文章 

推荐论文 1：发现了不同原因致痛的神经

环路及其机制 

Xia Zhu（朱霞）#; Hao-Di Tang#; Wan-Ying 

Dong#; Fang Kang#; An Liu; Yu Mao; Wen Xie; 

Xulai Zhang; Peng Cao; Wenjie Zhou; Haitao 

Wang; Zahra Farzinpour; Wenjuan Tao; 

Xiaoyuan Song; Yan Zhang; Tian Xue; Yan Jin*; 

Juan Li*; Zhi Zhang*; Distinct thalamocortical 

circuits underlie allodynia induced by tissue 

injury and by depression-like states, Nature 

Neuroscience, 2021, 24: 542-553. 

摘要：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有 50%以上的慢

性疼痛患者伴有抑郁症状；65%以上的抑郁症

患者存在躯体疼痛；二者相互促进、恶性循环，

易发展成为对镇痛药和抗抑郁药均不敏感的

难治性疾病。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疼痛与抑郁情

绪交互作用的神经环路机制尚未可知，是临床

治疗的难点，也是基础研究的热点。有证据表

明疼痛伴抑郁、抑郁伴疼痛以及不同原因致痛

均可能存在特异的神经环路，具体机制至今仍

不清楚。我们近期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产生的躯

体疼痛与组织损伤产生的躯体疼痛存在不一

样的丘脑-皮层神经环路基础，该研究以小鼠

足底炎症和神经结扎作为组织损伤疼痛模型，

综合运用病毒示踪、在体多通道/光纤记录和

双光子钙成像等手段研究发现，丘脑后核（PO）

投射至初级感觉皮层（S1）的神经环路（POGlu

→S1Glu）参与组织损伤产生的痛敏。此外，慢

性应激产生抑郁样行为的小鼠也表现出痛敏

（作为抑郁症患者躯体疼痛的动物模型）。有

意思的是，在该模型动物上，调控 POGlu→S1Glu

神经环路活性并不能影响痛敏行为，但却发现

丘脑束旁核（PF）投射至前扣带回皮层（ACC）

神经环路（PFGlu→ACCGABA→Glu）参与抑郁情

绪产生的痛敏。本研究不仅为理解疼痛的异质

性和顽固性提供新见解，并为临床物理刺激干

预治疗提供新思路。解析疼痛与抑郁情绪交互

作用的环路机制，有利于发现特异的治疗靶点，

也有利于发展新的治疗途径，以满足临床的迫

切需求，具有潜在的科学和临床价值，有望在

镇痛医学精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该论文被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评为 2021 年中国神经科学重

大进展。 

推荐论文 2：发现了慢性痛导致抑郁的神

经环路及其机制 

Wenjie Zhou#; Yan Jin#; Qian Meng#; Xia 

Zhu（朱霞）#; Tongjian Bai; Yanghua Tian; Yu 

Mao; Likui Wang; Wen Xie; Hui Zhong; Na 

Zhang; Min-Hua Luo; Wenjuan Tao; Haitao 

Wang; Jie Li; Juan Li; Ben-Sheng Qiu; 

Jiang-Ning Zhou; Xiangyao Li; Han Xu; Kai 

Wang; Xiaochu Zhang; Yong Liu; Gal 

Richter-Levin; Lin Xu; Zhi Zhang*; A neural 

circuit for comorbi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ronic pain, Nature Neuroscience, 2019, 22: 

1649-1658. 

摘要：研究慢性疼痛或抑郁症的神经环路

是当前神经科学领域的热点。但慢性疼痛如何

导致抑郁的神经环路机制尚不清楚。本课题利

用功能磁共振研究发现，与健康志愿者比较，

慢性痛伴抑郁患者的中央杏仁核和包含中缝

背核的脑区功能连接减弱，而慢性痛无抑郁症

状患者则没有此现象。基于此临床发现，利用

病毒示踪、免疫染色、在体微透析结合高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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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精细解析了小鼠中缝背核→中央杏仁

核→外侧缰核的神经环路结构，并鉴定该环路

在慢性痛致抑郁样行为发生中的变化规律及

神经元类型的特异性功能。该研究成果于 2019

年发表于 Nature Neuroscience 期刊，得到多家

学术媒体的报道，包括本领域资深学者德国海

德堡大学的 Rohini Kuner 博士在 Nature 

Neuroscience 同期发表的 News & Views（长文

评述），评价该项研究开辟了令人兴奋的新方

向，为抑郁症和疼痛共病的新治疗方法测试指

引了道路（“The study by Zhou et al has opened 

up an exciting new branch of research, and the 

basic mechanisms described here may pave the 

way for testing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es in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pain.”）。该论文也被

