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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王  韵 

（2022 年 11 月 5 日） 

 

各位代表： 

大家好！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今天以在线的形式召开。我代表第二十五

届理事会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生理学会工作的

各位领导、向为学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的理事、监事和会员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我受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会的

委托，向大会报告第二十五届理事会期间学会

主要工作情况，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请各

位代表审议。 

一、第二十五届理事会期间学会主要工作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会任职期

间，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突如其来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本届理事会在中国科

协的正确领导和各位理事、监事的支持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依法办会、民主办会、规范办会、创新

办会”的原则，以“引领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发

展”为主线，以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团

结引领广大会员和生理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

科技创新，大力开展创新争先行动，立足基础

前沿，促进成果转化，以党建工作、学术交流、

学科建设、科学普及和健康宣传、科技奖励和

人才举荐等为重点业务、承办首次在中国召开

的世界生理联合会大会为首要任务，克服了错

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严峻挑战，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取

得显著成绩。学会治理结构更加合理，学会服

务能力大幅提升，学会事业持续发展。根据学

会章程，本届理事会即将完成全体会员所赋予

的光荣使命。 

（一）加强学会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桥

头堡作用，促进学会健康发展 

根据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关于全国学

会党建工作“两个全覆盖”（组织全覆盖，工作

全覆盖）的工作部署，2017 年 3 月成立中国生

理学会功能型党委，并于 2019 年完成了换届

改选工作。王韵书记带领新一届党委充分发挥

学会的桥梁纽带职责、团结引领广大会员把服

务国家发展作为“ 大的政治”和“重要的大局”，

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思想

政治引领空间深化拓展，润物无声凝心聚力，

不断筑牢会员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

的促进了学会的发展与进步。 

1.《章程》中增加党建有关内容，引领学

会健康发展。 

2020 年，学会按照《民政部关于督促指导

全国性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建有关内容

的函》和中国科协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督促

指导全国性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建有关

内容的函》的通知（科协函学字〔2020〕84

号）要求。在《中国生理学会章程》第一章“总

则”的“宗旨”条款中，增加了“本会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表述；在

“宗旨”条款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表述为

“本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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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二是在章程第一章“总则”的“宗旨”条款后增加

一条，表述为“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

提供必要条件”。 

2.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提高党建工作

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推动学会党建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 

2019 年 4 月 13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国

生理学会功能型党委扩大会议，与会代表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

的意见》的精神，纷纷表示要以弘扬生理学家

精神为抓手，着力集成资源、创新宣传手段，

潜移默化加强政治引领，激励引导科技工作者

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生理人”。同时，围

绕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等热点问题深入讨论交

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针对科技领域热点问题，

学会作为国家一级科技社团应引导公众正确

认识，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及时回应社会公众

关切问题，有效遏止错误思想言论传播。 

2021 年，功能型党委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提高党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推

动学会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结

合学会业务工作探索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组织

活动。依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和《中国生理学会章程》等，编制了

《中国生理学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

求意见稿）（2021-2025），并在第二十五届

中国生理学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上讨论通过。

学会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位，把党的建设落

到实处，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体现在学会治

理结构、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中，引领学会聚

焦主责主业，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推动科技和经济融合，为推进科技创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建功立业。 

（二）立德树人，传承和弘扬学会优良传

统，加强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建设 

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 总书记关于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建设工作

以及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

师生、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

学风，增强恪守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规范的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系好学术生涯“第一粒扣子”，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在全社会形成

崇尚 创新、鼓励探索、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

借助于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这一特殊历

史时刻，学会推进了一系列学风建设活动，追

忆中国近代生理学事业的发展历史，重温中国

生理学会的创业历程，学习、  弘扬和继承我

国老一辈生理学家热爱祖国、执着追求、无私

奉献的精神。 

1.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的庆典活动

及中国生理学会终身贡献奖颁发，赓续学会历

史，传承科学精神。 

2021 年 10 月 9 日，以在线的形式召开了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活动，学会理

事长王韵教授代表学会做“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报告内容

生动翔实，图文并茂，既追忆中国近代生理学

事业的发展历史、重温中国生理学会的奋斗历

程，又号召全体参会人员学习、弘扬和继承我

国老一辈生理学家热爱祖国、执着追求、无私

奉献的精神，希望大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

更好成绩，为我国生理学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相关内容也制作了视频，以利于传播宣传，赓

续历史。经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常务理事

会第 5 次会议讨论决定，在庆典大会中表彰并

授予范明、王晓民、王宪、王建军、夏强、马



 

 95

兰、谢俊霞、李葆明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终身

贡献奖”称号。“中国生理学会终身贡献奖”于

2011 年经中国生理学会第 23 届常务理事会第

3 次会议讨论设立，以表彰为学会发展和建设

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届领导。特邀嘉宾、学会第

二十届理事长杨雄里院士颁奖并致辞，他高度

赞扬了中国生理学会在 95 年的风雨历程中所

取得的骄人成绩，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

度赞誉。他特别提到范明、王晓民等学会近几

届领导带领广大中国生理学科技工作者共同

努力，为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国生理学科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再次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

发扬老一辈生理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高贵品

质，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生理学会科普平台定期为广大生理

学爱好者宣传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学术

年会安排中国生理学界前辈事迹介绍，激励年

青一代为中国生理学事业发展而不懈努力。 

学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

上的讲话，积极倡导广大会员大力发扬科学家

精神。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

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至

上，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担起历史重任，

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中国生理学会科普平台

定期为广大生理学爱好者宣传老一辈科学家

的奉献精神：如“林可胜—中国近代生理学的

奠基人（上、下）”；“昂首拓新路，俯身育杏

林-蔡翘先生生平”；“中国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

一代宗师冯德培先生生平”；“张锡钧先生简

述”、“纪念我国张香桐星的命名”；“写出个大

写的‘人’字-王志均先生生平（上、中、下）”；

“高山景行神志清，究脑穷源不止步-记中科院

院士陈宜张先生（上、中、下）”等。宣传学

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优秀品质。 

2019 年学术年会，学会第二十届理事长杨

雄里院士做了题为《执着和奉献—循着中国生

理学界前辈的足迹》的精彩演讲。生理学界前

辈“以科学为生命，以国家命运为己任”，为推

动中国生理科学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了

与会所有代表。 

3.学会年度工作手册介绍学会历史和学会

老前辈，紧密联系会员，传承优秀传统。 

为让会员了解学会一年的工作重点及下

一年的重点工作计划，学会专门为会员设计、

印刷并发放了学会工作手册。除涵盖以上内容

之外，在工作手册中介绍了学会历史和学会老

前辈及历任学会领导简介、现任常务理事和理

事名单及学会各工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不仅紧密了学会和会员之间的联系，

也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 

（三）发挥监事会监督职能，促进学会健

康发展 

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和部署，学会于 2018

年召开的第二十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在王晓民监事长的

领导下，本着对学会和广大会员负责的精神，

认真履行学会章程赋予监事会的各项工作职

能，独立行使监督权，促进学会依法依章程开

展工作，推进学会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权力制

衡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

基础治理制度。全体监事忠实勤勉履行监督职

责，较好地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作用，与学

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功能型党委一起努力，

促进了学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学会的持

续健康发展。同时，监事会还在制度建设、工

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实践，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四）学会积极组织会员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助力疫情防控、线上教育教学、线上学术

交流及科学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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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生活、教学和科研等各方面模式。

学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开展科普宣传、

教育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 

1. 加强科普宣传：学会在疫情防控工作上

一刻不敢松懈，通过科普平台宣传新型冠状病

毒防御知识。 

2. 推动了全球及全国范围内在线教育教

学的顺利开展，为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线上或线

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疫情对教育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机遇，学会抓住机遇，积极采取应对

措施，以不同形式推动疫情下全球及全国范围

内在线教育教学的开展。 

（1）主办在线国际教育教学会议，提升

生理学在线教学水平的发展并辐射至基础医

学相关学科。学会在疫情期间，积极和学会团

体会员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和埃德

仪器（ADInstruments）公司联合，分别于 2020

年 4 月和 7 月，主办了以“智慧•交融•定义生理

学教学新模式”和“后疫情时代的生理学教学

创新与探索”为主题的在线教学国际研讨会

（远程），围绕疫情及后疫情下生理教学工作

的创新和探索，开展海内外专家的现场探讨，

为我国生理教学工作者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应

对时代的变化。参会人数超过 3000 人，会议

空前成功，与会者反响热烈。2020 年 12 月 5

日，为总结疫情下生理教学工作的创新和探索，

由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生理学会

承办国际生理学教学在线研讨会：“后疫情时

代生理学慕课在教学中的应用”IUPS国际生理

学教学在线研讨会，共同分享疫情时期医学生

理教学的创新理念与技术，迎接后疫情时代在

线教育的新发展。 

（2）发挥教育工作委员会、学会期刊和

学会专家的作用，推进生理学在线教学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慕课建设和

应用得到迅速推广。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

期间，慕课对于保证全球高校教学的在线进行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会副理事长罗自强

教授和王世强教授开放生理学慕课课程，及时

为疫情下全国各院校的生理学课程教学及学

生学习提供便利。2021 年，疫情下为推进生理

教学的发展，《生理学报》设立了教学专辑，

以后疫情时代生理在线教学为主题，刊登生理

学教育教学文章，助力生理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3）学会与 IUPS 教育委员会合作，完满

完成了 IUPS2022 会前及会后在线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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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生理学教育家及

教学工作者们对教育教学的热诚。2022 年 5

月 12-13 日，第 39 届 IUPS 大会后置教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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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线方