Faculty1000 推荐阅读，并被 iNature 评为 2019

年中国生命科学 20 大进展。 

推荐论文 3： 

Xia Zhu（朱霞）#; Wenjie Zhou#; Yan Jin; 

Haodi Tang; Peng Cao; Yu Mao; Wen Xie; 

Xulai Zhang; Fei Zhao; Min-Hua Luo; Haitao 

Wang; Jie Li; Wenjuan Tao; Zahra Farzinpour; 

Likui Wang; Xiangyao Li; Juan Li; Zheng-Quan 

Tang; Chenghua Zhou; Zhizhong Z Pan*; Zhi 

Zhang*; A central amygdala input to the 

parafascicular nucleus controls comorbid pain in 

depression, Cell Reports, 2019, 29: 3847-3858. 

摘要：根据流行病学数据显示，65%的抑

郁症病人伴有慢性躯体疼痛，但抑郁症与疼痛

共病的机制至今仍不清楚。中央杏仁核（CeA）

参与抑郁、疼痛、恐惧、成瘾等多种情绪的形

成，其中 95%的 GABA 能神经元作为一种抑

制性神经元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丘脑的

丘脑束旁核（PF）是经典的痛觉调控核团，在

疼痛上行传导通路中的重要枢纽核团，其环路

特征少有报道。此外，次级躯体感觉皮层（S2）

是疼痛上行传导的终端。因此，我们试图探究

CeA-PF-S2 是否存在连接，并在抑郁情绪伴疼

痛中发挥功能。本研究使用慢性束缚应激

（CRS）的小鼠模型，采用光遗传、化学遗传、

病毒追踪、微透析结合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

离体脑片全细胞记录和在体多通道记录等手

段，对 CeA-PF-S2 环路进行精细解析。结果显

示 CRS 小鼠表现出显著的痛敏，同时，CeA

的 GABA 能神经元活性增加，抑制 PF 中谷氨

酸能神经元，使得 PF-S2 的传递减弱。本研究

阐述抑郁伴痛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传导的神经

通路，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潜在的理论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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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医脑科学大会暨脑病中医针灸影像多学科交叉研究高峰论坛 

延期通知 
 

“第四届中医脑科学大会暨脑病中医针

灸影像多学科交叉研究高峰论坛”原定于 2022

年 5 月 4～7 日在首都北京召开，因疫请原因，

延期到 7 月 2 日～6 日。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联系人：马跃 010-88001493， 

 15194179156   

 

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关于延期召开 2022 年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究专业委员会会议 

暨“太极拳与健康”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员流

动、聚集。致使原定于 2022 年 8 月 17-20 日

在河南理工大学召开的体适能研究专业委员

会会议暨学术研讨会无法如期举行线下会议。

经专委会研究决定并报中国生理学会批准，会

议召开时间改为 2022 年 12 月 2-5 日。同时，

论文投稿截止时间改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早

缴费截止时间改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 

其他事项不变，特此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究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第一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委员、各位专家： 

大家好！ 

由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肿瘤学会主办，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

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

坛”将于 2022 年 8 月 19~20 日在成都举行。 

本次会议举西部地区医药科技和人才高

地之力，聚焦血液生理和血液病学研究前沿，

内容涵盖基础和临床两大方向，聚焦血液学领

域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创新性成果，盛邀国

际及国内血液学领域的学者专家进行最新的

专题研究报告。会议将为血液学基础科研工作

者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一个思想碰撞与交流合

作的平台，积极促进基础、转化、临床应用的

交叉融合。热烈欢迎全国各研究院所、高校、

医院及企业积极参加！ 

一、大会机构及委员会 

（一）大会主席 

大会主席：程涛、刘兵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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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席：牛挺、胡洪波、陈崇、刘玉、