式开展教学工作坊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和国

内教育工作者进行跨国家跨地区的教育教学

的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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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时俱进，创新思想，开创了在线年会

模式，既保障了学术年会的连贯性，也为

IUPS2022 在线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线下会议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为了确保学术年

会的连贯性，学会首次采取线上会议形式召开

了千人规模的会议，开创了线上会议新模式。

为学会分支机构、广大会员和生命科学领域工

作者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和渠道。2020 年 8

月 22-23 日，为期 2 天的线上会议共安排 4 场

大会报告、27 场专题研讨会，报告专家 162

人。大会收到投稿 290 篇，其中被录用墙报 221

篇；提交系统墙报 126 篇，其中 103 篇参加了

优秀墙报评审，同时有 13 家生命科学领域企

业在线进行学术交流和新产品推广。据统计结

果显示，为期两天的学术年会五个直播间合计

点击率为 41234 次，其中主会场直播间累计点

击率高达 16746 人次，其他四个直播间点击率

也均高于 5391 人次。会议影响力远远超过了

原定千人参会人数。此次线上会议的成功举办，

奠定且保障了学会学术年会的连贯性。在 2021

在线年会的学会 95 周年庆典活动及中国生理

学会终身贡献奖的颁发中，学会首次采用虚拟

舞台和讲台设计，为 IUPS2022 开幕式和闭幕

式的虚拟舞台和讲台的使用及 IUPS 会旗的云

传递提前进行预演，增强了与会代表的参会体

验。 

4.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探索肺部超声早期

快速诊断新冠肺炎。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流行，并快速向全

国蔓延。当时新冠肺炎诊断主要依靠 CT，但

CT 无法快速大量检测，新冠集中检测时稍有

不慎常常成为医院一个新的传染源。在国家急

需时刻，学会健康与衰老专委会副主任刘光慧

课题组迅速组织开展临床研究，发现超声可早

期快速诊断新冠肺炎，且肺脏超声具备安全无

辐射、敏感性高、简单易行、实时床旁等特点，

据此建议：可将肺脏超声作为新冠肺炎早期筛

查和临床评估优先选择的影像学手段。相关成

果迅速在 2020 年重症医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发表，杂志同期为此

工作发表了述评。成果发表后迅速得到国际同

行的认可，认为这一工作为新冠肺炎的早期、

大规模筛查提供了简便、快速、有实用价值的

新方法，值得向全世界介绍和推广。 

（五）成功举办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

合会大会，学会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极大地

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加强国际交流，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开

展对外交流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学会

充分发挥国际民间生理科技交流主渠道作用，

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秉持开放、信任、

合作理念引领科技工作者共同应对国际复杂

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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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承办权，在北京举办。 

历经 9 年的筹备，因疫情被迫延期主题为

“生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的第 39 届国际

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IUPS2022）于 202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以在线方式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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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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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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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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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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会第二十届理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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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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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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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1 人

次，其中主会场 1 号直播间累计点击率为 14，

836 人次，其它分会场 2-7 号直播间的点击

率也均高于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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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4 

次。IUPS 会旗交接和传递仪式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仪式热烈且

隆重，开创了首次线上旗帜交接方式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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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了国内外参会者的高度赞扬。 

第 39 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大会的圆满

召开，彰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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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疫情时代召开全球性和区

域性学术会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本次会议是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生理学人

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学会持续加强

与港澳台及海外科技组织的交流合作，团结服

务港澳台科技工作者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大局的体现。 

（六）学会坚持以“引领科技创新、推动

科技发展”为主线，积极推动搭建多层次、多

形式的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 

学会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对科技创新的引

领作用和学会的科技交流优势，高站位、高标

准、高质量搭建学术平台，与时俱进，开创了

学术年会制度和在线学术年会新模式，努力培

育以中国生理学学术年会为龙头、系列专业学

术交流为支撑、示范性学术会议为基础的学术

会议品牌集群。 

四年来，学会及各个专业委员会每年举办

各类学术会议、专题学术研讨会已形成常态化，

为优化整合科技资源也鼓励联合办会。四年累

计主办、承办或协办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近 40 次，累计参会人数近 1 万多人次，交流

论文 3000 余篇。具体如下： 

1. 开创了学术年会制度，繁荣了学会学术

活动，促进了各分支机构的交流和融合。 

根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

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并形成系列会议”的要求，

结合本届理事会需承办第 39 届世界生理联合

会大会的实际情况，将原每两年一次国际生理

学术大会及每四年一次全国生理学学术大会

修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的年会制度。年

会以各专业委员会联合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

要求各专业委员会组织分会场并按要求组织

人员参会（每个专业委员会参会人数不少于

100 人）。年会不仅展示各专业委员会在一年

来所取得的 新成绩，也提供了各个领域生理

学工作者在科研、教学和生理学实验技术方面

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也同时

举办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仪器展览、观摩及技

术交流，实现企业和学会的联动。第一次学术

年会于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在南京成功举

办，参会人数逾千人。本次年会创新了办会机

制，设立了 21 个专业委员会及教育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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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 26 个分会场专题报告，合计 143 位

专题报告者。会议内容丰富，涵盖 21 个专业

委员会内容及企业合作进行的“生理学教学信

息化分论坛暨 ESP 功能数字人专题研讨”内

容，报告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代表的兴趣，

讨论热烈，此外还有 316 份会议墙报，并评出

22 份优秀墙报。 

2. 勇于创新，开创了在线学术年会新模式，

确保学术年会的连贯性，促进了疫情下学会的

学术繁荣，并为 IUPS2022 成功召开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020 年学术年会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与

挑战，学会积极应对，排除万难，与时俱进，

通过与专业会议公司及第三方 IT 公司的多方

合作创新了会议新模式，于 2020 年 8 月 22-23

日将现场会议完整以远程在线模式呈现。为期

2 天的线上会议共安排 4 场大会报告、27 场专

题研讨会，报告专家 162 人。大会收到投稿 290

篇，其中被录用墙报 221 篇；提交系统墙报 126

篇，据统计结果显示，两天的学术年会五个直

播间合计点击率为 41，234 次，其中主会场直

播间累计点击率高达 16，746 人次，其他四个

直播间点击率也均高于 5，391 人次。 

这种在线的会议模式，不仅丝毫未降低学

术会议的质量及参会体验，在某些方面反而有

比现场会议更多的便利：（1）参会者不受现

场会议不同会场的物理距离的限制，可以实现

不同直播间之间的无缝衔接，便于参会者选取

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进行学习；（2）参会者可

选择互动留言等形式与报告者进行互动，屏幕

的连接使得听众和演讲者的距离拉近了，直播

间报告者也因同在一个直播平台，便于交流，

使得讨论更为便利；（3）首次采取的在线电

子墙报展示和优秀墙报评审，由于不受场地的

影响，比现场展示时间更长，也便于与会者方

便反复查看和回看，其中设置的留言平台，也

便于观看者和展示者之间的交流。随着无纸化

环保理念的推广，在未来的学术会议中，鼓励

电子墙报在线展示，为所有与会者提供更为便

捷的学习交流模式；（4）组织线上企业专场，

搭建了和企业合作交流的线上平台，设置的虚

拟展台，展示方式多，也便于参会者点击、浏

览及与企业留言沟通交流。后疫情时代下，线

上线下混合式会议模式将成为新型主流的学

术沟通方式。因此，本次大会是一个创新模式

下的大会，也是一个后疫情时代下团结奋进继

往开来的大会。 

在 2020 年成功在线年会基础上，2021 年

学术年会和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暨

张锡钧基金第 16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

论文交流会及第 14 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

学术会议也以在线模式于 2021 年 10 月 9-10

日圆满召开。两天的线上会议共有7个直播间，

其中主会场的 95 周年庆典活动使学会前辈和

同仁欢聚一堂，年会安排了 3 场大会报告、30

场专题报告研讨会（包括1场 IUPS国际专场）

以及1场张锡钧基金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

论文交流专场和1场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

术会议报告，共计 211 个报告。大会收到投稿

共计 259 篇，其中提交墙报 211 篇，张锡钧基

金学术论文口头交流 21 篇，青年生理学工作

者报告 27 篇。为期两天的学术年会，直播间

合计点击率为 25，842 次，其中主会场 1 号直

播间累计点击率更是高达 8，588 人次，其它

分会场 2-7 号直播间的点击率也均高于 3，691

次。 

线上会议的成功举办，奠定且保障了学术

年会的连贯性，充分展现学会各分支机构蓬勃

发展的态势，以及学校-企业和学会-企业之间

的交叉融合发展，也体现了学会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参会人员的高度

评价。 

除了学术年会，2019－2022 年各分支机构

举办学术会议 32 个。根据生理学领域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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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和难点以及生理学科技前沿动态和战略

需求，设立主会场和分会场，邀请院士和专家

学者做主旨报告和特邀报告，分专题交流和探

讨国内外 新研究成果，评选表彰青年优秀学

术报告。学术会议规模和论文质量逐年提高，

参会代表逐年增加，要求到大会上发言的生理

学工作者越来越踊跃，深受广大生理学科技工

作者的欢迎。 

3. 举办青年学术论坛，助力青年科技工作

者的成长成才，优化张锡钧基金优秀学术论文

交流会遴选办法和评审系统。 

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青年生理学工

作者学术会议，从中青年生理学界科技工作者

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生理学论文，在青年学术

会议上做主题报告，引导青年生理学科技人员

关注、了解生理学界国内外重大科技问题及

新进展。会上还评选优秀论文报告和优秀墙报，

带动了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和竞争拼搏精神。 

张锡钧基金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交流会于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在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与 2019 年学

术年会同期召开。相较于之前的会议，本次会

议由于和学术年会同期召开，增加了参会交流

的人数，促进了不同领域的青年人相互学习，

共同提升。 

张锡钧基金第十六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交流会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全天在

主会场成功举办。本届张锡钧基金学术论文交

流会首次采用在线评审，经 12 位专家审核 50

位申请人的书面材料后，邀请 21 位申请人在

本届论文交流会上做口头报告。在线口头报告

的评审工作中在监事会参与监督下，由学会理

事长王韵担任评审小组组长、学会 21 位常务

理事组成评审团，并在副理事长周嘉伟教授和

徐天乐教授的主持下圆满完成。 

为推动生理学青年人才的成长，学会从

1993 年起召开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

议，形式活泼、气氛热烈，成为青年生理学工

作者展示学术才华的舞台。人口老龄化增速、

国家应对健康老龄化需求显著提升，因而 2019

年第十四届全国青年学术会议邀请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教授做题为“衰老的编程

和重编程（Programming and Reprograming of 

Aging）”的特邀报告，为在场各位生理学界同

仁和优秀青年生理学工作者解读老龄生理学

的前沿研究进展。2021 年第十五届全国青年学

术会议首次采用线上会议模式，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从 51 份投稿中选出 10 位优秀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进行在线口头报告，向各位青年生理

学同仁展示 新的研究成果，为生理学界增添

新生力量。 

（七）改革治理结构，推动学会分支机构

的及会员发展 

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是学会高效开展工

作的基础和保障。第二十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

不断强化学会改革主体地位，以治理结构和治

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深化学会治理改革，探索

建立科学合理、位阶有序的工作制度，确保理

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等依规开展工作，

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学会的目标努力奋斗。 

1. 各工作委员会负责推动学会系统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学会常务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

指导和监督规划实施工作的落实。按照上述的

工作思路，学会第二十五届2次常务理事会（扩

大）会议对组织、学术、青年等 11 个工作委

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任务进行了明确，以保

障学会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落实到人。 

2. 在专业学术队伍领域，学会将组织相关

科研机构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把过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

么”转变为“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坚持“四个面向”，实现基础研究不断有重大原

创突破，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技术

创新要真正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补短板、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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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支撑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学会积极吸纳干细胞、自

主神经、血栓和止血、信息化教育等领域的优

秀科技工作者成立专业委员会，尤其是针对我

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及相关的健康及医

学问题，学会组织相关专家于 2020 年成立了

衰老与健康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学会工作

的覆盖面。同时，根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科协发学字〔2019〕

6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会实际工作情况，对《中

国生理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和

完善，为学会的规范化管理和分支机构的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3. 目前，学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数量为

24 个。今后，学会将根据工作实际和发展要求，

调整、完善分支机构设置，加强分支机构建设

和管理，规范分支机构活动开展，对长期不开

展活动或不服从学会管理我行我素的分支机

构进行亮牌、谈话、调整和清理。 

4. 在进行第二十六届理事会换届时，学会

延续第二十五届理事和常务理事推荐和遴选

原则，要求被提名人选需要代表本单位或者本

地区至少 25 名标准会员（与其他理事候选人

所代表的会员名单没有重叠，每两名学生会员

或资深会员视同一名标准会员），并保证在任

期间至少发展并代表 10 名新会员，按期督缴

新老会员会费，负责就学会相关工作保持与所

代表的新老会员密切联络，代表学会关心会员

的发展或成长，鼓励和指导会员参加学会活动，

每年至少与所代表的会员面对面交流一次，将

学会的温暖送给所代表的每一位会员；在无不

可抗拒的原因的情况下，注册并参加中国生理

学会第二十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并保证在当选

后参加中国生理学会每次理事会议以及中国

生理学会组织的全国和国际生理学大会（4 年

任期内请假超过两次或者无故缺席者视为违

反本项规定）；曾经或目前担任中国生理学会

理事，忠实履行学会要求的义务和职责情况良

好者；理事候选人身体健康，能履行理事职责，

按时参加每年一次的理事会，以确保理事会决

议的有效性；就上述职责或义务签署保证书。 

此外，学会要求新组建的专业委员会规模

不能少于 100 人，带动了新会员的发展。学会

通过多项举措，大力推动了会员发展。 

（八）遵循国家人才政策，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积极为国家举荐人才 

学会坚持以会兴业、以业聚才、以才引才，

持续打造团结引领的价值平台。学会是人才的

聚集地，应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围绕科技创新

需求和人才成长需求，搭建人才成长平台，拓

宽人才服务渠道，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认真做

好人才的培养举荐工作。 

1. 举荐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学会副理事长周嘉伟教授的

大脑衰老之谜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会理事王

羽峰教授的射乳反射同步化中枢的鉴定等多

个项目申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2. 按照《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学会创新和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的要求，中国科协启

动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引导、支持

学会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机制、培

养模式、评价标准，培育造就大批优秀青年科

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后备队

伍，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人

力资源保障。四年来，学会组织开展第五-八

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人才选拔工作，经全体

理事推荐和常务理事投票表决， 终将候选人

得票名次进行排序，成功推选天津医科大学

（何金龙）、北京大学医学部（尹悦）、东南

大学（闻毅）、复旦大学（魏香香）等青年人

才获得项目资助。 

3. 根据中央关于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的

工作部署和要求，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102 

委托，中国科协负责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候选人推荐（提名）工作。中国生理学会

作为中国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积极响应中国

科协的工作安排，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

组织推选 2021 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候选人的通知》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有关标准和要求，2021 年中国生理学会推荐

（提名）院士候选人。经过理事推荐和候选人

自荐，专家评审、网站公示等程序，向中国科

协推荐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会副理事长

王世强教授 2021 年院士候选人。 

4. 举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会常务理事

及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薛天教授的实现

哺乳动物裸眼红外视觉项目申报 2019年度“中

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并成功入选；举荐西

安交通大学刘静教授的肿瘤细胞“细胞周期紊

乱”与“细胞代谢紊乱”的偶联机制，中科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王立平研究员的中枢神经

环路调控压力应激诱发骨丢失和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健康与衰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刘

光慧研究员的器官衰老的机制及调控等项目

申报，其中“器官衰老的机制及调控”入选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5. 组织推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学会循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杰教授

的《炎症微环境在心力衰竭发病中的分子机制

研究》项目申报 2019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 

6. 学会圆满完成《生理学名词》编撰任务。

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生

理学会于 2014 年 8 月成立了“第二届生理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同时启动第二次生理学名词

审定工作。在全体委员的努力下，历经 6 年的

时间完成了此次生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全国

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公布了经

我学会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

生理学名词《生理学名词》（第二版，科学出

版社，2020 年 9 月）。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由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

为统一的规范化科技名词，各学界和公众媒体

应加以推广和使用。因此，学会会员今后在教

学和科研工作中、撰写论著和教材时以及在学

术会议中应使用《生理学名词》（第二版）公

布的 生理学名词或术语。 

7. 2019 年 5 月 10-11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

一届生理学知识大赛暨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

第五届中国地区赛在徐州医科大学学术报告

厅举行。复旦大学等 22 所高校的 36 支代表队，

近 300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比赛。清华大学、武

汉大学等高校派代表观摩了比赛。比赛采用全

英文读题，手写或口头作答的方式进行，主要

考察参赛选手的医学生理学知识储备和英语

交流能力。比赛的成功举办，促进了选手间交

流沟通，加深了兄弟院校间互相了解。 

（九）完善学会奖励设置和评审标准，遴

选和奖励青年科技人才 

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方面，学会进

一步完善了科技奖励体系。按照生理界前辈张

锡钧教授的愿望，为鼓励我国中青年生理学工

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我国生理学研究

的水平，促进我国生理学的发展，特设置张锡

钧基金。旨在奖励在生理学某一领域开展了较

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或工作创新有突出成绩，

并达到较高水平且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中青

年生理学工作者。 

此项评奖工作的管理科学性、评审过程公

正和公开性、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学科影响

力、奖励的设置及评审标准都很严格，采取省

市地方生理（科）学会推荐或候选人自荐相结

合的方式接受候选人报名，学会组织专家对参

评材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进行初审评选、其次

组织全体常务理事依据参评者的表达、图标制

作、答辩等指标评分的程序进行，学会力求有

更多专家参与评审。激励了更多的生理学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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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科领域青年人才奋发进取、培养和造就青