陈路 

（二）学术委员会 

主  任：陈国强 

副主任：安秀丽、黄河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列）：常英军、陈

苏宁、陈彤、戴克胜、戴云、方向东、傅建新、

郭国骥、黄来源、鞠振宇、孔光耀、兰雨、李

礼、李鹏、李扬秋、刘超红、刘峰、刘胡丹、

刘静、刘凌波、马峰、潘景轩、潘巍峻、彭军、

钱鹏旭、石莉红、王金勇、王军平、王前飞、

徐开林、余佳、袁卫平、张好建、张文清、张

曦、张译月、郑俊克、诸江 

（三）组织委员会 

主  席：牛挺、陈路 

秘书长：郝莎 

组委会（按姓氏拼音排列）：陈路、郝莎、

何萍、胡洪波、胡林萍、李扬秋、刘兵、刘胡

丹、刘静、刘玉、牛挺、石莉红、王晓琛、余

佳、张曦、郑俊克、周家喜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8 月 19-20 日 

地点：四川锦江宾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80 号 

三、征文内容和要求 

本次会议主要涵盖造血调控、血液恶变机

制、移植与免疫治疗以及转化应用研究论坛四

大专业领域，欢迎积极投稿。投稿论文应具有

科学性、先进性，且内容尚未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过。 

摘要格式：包括标题（中英文）、作者姓

名、单位、所在城市、邮编、摘要内容、关键

词、通讯作者联系方式等。提交摘要时必须注

明其所属的会议涵盖专业领域。每篇摘要字数

800 字以内。参会代表投送的摘要将被会议论

文摘要集收录。 

请登录会议网站投稿，网址：

https://xyxqnlt.sciconf.cn。请作者自留底稿，来

稿不退，文责自负。参会代表投送的摘要将被

会议论文摘要集收录。 

截稿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 

四、会议注册及缴费方式  

① 报名方式：请登录会议网站报名，网

址：https://xyxqnlt.sciconf.cn。 

② 注册费标准如下： 

参会类型 
2022年8月1日前 

（在会议官网上注册缴费） 

2022年8月1日后 

（仅现场注册缴费） 

会员 1000 1200元 

非会员 1400 1600元 

研究生 800 1000元 

③ 住宿费参考价格：单人间 370 元/晚

（含单早）、双人间 550/晚（含双早）。食

宿统一安排，交通住宿等回单位报销。 

④ 请将注册费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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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可通过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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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颖，周羽 

电 话：18227221433，15002898596 

Email：2250739779@qq.com，

upto1234@163.com 

 

        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业委员 

                 2022 年 6 月 29 日

 

附 1： 

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日程 

2022 年 8 月 19 日 

8:00-13:00 大会报到 

2022 年 8 月 19 日上午 

8:10-9:00 大会开幕式、领导致辞 

9:00-10:00 大会主旨报告 

10:00-10:10 茶歇 

10:10-12:10 造血调控专题论坛 

2022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3:30-15:30 造血调控专题论坛 血液恶变机制专题论坛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明日之星”论坛 

17:40-18:40 “未来之光”优秀论文交流 

2022 年 8 月 19 日晚上 

20:00-22:00 
第二届中国生理学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 

Blood Science 编委会 

2022 年 8 月 20 日上午 

8:00-9:00 大会主旨报告 

9:00-10:00 造血调控专题论坛 血液恶变机制专题论坛 

10:00-10:10 茶歇 

10:10-12:10 造血调控专题论坛 血液恶变机制专题论坛 

2022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3:20-15:20 移植与免疫治疗专题论坛 转化研究与应用专题论坛 

15:20-15:30 茶歇 

15:30-16:30 大会主旨报告 

16:30-17:00 优秀论文公布、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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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顺利开幕 

 

2022 年 5 月 7-11 日，国际生理科学联合

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和中国生理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共同主办的

第 39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

以线上形式举办。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生命的

奇迹——整合与转化”。2022 年 5 月 7 日下午

5 点 45 分大会顺利开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国际合作部

部长罗晖，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主席 Julie 

Chan，大会荣誉主席中国生理学会名誉会员、

美国四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外籍院士、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钱煦院士，中国生理学

会第 20 届理事长、复旦大学杨雄里院士，国

际科学理事会主席 Peter Gluckman，本次大会

共同主席中国生理学会监事长、IUPS 执委王

晓民和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出席了开幕

式并致辞。IUPS2022 国际学术委员会共同主

席陈应城主持了开幕式。 

  

  

  

紧凑、富含激情和内涵的开幕式拉开了学术大会的序幕 

罗晖指出，生理学与细胞和分子生物学、

信息技术、临床医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正在

加速生理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正如摩尔定律

改变了计算机行业并进而影响世界一样，对生

命的本质和进化过程的科学诠释，也将引发人

类健康领域的颠覆性革命。希望大会为世界各

地的生理科学家提供分享科学成就的平台，促

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生理学研究，

加强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友谊与合作，共同促进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进步。其他嘉宾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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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层面肯定了此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重