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本届内完成了 2019 年第十五届和 2021 年

第十六届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的评选，两届分

别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佳表达、 佳答辩、 佳图表制作各 1

名。通过此项评奖，涌现出一批热忱投入于生

理学教学与科研的青年才俊，这些生理学事业

发展的栋梁之才，均被纳入中国生理学会人才

库。 

（十）继续教育培训年年抓，为院校实验

技术人员搭建业务提升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生

理实验从传统的动物实验模式为主，向动物实

验+人体机能实验+虚拟仿真实验的三位一体

医学实验教学新体系过渡。三位一体的实验模

式既保留动物实验的核心内容，同时增加人体

机能实验以增加学生的体验感，用生理数据驱

动的虚拟仿真实验解释人体内部运行的具体

过程，对我国医学实验改革提出了新的方向。 

2019 年 7 月 15-18 日，在延边大学举办

“2019 年中国生理学会前沿生理学实验技术高

端论坛讲座及实验班”。延边大学医学院机能

实验教学中心进行教学实验和演示实验，成都

泰盟软件公司组织了“泰盟杯”机能实验趣味

比赛。学习班教学内容丰富充实，深入浅出的

教学内容深受广大学员们欢迎，得到学员的一

致好评，使学员获益匪浅。 

2019 年 8 月 4-8 日，在吉首大学举办“2019

年生理和行为学实验培训班”，通过国内众多

行为学实验专家和计算机电子信息专业工程

师讨论，形成新的思路和方法，建立更多创新

性的技术设备研发项目，将目前生理、病理和

药理机能实验教学成熟的考评方法和环节通

过 新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来辅助实现，为接

下来实体机能实验教学改革引领方向。 

2021 年 7 月 9-12 日，在南京医科大学举

办中国生理学会“三位一体”生理实验教学培

训班，重点讨论如何基于三位一体的创新形式

来开展生理学实验课程，实现基础与临床融合，

教学与科研结合的 新医学生理学实验方案。 

2021 年 7 月 13-16 日，在滨州医学院举办

“四位一体智慧化实验室建设发展论坛”，聘请

国内具有丰富教学与实践经验专家授课，详细

讲解生理学理论与实验教学相关前沿。会议的

举办推动中国生理学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发展，

提升广大一线教师的教学水平，推动生理学实

验教学新技术的应用，促进教学改革。疫情下，

会议仍然吸引了全国各大高校的生理学教育

工作者参加，并对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教

学大赛的获奖作品进行赏析点评。 

（十一）不断提高期刊质量，为学科发展

做出贡献 

学会主办的《生理学报》、《中国应用生

理学杂志》和《生理科学进展》三本中国核心

学术期刊一直运行良好，按时出版，并先后建

立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网页，在刊物与读者间建

立了新的桥梁，逐步扩大了读者群。 

《生理学报》创刊于 1927 年春，在北京

出版，是我国 早出版的生理科学学术期刊，

至今创刊已 95 周年。目前《生理学报》是由

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主办，中英文兼登的学术刊物。《生理学

报》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来源期刊。《生理学报》于 2012 年荣获“中国

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于 2013~2018

年连续荣获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称号。 

2019 年，《生理学报》的编委会换届，由

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学会副理事长管又飞教

授当选新一届编委会主编。2020 年，为推进生

理教学的发展，《生理学报》期刊设立了教学

专辑，刊登生理学教育教学文章，助力生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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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研究的发展。同时出版了“生殖生理学”专

辑、“应激、内分泌与代谢”专栏、“消化生理

学”专栏以及“呼吸生理学”专栏。同年《生理

学报》再创辉煌，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2020 年版基础医学类的核心期刊（北京大

学图书馆），入选“2020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目录”和“2020 年精品期刊目录”（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2021 年，《生理学报》联合

中国生理学会相关专委会委员组织和出版了

“细胞外基质与微环境”专栏、“神经影像与转

化神经科学”专栏、“花生四烯酸代谢与健康和

疾病”专辑和“糖脂代谢稳态调节与代谢性疾

病”专辑。2021 年，《生理学报》被评为第七

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2020~2021 年，连续 2

年入选“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

告”。WJCI 报告显示，《生理学报》的 2021

年的 WJCI 值为 0.482，较 2020 年（0.268）有

显著的提高，在“生理学”学科入选的全球 42

种期刊中位列第 34 名，位于 Q4 分区，在同学

科入选的中国大陆 3 种期刊中，《生理学报》

位列第一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21

年的统计报告显示，《生理学报》核心影响因

子 0.830，较上一年（0.667）有较大增长，排

名基础医学类期刊第 8 位。2022 年，改版了封

面设计，组织和出版了“肾脏生理与疾病机制”

专辑和“血管钙化”专栏。《生理学报》在学会

的支持下，正在向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期刋的

道路上砥砺前行！ 

《生理科学进展》是中国科协主管、中国

生理学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双月刊学术

期刊，创办于 1957 年。现任主编王宪教授，

副主编童坦君院士、范明教授、李学军教授等。

《生理科学进展》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国医药卫生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1996-2018）；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1992-2020），被《中国期刊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生物医学

引文数据库 CMC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

期刊群（中国核心期刊数据库）；美国《医学

索引（IM）》、美国《化学文摘》（CA）等

收录。该刊综合报道国内外生理科学领域新进

展，刊登有关生理科学，即生理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生物物

理学、营养学等领域相关的综述论文和小专论。

并辟有刊头专文、评述、教育教学专栏、专题

讲座、生理科学家、生理科学史话、国际学术

动态、生理科学与临床、诺贝尔奖工作回顾、

科技名词评议、科研新闻等栏目。该刊紧跟相

关领域国内外 新进展，每年组织专题特邀综

述，例如近几年组稿了“运动”专辑、“帕金森

病”专辑、“非编码 RNA”专辑、“气体小分子”

专辑、“线粒体”专辑和“肠道微生物与代谢”专

辑等。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公司、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和清

华大学图书馆联合发布的 2021 年中国学术期

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科版）发布的中国期刊 Q

生物学类 93 个杂志中，该刊排名第 33 位，影

响因子为 1.262，位于 Q2 区；多年入选“科技

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2021 年

WJCI 报告显示，《生理科学进展》的 2021 年

WJCI 值为 0.455，在“生理学”学科入选的全球

42 种期刊中位列第 38 名，位于 Q4 分区。2022

年，该刊将改版杂志页面排版，并完善杂志官

网；该刊将继续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努力争创

国内领先期刊杂志。  

《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于 1985 年 2 月

创刊，由军事科学院主管，中国生理学会和军

事医学研究院卫生环境医学研究所主办，系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双月刊期刊。因军队系统改革，

军事医学研究院不再作为主办单位，经中国生

理学会、军事医学院研究院和天津大学三方友

好协商，主办单位改为中国生理学会和天津大

学，主管单位改为教育部。从而期刊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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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队转为地方管理的进程，后续学会将和主

管单位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期刊的发展。 

（十二）加强学会信息化建设，大幅提升

学会管理水平，优质服务会员 

1. 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方面，推进

学会办公制度化、系统信息化和官网建设，加

强学会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 

（1）为保障学会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

学会开创了每周办公室成员和理事长、秘书长

及副秘书长的例会制度，总结汇报一周的工作

及下一周工作安排。 

（2）明确《公章使用管理规范》，严格

实施办公审批流程等。实现办公文档标准化，

制定《文档标准模版》统一文档格式。 

（3）信息化建设方面，完善升级学会官

网建设，完成域名备案及网站迁移等工作。学

会域名邮箱建立和办公 OA 系统建设，使用钉

钉办公平台。  

（4）建立网上会议系统，采用视频会议

推广，通过 Zoom 和腾讯等会议软件开展远程

视频会议模式，实现线上交流方式，通过视频

在线会议实现了疫情下各项学术工作等开展。 

（5）建设人才项目申报、评审系统和推

荐材料线上提交系统。系统已上线正常运行，

支持了张锡钧基金第十六届全国青年优秀生

理学学术论文评选的线上申报提交、专家在线

评审，以及现场报告评选工作以及第二十六届

理事候选人及会员代表的推荐工作。 

2. 积极吸纳会员，完善企业会员条例，加

强会员管理，提升会员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会员注册人数达到 7405 人，

其中永久会员 560 人。在第 25 届第六次常务

理事会上，新加入并通过两个团体会员（华东

医药和埃德仪器）。通过了关于修改和完善中

国生理学会章程的说明，组织讨论《中国生理

学会企业团体会员条例》文件，明确申请条件、

申请方式、会员单位权利和义务等具体文件条

例介绍。四年来，学会编纂印刷会员刊物《生

理通讯》（双月刊）24 期。全体会员免费邮寄

《生理通讯》近 10000 册，同时开通线上电子

版，实现无纸化的基础上方便广大会员阅读。 

二、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回顾过去的四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四年，

学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有

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特别是当前正处于由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历史交汇期，时值十四五的开端，收官

和开局并举，承前与启后交替，时间紧迫，任

务繁重，更需要实干苦干、开拓进取。只有撸

起袖子加油干，瞄准目标不停干，才能不断开

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朝着伟

大目标奋勇前进。 

为此，新一届理事会应当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二十大的文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以

“四个面向”为指引，坚持“依法、民主、规范、

创新”的办会原则，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和管理

水平，牢记责任和使命以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

现代化为目标深化学会治理改革，继续发展港

澳台会员和外籍会员，探索吸纳港澳台及海外

知华友华科学家在学会任职，拓展学会发展国

际视野，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学会努力奋斗。具

体举措如下： 

（一）进一步强化学会功能型党委在学会

各项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进一步加强学会党建工作，尤其是功能型

党委的建设，对于引领学会正确发展方向，激

发活力，促进学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继续保持并强

化定期召开功能型党委、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工

作联席会议，就学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交流，

努力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保

障学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为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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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监事会是对学会工作实施

全面监督的常设监督机构，独立行使监督权，

是促进学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推进全国学

会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权力制衡机制、信息公

开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基础治理制度。

学会将制定《中国生理学会监事会条例》，从

人员、经费等多方面予以保障，从而实现学会

又快又好的发展模式。 

（三）突出科技治理特色，打造系统联动

的智库体系。学会将建立持续研判机制，组织

引导科技工作者聚焦国家战略，积极建言献策。

探索跨界研判“卡脖子”瓶颈的工作机制，持续

发布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

问题。协同高校、企业和专家会员形成开放研

究平台，围绕基础研究、生命科学、公共卫生

等重大问题，组建高级别智库。通过多种方式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全面提

升学会的综合能力。 

（四）利用 2022 年成功举办 IUPS 大会的

契机，进一步巩固与国际生理学界业已形成的

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宽国际生理学研究与教学

的交流的渠道和路径，努力扩大中国生理学界

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推动生命科学的全面发

展。 

（五）加强专业委员会的管理工作及评估，

建立奖励和退出机制。依据《中国生理学会分

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及《中国生理学会分支

机构考核办法》，完善分支机构的组织管理、

活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

和考核，积极推动学会改革发展，激发学会活

力，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协同创新

发展。 

（六）加强会员服务。积极打造全方位、

多层次的会员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会员服务能

力和水平，通过推动学会和会员交流对话、反

映会员意见诉求等举措，开展各项会员服务工

作，用实际行动切实增强会员的“获得感”和

“信任感”。通过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内容，

把学会办成凝聚生理学科技工作者的大平台。 

（七）继续提升学会期刊质量。要按照中

国科协组织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组织理事、会员

积极投稿，逐步提高论文质量，提升期刊影响

力，争取推动《生理学报》等学会主办的期刊

早日跻身国际前列。 

（八）坚持改革创新，树立以问题为导向

的改革思维，不断拓展工作空间，强化自身管

理，练好内功，更好地发挥学会的优势，将学

会做大做强，在有限范围内，做出特色，为学

会工作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本届理事会的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协的积

极引导，学会监事会监督，全体会员的全力支

持和配合。在此，我代表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向

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在新一届理

事会领导下，学会事业乘势而上，在学科建设、

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必将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谢谢各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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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的中文名称为中国生理学

会 ， 英 文 译 名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缩写为 CAPS。  

第二条  中国生理学会（以下简称“本会”）

是由中国生理科学工作者和有关单位、社会团

体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是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的单位会员。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本会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守宪法、

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促进我国科技进步、

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推动我国生理科学人才

成长和提高，推动我国生理科学发展和普及，

促进生理科学技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本会提倡辩证唯物

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弘扬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倡导“献身、

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团结广大生理科

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开展继续教育和普及生理科技知识，促进出成

果、出人才和国际交往做出贡献。 

第四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

提供必要条件。 

第五条  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

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本会住所设在北京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是： 

（一）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

诉求，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建设科技

工作者之家。 

（二）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倡

导学术民主，优化学术环境，促进学科发展，

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三）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参

与科学论证和咨询服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推

广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 

（五）健全科学共同体的自律功能，推动

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诚信监督机制，促进科学

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 

（六）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家科技战

略、规划、布局、政策、法律法规的咨询制定

和国家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

工作，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 

（七）承接科技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水平

评价、技术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政

府委托工作或转移职能。 

（八）举荐科技人才，注重激发青少年科

技兴趣，发现培养杰出青年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九）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为海外

科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提供服务。 

（十）依照有关规定，开展科技图书、期

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编辑、出

版、发行，以及相关数字出版活动，提供科技

知识服务。 

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

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会  员 

第八条  本会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含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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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港澳台地区）和单位会员。 

第九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

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本会的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

响。  

第十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填写并递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核批

准； 

（三）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

发给会员证。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非外籍会员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建议权、批评权和监

督权；  

（三）参加本会学术会议及各种活动的优

先权；  

（四）享受本会提供的服务及取得有关学

术资料的优先权；  

（五）单位会员可经学会同意并在学会协

助下开展技术咨询，举办培训班和其他业务活

动；  

（六）自愿退会。  

第十二条  会员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二）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委托的工作；  

（四）积极参加本会的各种活动，协助并

支持本会组织的技术培训及有关学术和科普

活动；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三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并交回会员证。会员 2 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

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

行为、严重损害本会利益、有严重学术不端或

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者，经理事会或常

务理事会审核并讨论通过，可予以除名。  

第四章  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本会的 高权力机构是会员

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四年。因特殊情

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

批准。延期换届 长不超过 1 年。  

第十六条  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审议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  

（五）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任务；  

（六）决定终止事宜；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

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

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第五章  理事会及其负责人 

第十八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

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和组织

本会的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九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在代表

大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应届理事会的

任期即告终止。理事在任职期间三次缺席理事

会视为自动放弃理事资格。理事 多连续任职

三届。当选理事时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海外、

港澳台地区及边远地区的理事年龄可适当放

宽）。 

第二十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产生和罢免常务理事、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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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情

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决定本会各机构（办事机构、分支

机构、派出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七）决定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

的聘任和解聘；  

（八）负责筹措本会的活动经费，领导本

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本会的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本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定须经到会理事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二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如有特殊情况，可采取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三条  本会设常务理事会，由理事

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在会

员代表大会期间产生新的一届理事会后，由新

的理事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常务理事会。常务

理事的人数不应超过理事会理事总数的三分

之一。在理事会闭会期间，常务理事会行使理

事会第一、三、五、六、七、八、九项的职权，

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

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有

到会常务理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常务理事在任职期间三次缺席常务理事会视

为自动放弃常务理事资格。常务理事 多连续

任职三届。当选常务理事时年龄不超过 60 周

岁（海外、港澳台地区及边远地区的常务理事

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二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

一次会议，特殊情况下，可采取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六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高任

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海外、港澳台地区副

理事长年龄可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 70 周岁；  

（三）秘书长 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62 周

岁且为专职；  

（四）热心学会工作，作风正派，身体健

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七条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每届任期四年，连任不超过两届。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如有特殊情况需超届任职，

须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

关批准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八条  理事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

因特殊情况，经理事长推荐、理事会同意，报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

准后，可以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

人。聘任或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秘书长不得任本

会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

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九条  本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和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常务

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向理事会提名秘书长人选。  

第三十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组织实

施学会的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学会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的

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及各机构的主要负责

人，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  

（四）决定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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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监事会及其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是本会的监督机构，

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三十二条  监事会每届任期与理事会

相同，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罢免。监事

会规模 3-9 人，任职时监事会成员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

事、常务理事、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学会专职工

作人员不得兼任监事，换届留任监事不超过上

一届全体监事的 2/3，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的职权是：  

（一）选举和罢免、监事长、副监事长； 

（二）列席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并

对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  

（三）对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执行本

会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本会章程

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的人员提出罢免建议；  

（四）检查本会的财务报告，向会员代表

大会报告监事会的工作和提出提案；  

（五）对负责人、理事、常务理事、财务

管理人员损害本会利益的行为，要求其及时予

以纠正；  

（六）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

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本会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七）决定其他应由监事会审议的事项。  

第三十四条  监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

议，监事会会议须有 2/3 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

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监事 1/2 以上通过方为有

效。  

第三十五条  监事长、副监事长必须具备

下列条件：  

（一）在本会担任过常务理事或以上职务，

熟悉并有能力监督学会工作；  

（二）监事长、副监事长 高任职年龄不

超过 70 周岁；  

（三）热心学会工作，作风正派，身体健

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六）学会功能型党委纪检委员由党员监

事长担任，监事长为非党员的由党员副监事长

担任。 

第三十六条  学会秘书处指派一人担任

监事会兼职秘书。学会每年安排监事会工作的

财务预算，保障监事会工作的经费。 

第七章  资产管理和使用原则 

第三十七条  本会经费的来源：  

（一）会员会费；  

（二）政府资助；  

（三）捐赠；  

（四）在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提供

服务的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八条  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

取会员会费。 

第三十九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

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

配。  

第四十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

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一条  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

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

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

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二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

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代表大会、

监事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

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

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布。  

第四十三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

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审计。  

第四十四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

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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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

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四十六条  对本会章程的修改，由理事

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七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

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 15 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经同意，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

效。  

第九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四十八条  本会如因完成宗旨或自行

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而需要注销，须由理

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经会员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

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九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

单位及有关机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

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本会不开

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五十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

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监督下，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会章程经 2022 年 11 月 5

日第 26 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五十二条  本会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

理事会。  

第五十三条  本章程自民政部核准之日

起生效。

 
 

中国生理学会章程修订说明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会自身建设和发展，适

应新形势下学会发展需要，根据民政部和中国

科协的有关规定，经 2022 年 9 月 17 日二十五

届 10 次常务理事会讨论提议，我们对《中国

生理学会章程》做如下修订： 

一、修订必要性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

意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载入有关

社会组织的章程”的有关要求，以及《民政部

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和《民政部关

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

的通知》的精神，中国生理学会按照中国科协

的统一工作部署，全面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

源头上确保学会的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

导向，在《中国生理学会章程》中载入“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监事会规模、

人选及组织建设等相关内容。 

二、修订过程 

中国生理学会按照中国科协的工作部署，

根据《关于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章程修订有

关事项的通知》（科协学函管字〔2020〕27

号）要求，并结合学会的工作实际情况对《中

国生理学会章程》进行修订。 

第一章 总则部分，增加了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 业务范围，按照《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全国学会 组织通则（试行）》规定，学

会主要业务内容进行更正。 

第五章 第二十条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全国学会  组织通则（试行）》规定，对理

事会职权进行更正。 

第六章 监事会及其负责人方面，增加了

监事会成员  数量、届数、任职要求等相关规

定，增加了学会功能型党委的纪检委员由党员

监事长担任，监事长为非党员的由党员副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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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担任，以及提供人员和经费保障等条目。学

会将《中国生理学会章程》（修订版）向全体

理事征求意见后，提交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审议

通过。 

其他章节条款也有部分按照要求进行了

修订。 

三、修订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修订为“中国生理

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由中国生理科学工

作者和有关单位、社会团体自愿结成的全国性、

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

人资格，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单位会员。” 

第三条 更正为“本会的宗旨是：本会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守宪法、

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促进我国科技进步、

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推动我国生理科学人才

成长和提高，推动我国生理科学发展和普及，

促进生理科学技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本会提倡辩证唯物

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弘扬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倡导“献身、

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团结广大生理科

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开展继续教育和普及生理科技知识，促进出成

果、出人才和国际交往做出贡献。” 