要意义，也对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在新冠疫

情影响下被迫由线下转为线上会议快速响应

及在会议学术组织及会务质量大为赞赏。王韵

理事长特别感谢各位代表的参会，对中国科协

及 IUPS 在会议筹备、组织中给予的指导和友

好协作表示诚挚的谢意。在开幕式中还展示了

专门为会议制作的涵盖中国文化特色的演出

集锦，演出的完整版也在今天专题报告会后向

与会者展示，并将放在会议网站中供大家欣赏，

使与会者虽因疫情不能亲临北京和中国，也能

从表演中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

多彩。最后，大会共同主席王晓民宣布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开始! 

开幕式后第一场报告是 IUPS 主席报告，

这是由 IUPS 学术大会经典节目，即由 IUPS

主席推荐在生理科学及相关领域做出杰出贡

献的科学家进行报告。本届会议的报告人是来

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Murray B Sachs 特聘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

院教授 Natalia Trayanova，报告题目是：

AI-Powered Personalized Computational 

Cardiology。IUPS 主席 Julie Chan 主持报告，

开启了学术饕餮大餐的序幕，在线点击量逾 6

千余人。紧接的 7 个分会场的专题报告精彩纷

呈，学术气氛浓郁。

 

 

  

IUPS 主席报告引领生理科学及生命科学前沿发展 

  



 

 56 

  

  

  

专题报告精彩纷呈 

 

 
中国文化特色的演出吸引众多与会代表，结束时点击量高达 86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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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有来自全球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

代表 4027 人注册参会，其中国际参会代表为

722 人，国内参会人数高达 3325 人。大会安排

了 7 个大会报告，21 个主旨报告及 48 个专题

论坛（包括 231 名邀请的报告人和主持人），

4 个青年生理学者论坛（包括 48 位青年生理科

学工作者），677 份的线上电子壁报展示以及各

类卫星会和教学工作坊等丰富的学术活动安

排。中国有 60 余位生理学人作为主持人主持

会议或做大会主旨和专题论坛报告，从生理科

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方面，代表着中国生理学

家的水平，他（她）们与国际同仁同台竞技时，

互相学习、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

健康做出生理学人的新贡献。 

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孕育于 1889 年在瑞士

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生理科学大会，正式成

立于 1953 年。宗旨是为促进世界各国生理科学

事业的发展，鼓励生理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推动

生理科学及相关领域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组织国

际生理学会议以及和其他方式的交流活动。国际

生理科学联合会现有 65 个国家或地区团体会员

和 15 个特别会员。中国生理学会于 1980 年代表

中国加入了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依据国际生理

科学联合会的章程，每四年举办一次国际生理学

学术大会，其举办国要通过申报、会员国竞争产

生。中国生理学会经过激烈竞争于 2013 年获得

了主办权，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 IUPS联合大会。

原定于 2021 年在北京举办，因疫情延期至 2022

年以线上的方式举行。 

中国在保持充满活力的生理学界方面有

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于1926年。

截至目前，学会有 11 个工作委员会和 24 个专

业委员会，这些分支机构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

学术研讨会。自本世纪初以来，学会在中国科

协的领导下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加强与世界

各地的多个生理学会合作，在北京（2008 年），

苏州（2012 年）和北京（2016 年）举办了三

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现在召开的第 39 届 IUPS

大会，又一次展示了我国的生理学发展前沿和

科研成果，为广大世界领域的生理学科技工作

者，特别是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展示其成果和交

流学习的平台，相信本次大会定会成为一次享

誉世界的学术盛会，为推动世界生理科学乃至

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顺利召开圆满落下帷幕 

 

2022 年 5 月 7 日-11 日，国际生理科学联合

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和中国生理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共同主办了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 2022），主

题为“生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本届大会

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首次创新性地采用了在线

会议模式，成功举办并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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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于1953年正式成立，

是国际生理学界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IUPS

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堪称国际生理学界奥林

匹克级会议，为促进全球生理科学事业的发展

和国际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生理学会于

1980 年代表中国加入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在

我国几代生理学人不懈努力下，2013 年经过激

烈竞争，获得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

会在北京举办的承办权。 

本次国际会议克服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为世界各地的生理学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优