将原第三条的部分内容修改为现第四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

件。” 

第二章 原第六条修改为现第七条“本会

的业务范围 

（一）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

诉求，维护科技工作者的  合法权益，建设科

技工作者之家。 

（二）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倡

导学术民主，优化学术环境，促进学科发展，

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三）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参

与科学论证和咨询服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推

广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 

（五）健全科学共同体的自律功能，推动

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诚信监督机制，促进科学

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 

（六）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家科技战略、

规划、布局、政策、法律法规的咨询制定和国

家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 

（七）承接科技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水平

评价、技术  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

政府委托工作或转移职能。 

（八）举荐科技人才，注重激发青少年科

技兴趣，发现培养杰出青年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九）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为海外

科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提供服务。 

（十）依照有关规定，开展科技图书、期

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编辑、出

版、发行，以及相关  数字出版活动，提供科

技知识服务。 

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

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原第七条修改为现第八条“个人

会员（包含港澳台地区）。” 

第十条 原第九条（三）修改为现第十条

（三）“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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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会员证。” 

第五章 原第十八条修改为现第十九条，

增加了“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和边远地区的理事

年龄可适当放宽”的内容。” 

原第十九条修改为现第二十条“理事会的

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罢免理事（常务理事）、副

理事长、理事长，聘任、解聘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

况； 

（五）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

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六）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

的聘任； 

（七）领导学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八）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九）负责会员的发展和除名； 

（十）履行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原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现第二十四条，增加

了“海外、港澳台地区及边远地区的常务理事

年龄可适当放宽” 

原第二十五条（二）修改为现第二十六条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高任职

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海外、港澳台地区副理

事长年龄可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 70 周岁；” 

删除原第二十六条“本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如超过 高任职年龄，须经理事会

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

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原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理事长为本会法定

代表人。因特殊情况，经理事长推荐、理事会

同意，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并经登记管理

机关批准后，可以由副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

人。” 

第六章 原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现第三十二

条“监事会  每届任期与理事会相同，由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罢免。监事会规模 3-9 人，

任职时监事会成员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学会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常务理事、

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学会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兼

任监事，换届留任监事不超过上一届全体监事

的 2/3，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十四条 增加了“选举和罢免、监事长、

副监事长；” 

第三十五条（二）修订为“监事长、副监

事长 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增加了

“（六）学会功能型党委纪检委员由党员监事

长担任，监事长为非党员的由党员副监事长担

任。” 

增加了第三十六条“学会秘书处指派一人

担任监事会兼职秘书。学会每年安排监事会工

作的财务预算，保障监事会工作的经费。” 

第七章 原第三十七条修订为现第三十九

条“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内

的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修改为“本会

章程经 2022 年 11 月 5 日第二十六次会员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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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 

王  韵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  炜  陈思锋  林默君  周嘉伟 

徐天乐  黄  聿  程  涛  薛  天 

秘书长（聘任）： 

李俊发 

副秘书长（聘任）： 

曲爱娟  黄  薇  梅  竹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晓 马克涛 王  升 王海滨 王  韵 

孔  炜 艾  玎 边  巴 曲爱娟  朱心红 

朱玲玲 朱  亮 朱铃强 朱景宁 向  阳 

刘康栋 李光华 李红芳  杨文星 杨  巍 

邱德来 余华荣 张  伟 陆  巍 陈世民 

陈思锋 陈晓伟  陈腾祥 武胜昔 林默君 

金宏波 周嘉伟 禹永春 姜  宏 徐天乐 

徐成丽  高  路 黄  聿 程  涛 焦向英 

黎  静 潘秉兴 薛  天 薛明明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晓 马克涛 马  恒 马  鑫 王万铁 

王  升 王  宇 王欢欢  王觉进 王烈成 

王海滨 王  韵 孔  炜 艾  玎 石瑞丽 

付守鹏  边  巴 巩永凤 曲爱娟 朱卫忠 

朱心红 朱玲玲 朱  亮 朱铃强  朱景宁 

向  阳 刘光慧 刘  兵 刘铁民 刘康栋 

刘  蕾 许继田  阮雄中 孙宏丽 杜久林 

杜美蓉 李正红 李光华 李红芳 李鸿珠 

李  嘉 李  韶 杨文星 杨华乾 杨秀红 

杨  艳 杨  巍 吴海涛  邱德来 何  超 

余华荣 汪  军  张  伟 张  宇 张纪岩 

张环环  张炜真  张晓燕 张  婷 张  颖 

张嘉漪  陆  巍 陈文芳 陈世民 陈  刚 

陈学群  陈思锋 陈晓伟 陈腾祥 陈  懿 

武胜昔  范小芳 林  岩  林  春  林默君 

欧阳昆富  金宏波 金清华 周  静  周嘉伟 

封启龙  胡  浩 胡清华 信文君 禹永春 

姜  宏  骆晓峰 秦  岭 袁东智  袁  芳 

贾  军  夏  阳 徐广银 徐天乐 徐成丽 

徐哲龙  徐  颖  高  云 高剑峰 高  路 

唐宗湘  唐爱辉 涂海军 黄  聿 黄志华 

黄  诚  曹晓华 章小清 彭碧文 蒋淑君 

景向红  程  勇 程  涛  焦向英 焦建伟 

舒友生  曾  烨 曾  燕 管茶香 黎  静 

滕  旭  潘秉兴 薛  天 薛明明 霍福权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监事会名单 
 
监事长： 

李葆明 

副监事长： 

罗自强  管又飞 

监事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汪萌芽 陆利民 岳利民 倪  鑫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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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功能型党委委员名单 
 
党委书记：王  韵 

党委副书记：周嘉伟 

纪委委员：李葆明 

组织委员：陈思锋 

宣传委员：徐天乐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中国生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 

会议纪要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中国生理学科战略发展研讨会于 2022

年 11 月 5-6 日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圆满召开

并顺利落下帷幕。会议原定于四川成都召开，

受疫情的影响，经中国科协和民政部批准，采

取视频会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来自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香港地区 324 名会员代

表参加此次会议。 

两天的会议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天为中

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财务报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生

理学会章程修订草案》及修改说明、选举办法

及监票人拟定名单等多项文件，并通过投票选

举产生了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第二届监事会等

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第二天为中国生理学科

战略发展研讨会，由 21 个分支机构战略发展

报告及学会主办的两本期刊《生理学报》和《生

理科学进展》发展报告组成，涵盖了中国生理

学界近年来辛勤耕耘潜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凝练了本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指出了生理学

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引起了热烈讨论，受到了

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赞赏。 

一、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本次代表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

办。线上会议采用腾讯会议软件，会议号为：

927-404-473，线上参会人员包括当然代表及一

般会员代表，共计 314 人。线下会场设在西郊

宾馆，现场参会人员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副书记徐延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

创新部副部长杨书宣、第 25 届理事长王韵教

授、第一届监事长王晓民教授等学会领导班子

及工作人员，共计 20 人。 

（一）开幕式 

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于

11 月 5 日上午 8:30 准时举行，由中国生理学

会第二十五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李俊发教授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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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视频会议换届的

要求，首先清点会员代表人数（其中当然代表

是指 25 届理事会理事、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及

拟任的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监事会

监事，共计 153 人；一般代表指经会员推荐产

生的代表，共计 171 人），大会应出席会员代

表 324 名（线上会议代表 318 人，现场会议代

表 6 人），实到会员代表总数 324 名，出席人

数 100%，超过了应到会代表总数三分之二，

可以正式开始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副

书记代表中国科协在开幕式中致辞。他首先代

表中国科协向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与

会的生理学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崇高的敬意。他总结到，中国生理学会是

我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学术团体，在学会理

事会、学会党委、学会监事会的领导下，学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引领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发展为主

线，以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团结引领广大生

理学科科技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

优势、积极作为——学会圆满承办了第 39 届

国际生理联合会大会，大幅提升了我国生理学

科的国际影响力；学会培育了学术年会、青年

学术论坛等多层次、多品牌学术活动；学会主

办的《生理学报》等刊物多次荣获中国国际影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内涵丰富、内容优质；学

会编辑出版的《生理学名词》等很好的推动了

整个学科的发展；学会推荐的多名青年科技人

才入选了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学会还

主办在线的国际教育会议来助力全球抗疫，为

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做出积极贡献。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报告首次将教

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与战略性支撑，进行了统筹部署，

专章表述，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高度

重视。接下来，他对中国生理学会及新一届理

事会、监事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国生理

学会已经走过了 96 年的光辉历程，形成了优

良的传统，也积累了宝贵的办会经验，面对新

形势、新征程、新任务，希望中国生理学会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引领生

理学科领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牢记初心、集智攻关，为保障人

民生命健康做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贡献，一要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切实肩负起团结生理学科

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的职责使命，紧紧

围绕坚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条

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科技社团发展道

路，继续深化党政强会，切实推动党的全面领

导与依法依章程办会相结合，促进党建与业务

相结合发展，传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把广大

生理学科科技工作者、 广泛、 紧密的结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筑牢生

理学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二要聚焦学

科领域的创新趋势，积极投身健康中国建设，

坚持四个面向，例如服务人民生命健康，围绕

生理学科领域重大问题难题组织开展原创性

基础研究，积极打造品牌学术活动，大力建设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广泛开展优质普惠的健康

科普宣传，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为民服务，

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着力凝聚创

新人才、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开放合作，为健

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三要持续深化改革，不

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开放循环世界

眼光，加强自身建设，完善依法依章程办会的

机制，不断提升理事会、监事会履职效能，加

强秘书长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实发挥分支

机构的作用，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会员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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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质量，确实增强学会的组织凝聚力、学术

引领力、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

工作者之家，中国科协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

生理学会的改革创新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科协

的资源为学会提供服务、保障和支撑。 后，

徐延豪副书记呼吁：时代催人奋进，使命呼唤

担当，让我们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砥砺

奋进、争创一流，为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健康强国添砖加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二）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 

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生理学会章程

修订草案》及修改说明、选举办法及监票人拟

定名单等大会文件。 

 

1.第二十五届理事长王韵教授做第二十五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王韵理事长在工作报告中总结到，本届理

事会在中国科协的正确领导和各位理事、监事

的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办会、民主办会、规

范办会、创新办会”的原则，以“引领科技创

新、推动科技发展”为主线，以服务健康中国

战略为目标，团结引领广大会员和生理科技工

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推动学会事业持续发

展，并分别从党建工作、学风建设、监事会工

作、在线教学、国际学术大会、国内学术大会、

改革治理结构、举荐人才、教育培训、期刊建

设、信息化建设等十二个方面对学会过去四年

的主要工作做了详细介绍，特别是成功召开中

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大会和 IUPS2022

国际学术大会，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生理学界的

高度赞誉；同时也从进一步加强党对学会的领

导、强化监事会职能、打造智库体系、加强国

际交流、加强分支机构管理和发展会员等方面

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在

各位会员的支持下，中国生理学会能把握机遇，

开拓进取，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加大向国际进

军的步伐。 

2.第二十五届秘书长李俊发教授作第二十

五届财务工作报告 

本届财务工作认真执行国家财政部颁布

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严格按照会

费标准和章程的规定，牢固树立合理经营理念，

积极拓展经费来源，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活动，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宗旨

和节俭原则，严格控制各方面开支，得到了广

大会员与上级单位认可与肯定。本次财务报告

并分别从学会的财务收支等基本状况、存在的

问题及今后财务工作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总体上本届理事会期间学会财务状况有明显

增长。 

3.第一届监事长王晓民教授作第一届监事

会报告 

受中国生理学会第一届监事会的委托，王

晓民监事长介绍了第一届监事会期间学会监

事会履职情况，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监

事会工作办法（试行）》、《中国生理学会章

程》规定，中国生理学会首届监事会在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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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的正确领导和全体监事的共同努力下，本着

对学会和全体会员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学会

章程赋予监事会的各项工作职能，公开公正、

忠实勤勉履行监督职责，较好地发挥监事会的

监督职能作用，与学会相关部门一起努力，促

进了学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学会的持续

健康发展。监事长还分别从第一届监事会期间

学会监事会履职情况和对下一届常务理事会、

理事会和监事会工作的建议两个方面进行了

全面的总结，内容翔实全面。 

4.李俊发秘书长作第二十六届《中国生理

学会章程（修订案）》及章程修改说明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

意见》中“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载入有

关社会组织的章程”的有关要求，以及《民政

部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和《民政部

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有关要

求的通知》的精神，中国生理学会按照中国科

协的统一工作部署，根据《关于中国科协所属

全国学会章程修订有关事项的通知》（科协学

函管字〔2020〕27 号）要求，结合学会工作实

际情况对《中国生理学会章程》进行修订。李

俊发秘书长分别从章程修订的必要性、修订过

程及修订的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第一章总则部分，增加了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的相关内容，具体表述为:“本会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

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2）第二章业务范围，按照《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试行）》中，学会

主要业务内容进行更正。 

3）第五章理事会的理事年龄进行完善和

调整。 

4）第六章监事会及其负责人方面，增加

了监事会成员数量、届数、任职要求等相关规

定，增加了学会功能型党委的纪检委员有监事

会负责人担任，以及提供人员和经费保障等条

目。 

5.李俊发秘书长介绍《中国生理学会第二

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审议稿）》 

《选举办法》是按照根据《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中国生理学会章程》

等有关规定制订，内容主要涉及总则、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组织机构、选举方式、选举要求、

选举办法、选举结果和附则八个方面进行了全

方位报告。 

与会的会员代表认真审议并通过了第二

十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第一届监

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订草案及修改说明、选

举办法等相关内容。 

 

 

（三）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

阶段会议 

11 月 5 日 10:00，会员代表大会进入第二

阶段：选举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理事会功能型党委及秘书长的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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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由李俊发教授主持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

六届换届大会，经参会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出

124 位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理事和 8 位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 

根据《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组织通则》要求：

个人会员 2 万人以内，理事不超过 150 人。中

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理事数量不超

过 140 名， 终经会员代表选举产生 124 名，

并且理事会成员不少于 3/4 为基层一线科技工

作者，新任理事不少于 1/3；理事会组成体现

老、中、青结合，有相当比例的中青年科技工

作者；理事会成员中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新一届理事会成员的组成符合中国科协

的相关规定。按照有关要求，学会理事长、副

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分支机构

负责人及学会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

事会人数为 7-9 人且换届留任监事不超过上一

届全体监事的 2/3。 终经会员代表选举产生

监事 8 人，符合中国科协的相关规定。 

2.由第二届监事会拟任监事长李葆明教授

主持，并组织召开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投票选举出一位监事

长、两位副监事长。李葆明教授成功当选中国

生理学会监事长、管又飞和罗自强两位教授成

功当选副监事长。 

3.李俊发教授主持召开中国生理学会第二

十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经新一届理事投票

选举 44 位常务理事；并主持召开中国生理学

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一次会议，经

新一届常务理事投票选举 1 位理事长、8 位副

理事长；王韵教授再次当选中国生理学会理事

长，陈思锋、周嘉伟、徐天乐三位教授成功连

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孔炜、林默君、黄

聿、程涛、薛天五位教授新当选中国生理学会

副理事长。 

4.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长王韵教

授主持，并提名聘任秘书长人选并投票表决；

继由新任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秘书长李

俊发教授主持，提名副秘书长人选名单并投票

表决； 

5.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长王韵教

授主持，召开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党员扩大会议，学会理事会中党员人

数 100 人以下的，党委委员设置五人。学会第

二十六届理事会中理事党员人数80人，因此，

新一届功能型党委委员数量设定五人。经常务

理事党员和监事党员投票表决第二十六届理

事会功能型党委五位委员；随即召开中国生理

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功能型党委第一次会

议，按照科协要求学会功能型党委书记由党员

理事长担任，理事长为非党员的由党员副理事

长担任，纪检委员由党员监事长担任，监事长

为非党员的由党员副监事长担任。 后投票表

决王韵担任党委书记、周嘉伟担任副书记、李

葆明担任纪委委员、陈思锋担任组织委员、徐

天乐担任宣传委员。 

6.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秘书长李俊发

教授主持，召开了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次会

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宣读第二十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选举结果和秘书长

聘任结果，第二届监事长、副监事长选举结果，

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功能型党委选举结果。 

 
本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换届工作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中国生理学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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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届理事会由 124 名理事组成，并选举出

44 名常务理事，同时选举产生了理事长 1 名、

副理事长 8 名；经理事长提名，会议通过了秘

书长 1 名及副秘书长 3 名提名（名单详见附件

1）；第二届监事会由 8 名监事成员组成（名

单详见附件 2）；第二十六届功能型党委委员

由 5 名理事会党员担任（名单详见附件 3）。 

（四）换届大会圆满成功 

闭幕式一个重要环节是新当选的第二十

六届理事长王韵教授、新当选第二届监事长李

葆明教授作任职讲话。 

 

 
 
理事长王韵教授首先感谢会员代表对中

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

支持，顺利完成了第二十六届理事会和监事会

的改选，产生了新一届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再

次感谢全国会员的信任和支持，选举本人继续

担任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理事长表示将继

续努力、不负重任，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

前辈的指导下，在监事会的监督下，在广大会

员的支持下，与全体理事和监事齐心协力，促

进学会的发展。强调要特别感谢为学会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的已卸任的上一届理事会和监事

会领导，有监事长王晓民教授，副理事长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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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授、陈军教授、陈应城教授、管又飞教授、

罗自强教授，常务理事以及已经卸任的各位理

事，还有为此次大会付出艰辛努力的秘书处和

办公室的同志们。本次会议采用线上会议系统，

如有更好的建议也请各位反馈。指出中国生理

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恰逢中国

共产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二十大精神的指

引下，全体会员定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

厉奋发、勇力强行，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创新驱动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 
监事长李葆明教授首先感谢全体会员、理

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信任，并代表第

二届监事会成员向第一届监事长王晓民教授

表达敬意。指出在王晓民教授的领导下，第一

届监事会认真履行了章程赋予的职能，促进了

学会工作的顺利完成，为第二届监事会树立了

工作标杆。监事长表示，第二届理事会将不辱

使命，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科协的监事会管

理办法以及学会章程，在中国科协的正确领导

下，本着对学会和全体会员负责的精神，认真

履行学会章程赋予的监督职责，为学会工作做

好监督和建议，为学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

航。 

后，线上和线下的学会理事会、监事会、

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

会员代表大会成功落下帷幕。 

二、战略发展研讨会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中国生理学会也即将迎来成立一百周年的重

要日子。中国生理学会首次举办的中国生理学

科战略发展研讨会，旨在共同交流学科的应用

需求与挑战，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等热点问题，

促进生理科学研究在“四个面向”的科技创新

方向上发展。 

本次略发展研讨会于 11 月 6 日上午 8:00

正式拉开帷幕，会议邀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生物医学处王璞玥处长、中国科协创新战