良的学术沟通交流平台，分享了现代生理学领

域的最新发现与进展，加深了参会者对生命科

学中生理学原理的认识，拓展了将生理学原理

转化为提高健康水平工具的新方向。5 天的线

上会议共设立了 35 个直播间，参会者来自全

球 71 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会人数 4219 人。

会议邀请了 7 个大会学术报告、21 个主旨报告，

组织了 48 个专题论坛（包括 214 名报告人）、

4 个青年生理学者论坛、677 份线上电子壁报

展示、会前/会后卫星会、教学工作坊等丰富

多彩的学术活动安排，以及充满中国元素的中

华艺术表演。会议期间，直播间合计点击率为

48101 人次，其中主会场 1 号直播间累计点击

率为 14836 人次，其它分会场 2-7 号直播间的

点击率也均高于 6872 次。中华文化特色的艺术

演出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点击量高达 8644 次。

会议充分展现出国际生理学领域学者以及企业

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体现出此次会议的国际化水

准和专业化水平，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更为

国内外生理学领域学者带来了一场学术的饕餮

盛宴，得到了国内外参会者的高度赞扬。 

一、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顺

利开幕 

北京时间 2022 年 5 月 7 日晚 17:45 分，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开幕式顺利

开幕。受邀出席会议嘉宾有：国际生理科学联

合会主席 Julie Chan，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成员、国际合作部部长罗晖，大会荣誉主席中

国生理学会名誉会员、美国四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和工程院外籍院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钱煦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第 20 届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杨雄里教授，国际

科学理事会主席 Peter Gluckman。会议特邀嘉

宾分别从不同层面肯定了此次大会在中国召

开的重要意义，也对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在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被迫由线下转为线上会

议做出快速响应、以及在学术组织和会务质量

方面大为赞赏。此次会议的举办，为推动世界

生理科学乃至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特别感谢各位代表参会，并对

中国科协及 IUPS 组织在会议筹备、组织中给

予的指导和友好协作致以诚挚的谢意。开幕式

由 IUPS2022 国际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及中国

生理学会副理事长陈应城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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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嘉宾致辞及中国特色欢迎表演 

几代生理学家艰苦卓绝的工作，使生理之

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成长，在国际舞台上崭露

头角。伴随着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在万众瞩目

的期待中，本次大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理学会监

事长、IUPS 执委王晓民教授正式宣布：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开幕! 

二、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 

精彩热烈的开幕式正式拉启了第 39 届国

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的序幕。大会 35 个直

播间中，有 65 位中国生理学者作为主持人主

持会议或做大会主旨和专题论坛报告，从生理

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方面，代表着中国生理

学家的水平，与国际同仁同台竞技，互相学习、

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健康做出生

理学人的新贡献。 

开幕式后，首场大会报告是 IUPS 主席推

荐报告（IUPS 主席推荐在生理科学及相关领

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进行报告），由 39

届 IUPS 主席 Julie Chan 主持，报告人是来自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Murray B Sachs 特聘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医学

院教授 Natalia Trayanova 博士，报告题目是: 

“ AI-Powered Personalized Computational 

Cardiology”，在线点击量逾 6 千余人。5 月 8

日第二场大会报告由 IUPS 2022国际学术委员

会共同主席及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陈应城

教授主持，报告人是来自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

的 Chris I. de Zeeuw 教授，报告题目为：

“Cognitive Functions of the Cerebellum”。随

后，第三场大会报告由新当选的第 40 届 IUPS

主席、利物浦大学的 Susan Wray 教授主持，

报告人是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Kim 

Barrett 教授，报告题目为：“The World Within-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actions of 

the Gut with Resident and Invading 

Microorganisms” 。5 月 9 日第四场大会报告，

由日本国立生理科学研究所Yoshihiro Kubo教

授主持，报告人是 2016 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

奖获得者Yoshinori Ohsumi教授，报告题目为：

“Lessons from Yeast: Autophagy as a Cellular 

Recycling System”。5月 9日第五场大会报告，

由本次大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理学会监事长、

IUPS 执委王晓民教授主持，报告人是来自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Dan Yang 教授，报告题

目为：“A Motor Theory of Sleep Control”。5

月 10 日第六场大会报告，由 IUPS 秘书长

Ulrich Pohl 主持，报告人是来自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的 Alan Hargens 教授，报告题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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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vity of Exercise for a Mission to Mars”

的主旨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天的大

会报告，为 T. P. Feng Lecture（即冯德培纪念

讲座），是 IUPS 在 1995 年为纪念神经肌肉接

头研究领域国际公认的先驱者之一、我国著名

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Te-Pei Feng）教授而设

立的 IUPS 7 个纪念讲座之一，特别奖励在

“Nerve, muscle and synapse”研究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科学家，本次大会 T. P. Lecture 的报告

者是来自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研究员、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周嘉伟研

究员，报告题目是：“Non-canonical Role of 

Dopamine Receptor D2 in the Modula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

北京大学王韵教授主持该场报告。 

  

  

  

大会报告工作系统而前沿 

七场大会报告工作系统而前沿，受到了国

内外参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为参会代表

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讲者们深入浅出的演讲

以及与主持人、场外提问者的积极互动，为国

内外生理学领域学者和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时，主会场及另外 6 个分会场的专题报

告亦精彩纷呈，学术气氛热烈浓郁。21 个主旨

报告呈现出报告人对相关领域的把握和引领、

48 个专题论坛涵盖了生理学科不同分支未来

发展的趋势、4 个青年生理学者论坛展现出青

年人才辈出，更加夯实了国际生理学长远发展

的基础，以及与企业合作在内的企业专场，引

领医学教育前沿技术导向。值得一提的是主会

议之前的教学论坛和工作坊以及学术卫星会。

2022 年 3 月 26 日，以“生理学教学方法与实

验技术”为主题的 IUPS 会前教学论坛和工作

坊成功举办，来自 25 个国家/地区的生理教学

教育学家及教学工作者184人围绕主题进行了

充分交流，为 2022 年 5 月 12-13 日即将召开

的会后教学工作坊奠定了基础。2022 年 5 月 6

日的 3 场 IUPS 会前学术卫星会，围绕“神经

内分泌学和内分泌学进展”、“人类间质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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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网络”和“内皮激活与动脉粥样硬化”3 个

主题，汇集了生理学的前沿研究和重要进展，

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 位专家学者分享

了学术进展，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为主会议的召开进行了暖场，也是主会议的

重要补充。 

多样性的学术交流报告和墙报展示充分

体现了国际生理学科百花齐放的繁荣面貌和

生理学研究工作的快速发展势头，从不同学科、

不同领域、不同视觉，围绕共同感兴趣的主题

进行展示和讨论。各个分会场会议内容丰富多

彩，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代表的兴趣，与观众端

参会者在线上展开热烈讨论。

 

21 个主旨报告呈现报告人对相关领域的把握和引领 

  

  

各分会场学术气氛热烈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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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教学工作坊讨论充分 

 

会前学术卫星会一瞥 

会议期间，共有企业卫星会 5 场，赞助企

业和参展商 24 家，分别为：成都泰盟软件有

限公司、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华东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朗健嘉德科贸有限公

司、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飞

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吉安得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先尼仪器有限公司、东乐制药有限公司、

仪景通光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安徽朋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埃德仪器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安徽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华大基因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森西万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茂创

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三江仪器销售公

司、北京泰士特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柯瑞诗科

技有限公司、格来赛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卡尔蔡司光学有限公司、合肥雷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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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专场卫星会精彩纷呈 

 
会议网站赞助商列表 

 

各种形式的互动和交流 

三、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闭

幕式圆满落幕 

北京时间 2022 年 5 月 11 日晚 20:30 分，

伴随着线上直播间各项会议日程结束，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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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进入闭幕阶段。中

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王韵教授致闭幕

辞，并再次感谢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和国际生

理科学联合会的共同主办，感谢会务组、学会

秘书处和志愿者们的认真协助，以及欣欣翼翔

和美迪康公司团队不分昼夜的努力，感谢所有

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代表的热切关怀与鼎力

支持，正是各方的不懈努力，保证了第 39 届

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成功召开、圆满闭幕！

 

 

 

  

  
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致闭幕词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主席 Julie 

Chan 教授及新当选的第 40 届 IUPS 主席

Susan wary 教授出席闭幕式并致辞，高度肯定

并赞扬了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学术质量

高，学术日程安排合理丰富，会务服务专业、

暖心，为便于代表参会所采用电子日程系统免

去了因时差换算造成的困惑，各直播间的设置

也非常方便切换，展现出比现场会议更大的优

势，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赏。第 40 届 IUPS 大

会承办方德国生理学会主席 Stefan Gründer 教

授致辞并介绍了 2025 年将在德国召开的 IUPS

大会准备工作。IUPS2022 国际学术委员会共

同主席及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陈应城教授

主持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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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嘉宾致辞 

随后，众人瞩目的 IUPS 会旗交接仪式隆

重举行：由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担任

IUPS 会旗交接旗手，传递仪式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将象征着国

际生理学的旗帜郑重地从中国生理学会传递

给第 40 届国际生理联合会大会（IUPS2025）

主办方德国生理学会主席 Stefan Gründer 教授

手中。第 40 届 IUPS 大会将于 2025 年在德国

慕尼黑召开。此次交接仪式也是开创了首次线

上旗帜交接方式，仪式热烈且隆重。 

  

众人瞩目的 IUPS 旗帜交接仪式 

—第39届 IUPS大会主办方中国生理学会将IUPS旗帜交给第40届 IUPS大会主办方德国生理学会 

  

大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理学会监事长、IUPS 执委王晓民教授宣布闭幕 

最后，本次大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理学会监

事长、IUPS 执委王晓民教授正式宣布：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圆满闭幕！期待

2025 年相聚于德国慕尼黑！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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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精彩 | 第 39 届 IUPS 大会会后教学论坛与工作坊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成功教学策略”会议纪要 

 

2022 年 5 月 11 日的夜晚，伴随着整屏依

依不舍的挥手告别，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

会（International Union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持续 5 天的学术与教学饕餮大会落下帷

幕，一场专属的教学盛宴伴随着第二天的晨光

徐徐开启。 

2020 年 5 月 12-13 日，第 39 届 IUPS 大会

会后教学论坛与工作坊以“后新冠肺炎时代成

功教学策略”为主题，通过全球在线形式顺利

召开并圆满落下帷幕！整个工作坊的内容包括：

（1）3 个大会主旨发言；（2）4 个主题共 16

个教学论坛发言；（3）12 个主题工作坊；（4）

4 场电子海报交流。论坛及工作坊均以 ZOOM

在线，全程英语交流的方式进行。在成功策划

并总结 2022 年 3 月 26 日的 IUPS 前置教学工

作坊的经验基础上，本次教学论坛与工作坊的

召开更加彰显出内容的丰富和组织的有序，会

前和会后工作坊吸引了来自 35 个国家或地区

的221名生理学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注册参加。 

2022 年 5 月 12 日北京时间下午 3 点，在

本次教学工作坊执行主席蔡美玲教授（中国台

北）的主持下拉开帷幕，首先由 IUPS 教育工

作委员会主席 Rob Carroll 教授（美国）致开幕

辞，并由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王韵教授（北京

大学）致欢迎辞！短暂而充满激情的开幕式结

束后，会议常规进行了云端合影，为各位参会

者留下难忘的影像资料。

  

开幕式嘉宾致辞 

 

与会代表合影 

随后进入大会的主旨发言，来自美国的

Patricia Halpin 教授分享了关于在新冠疫情

（COVID-19）之前、之中及之后成功吸引学

生的教学策略。精彩的大会主旨发言后开设了

4 个主题的教学论坛，分别是：（1）COVID-19

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的教学策略：Mauricio 

Giuliodori 教授（阿根廷）、Ke-Li Tsai 教授（中

国台北）和 Christina Karatzaferi 教授（希腊）

围绕该主题分别与大家分享了疫情影响下各

自所在学校生理学教学的开展情况和教学策

略；（2）COVID-19 疫情前后的医学生理学“奥

林匹克”竞赛：4 位来自举办并传统参加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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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理学知识竞赛（IMPQ）的 Sundari Indah 

Wiyasihati（印尼），Raden Argarini (印尼)，

Hwee Ming Cheng（马来西亚）和 Irfiansyah 

Irwadi（印尼）分别就各自学校在疫情前后医

学生理学竞赛的组织及其对生理学教学的促

进进行了交流；（3）如何确保学生疫情期间

在线学习的参与度——教师与教学技术的作

用：在这个专题论坛中，由来自印度的

Sarmishtha Ghosh 和 Puja Dulloo 教授、美国的

Patricia Halpin 教授和斯里兰卡的 Mangala 

Gunatilake 教授分享了各自在教学中如何采用

各种教学策略与教学技术吸引学生参与到在

线学习中；（4）生理学的在线实验教学：本

专题围绕如何在线开展生理学的实验教学，由

5 位教授进行了论坛分享，他们分别是来自印

度尼西亚的 Adrianta Surjadhana、澳大利亚的

Kay Louise Colthorpe 和 Julia Choate、中国锦

州 医 科 大 学 的 于 利 、 巴 西 的 Camilo 

Lellis-Santos。 

 

精彩的大会报告 

在享受了众多教学策略和教学创新的讲

座后，老师们开始进入本次教学大餐真正的核

心实操环节——教学工作坊。本次大会共设 12

个教学工作坊，第 1 天（5 月 12 号）在一个时

间段同时开设 4 个，第 2 天分两个时间段各同

时开设 4 个工作坊。工作坊的时间均为 1 个半

小时。每个工作坊的主持者均对各自的工作坊

内容进行介绍，随后根据参与工作坊的老师人

数，在主持者和引导者组织下进行分组讨论和

实操，最后一起分享讨论结果，并由工作坊主

持者进行小结。与会代表根据自己的兴趣可选

择参加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工作在教学一线的

生理学老师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讨论，

交流经验，成功实现在工作坊学习新的教学方

法与教学策略的目的，收获颇丰。开设的 12

个工作坊内容、工作坊主持者和引导者及其工

作单位见下表： 

表  第 39 届 IUPS 大会后置教学工作坊与论坛 12 个工作坊汇总 

编号 内容 主持及引导者 单位 

1 增加大规模在线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 Chimay Shah 印度 gujarat 医学院 

2 MOOC 的设计 
冯丹丹，暨明，韩仰，

瞿湘萍 
中南大学 

3 生理学教学中教师的同理心 李建国，燕子 山西医科大学 

4 TBL 实操 Chin-Leong Li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5 MOOC 的运营与管理 
冯丹丹，暨明，韩仰，

瞿湘萍 
中南大学 

6 
采用角色扮演的教学法增加学生小组

在线学习的参与度 

Samina Malik 

Linda Jones 

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

英国苏格兰敦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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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课程设计增加线上学习的积极性 王铭洁 复旦大学 

8 PBL 教学策略实操 王韵，钟超，初明 北京大学 

9 
三位一体的生理学实验教学设计与构

建 
王觉进，高兴亚 南京医科大学 

10 

后疫情时代生理学教学中远程校际跨

专业教育与“激越四段式”教学的结合

与应用 

王庭槐，谈智，杨达

雅，曹颖男，许晓丹，

龙芷源，李劼昊，赖

宁艺 

中山大学 

11 不同学习环境下混合式学习的评价 吴雪飞 大连医科大学 

12 重构生理学课程内容促进翻转式学习 张忠芳 汕头大学 

第一天的工作坊结束后，论坛特别组织了

会议赞助商进行产品开发的汇报，公司位疫情

及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虚拟实验开发的产品

吸引了众多教师的关注，将对未来线上教学中

虚拟实验的开展带来强大的助力。 

  

教学工作坊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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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场工作坊 

时间来到第一天的深夜 22 点，满满 7 小

时的会议让与会代表们意犹未尽，全球生理学

教育工作者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线上欢迎晚会，

一小时的线上 party 和交流更加拉近了一群有

着共同教学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们之间的距离。 

 
线上欢迎晚会 

会议第二天在电子海报展示中开启，进行

电子海报展示的与会者都提前录制了自己海

报内容的音频，配合电子海报供参与代表们浏

览。同时，根据海报内容，会议分设了 4 个组，

每个组进入相应的 ZOOM 房间，每个房间均

有主持人和海报作者，与会代表根据自己对海

报内容的兴趣可随意进出各个展示间，与主持

人及海报作者进行深度交流。这样的方式有效

实现了线上海报展示的“面对面”交流。 

  

Poster 讨论 

海报展示后，会议进入了接下来两个时间

段的工作坊环节，完成 8 个工作坊的（每个时

间段同时开设 4 个工作坊），工作坊内容及组

织者见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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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坊讨论中 

5 月 13 号晚上 9 点，会议终于来到尾声，

第 2 个大会主旨报告隆重登场，来自澳大利亚

Christian Moro 教授的“采用现代先进技术辅

助生理学教学和学习”的精彩报告为整个教学

工作坊及论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精彩的大会报告 

闭幕式在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主任罗自强教授的支持下，再次由 IUPS 教育

工作委员会主席 Rob 教授及中国生理学会理

事长王韵教授致闭幕词，两位教授均对本次

IUPS 后置教学工作坊与论坛表达了高度的赞

扬，并期待 2025 年的 IUPS 与大家再次相会在

德国！ 

 

闭幕嘉宾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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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期待 2025 年德国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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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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虚拟实验医学虚拟实验医学虚拟实验
丰富的虚拟医学资源
XR沉浸式教学
VSP-100虚拟标准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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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平台

实验过程的⾃动跟踪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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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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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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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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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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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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融合⼤机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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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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