略研究院毕海滨副院长，及中国生理学会新一

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各分支机构负责人、各

领域专家学者，参会人员 200 余人。本次战略

发展研讨会由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李俊发教

授主持，理事长、北京大学王韵教授致开幕词。

王韵教授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她强调，生理学的发展是国家

健康战略实施的保障。学会具有丰富的专家资

源，下设 24 个专业分支机构，每年举办不同

领域、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对于促进生理

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本次战略研讨会

针对不同分支机构所在专业领域，围绕重大科

学问题研究水平、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体制

机制改革、国际发展前沿态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和研讨，并预祝本次研讨会顺利召开，取得圆

满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物医学处王璞玥

处长在致辞中表示，生理学是生物医学领域

基础、 前沿的学科之一，基金委在深化改革

过程中特别重视完善面向科技前沿科学重大

问题的凝练机制，对受邀参加本次战略发展研

讨会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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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内容包括 21 个分支机构战略

发展报告、《生理学报》、《生理科学进展》

杂志发展报告，共 23 场报告活动，分别由中

国生理学会第 26 届副理事长周嘉伟教授、林

默君教授、陈思锋教授、孔炜教授、程涛教授、

薛天教授、徐天乐教授和黄聿教授主持。本次

研讨会内容涵盖了细胞生理学、神经生理学、

感觉生理学、血液和循环生理学、呼吸生理学、

代谢和体温、稳态和泌尿、内分泌和生殖生理

学、比较生理学、应用生理学、运动生理学、

中医生理学、肾脏生理学、应激生理学、消化

与营养生理学、疼痛转化生理学、教育信息化

研究等几乎生理学所有领域热点，涉及生理学

科各个分支的重大关键问题及“卡脖子”难题，

为各领域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思想源

泉。同时也看到，各类交叉学科的应用和兴起

为科学发展带来了一股新风，许多科学前沿问

题和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交叉学科的联合

攻关中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次战略研讨会

引起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和共鸣，会场

上讨论热烈，学术气氛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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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闭幕式于 11 月 6 日 17:20 举行，

由秘书长李俊发教授主持。本次研讨会设立了

表彰环节，包括优秀分支机构、积极参会院校、

学会活动个人贡献、优秀团体会员等多个奖项，

以表彰优秀团体及个人在 IUPS2022 大会中做

出的贡献。表彰名单如下： 

优秀分支机构：循环生理专业委员会、转

化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内分泌代谢生理专业

委员会、衰老与健康专业委员会、运动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呼吸生理专业委员会、疼痛转化

研究专业委员会； 

积极参会院校：北京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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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旦大学、天津医科大学； 

学会活动个人贡献：武宇明、汪萌芽、王

韵、王升、朱辉、学会秘书处和学会办公室； 

团体会员：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上海

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埃德仪器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正华生物一起设备有限公司。 

 

 

 

随后，由理事长王韵教授代表理事会致

闭幕词。对于各位专家学者们坚持到会议

后一刻表示衷心感谢。她表示，从昨天的会

员代表大会到今天的战略发展研讨会，都体

现了与会者积极的求知和研讨钻研精神，学

会浓郁的学术氛围得以继续传承和发扬。在

总结学术会议时，理事长认为本次会议研讨

内容围绕生理学科各个分支核心技术创新攻

关，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都呈现出可

喜的势头，为各领域交叉学科的协同攻关合

作机制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期待后续

可以聚焦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研讨， 终形成

中国生理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为中国

生理学科发展创造新的辉煌奠定基础。同时，

对于两本期刊主编开展的大量调研工作表示

感谢，希望未来有更多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

家进行投稿，使我们的期刊发展达到新的高

度。 后，理事长代表学会衷心感谢支持本

次会议的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的嘉宾、专家学者、会员代表等。 

  
两天的会议虽然短暂，但对于学会发展的

影响将会是长远的。站在第二个百年历史的新

起点，中国生理学会将不忘初心跟党走，继续

传承科学精神。源头创新、助力腾飞，期待在

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向着中国生理

学会首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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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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家向壔教授传略 
 

柳志慎 

 
向壔，江苏省江阴

县人，1915 年出生。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

考入浙江大学，得益于

治学严谨的著名生物

学家贝时璋先生和蔡

堡先生的教诲。不久，

北平爆发了伟大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

动，给沉迷于知识海洋、试图用科学救国的青

年向壔以极大的震动。他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

冲出书斋，参加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轰

轰烈烈的学潮。1937 年 7 月，向壔于浙江大学

理学院生物系动物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

曾任江西兽医专科学校讲师、副教授、教授、

代理校长，中正大学副教授、教授，江西医学

专科学校兼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农

学院教授、总务长、教务长，江西共大总校教

授，江西农业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学位委员会主任、副校长、顾问，江西省第一、

二、三届政协委员，江西省第三、四、五届人

民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科

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第十六届理事，中

国动物学会第十、十一届理事，江西省生理科

学会和江西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南昌市人民

政府顾问等社会职务。 

在 1939 年—1990 年的 51 年间，向壔长期

担任繁重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但始终坚持教

学第一线讲授家畜生理学。为了讲好课，他一

直坚持做到不上无准备的课，每次讲课都要认

真备课，写讲稿，但从不带讲稿上课堂，以便

用口语能较好地进行教学，避免照本宣科。学

生反映他讲课视野开阔，逻辑性强，理论透彻，

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许多听过他讲课的学生

说：“即使几十年之后仍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50 多年来，他在教学管理上有所建树，他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础理论、实验技术

和主张师生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并注重引进

新理论、新技术。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资料

卡，至今已数以万计，不断积累淘汰，使教学

内容不断更新。他要求在编写教材与讲课中，

注意花朵与枝叶并茂，互相衬映，增添活力，

亦中含蓄蕴藉，使受教育者感到兴趣，又要求

创新、厚积薄发。1960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由向壔亲自编写的《家畜生理学》（当时用

江西农学院名义，邹峄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是我国第一本自编的家畜生理学教材，被教育

部列为全国交流教材。从 1960 年起，他参加

了农业部统一教材编写组编写了《家畜生理学》

统一教材四种版本。先后由江苏畜牧兽医图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农业出版社出版，

一直沿用至今。向壔在长期教学过程中，深感

家畜生理学和动物生物化学两门课程各自为

生理学家 

向  壔 

（1915 年—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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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互相脱节，使家畜生理学不能深入到分子

领域而流于肤浅，而动物生物化学又因不能阐

明其生理意义而陷于抽象，不但降低了教学效

果，也远远落后于近代自然科学互相渗透融合

的发展趋势。为此，他不搞因循守旧，从客观

规律出发，设想把两门学科有机地综合起来，

这一工作在国内尚无先例，无疑是一次大胆的

尝试。经过多年的潜心思考，深思熟虑后，他

决定于1978年初开始编写《家畜生理生化学》，

并拟订出编写大纲，逐章逐节编写，直至 1983

年完稿，全书222万字，是国内一本动物生理、

生化大型参考书。在编写此书 6 年之久的日日

夜夜里，他含辛茹苦，刻意创新，在做好教学、

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余，得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

争分夺秒（包括所有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也

不例外）。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向先生患

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但他一心想到的却是如何

加快编写步伐，他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年事已

高和疾病折磨的困顿，每日黎明即起，抱病伏

案，勤奋如常。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向壔在编

写中，常常连细小的问题也不放过，常留意于

细微之中，微中见大，探其精蕴，索其规律。

他参阅了大量国内外 新文献，把世界上 新

的科学技术、 新理论融进书中。脱稿后，又

亲自为出版而奔忙，几经周折，终于在江西省

农牧渔业厅、江西省畜牧兽医协会的大力支持

下于1989年由江西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从编写到出版历时 12 年。该书的出版受到国

内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极大关注，列入了江西省

科技界的要事之一。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大学

本科生缺乏参考书的问题，向壔在杨传任教授

的支持下从 1984 年开始至 1990 年编写了《家

畜生理学原理》这一适于大学生自学的补充教

材，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向壔以极大的热

情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就

近期来说，从 1963 年开始，以测量甲状腺腺

泡上皮高度为指标，研究了北京鸭甲状腺活动

与生长发育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些初步结果。

后因“文革”影响，未能继续进行。1978 年以后，

他与教研组教师以放免测定血清甲状腺激素

为指标，对甲状腺活动进行了下列研究：①日

本大耳兔从出生到生长发育期间的甲状腺活

动规律；②赣州白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

同发情、妊娠、哺乳期间的甲状腺活动变化；

③江西系荷兰奶牛在犊牛、发育牛、发情、妊

娠、不同哺乳阶段的甲状腺活动变化；④沙能

奶山羊不同年龄的甲状腺活动变化；⑤江西白

耳鸡饲料中加碘剂量对甲状腺活动和产蛋性

能的影响；⑥鸡胚用甲状腺素和硫脲嘧啶处理

后对孵化率、血清 T3、T4、rT3 含量、消化系

统和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等。 

从 1979 年起他与教研组老师和研究生开

展了微量元素酮、锌、锰、铁、钼、碘、硒对

产蛋母鸡血清中生殖激素（雌二醇、孕酮、促

黄体生成素） 含量及产蛋性能（产蛋率、蛋

重、蛋壳质量）的影响，并获得下列结果：①

适量的铜、锌、锰、碘、硒对生殖激素的分泌

和产蛋性能有显著促进作用，铁无显著影响，

钼有严重毒害作用；②初步确定了铜、锌、锰、

碘、硒在蛋鸡饲料中的 适添加剂量，并对我

国目前蛋鸡饲料中锌和硒的添加剂量提出了

修改建议；③维持蛋鸡正常产蛋性能所需的锌

显著高于维持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④发现锰

是影响蛋壳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锰不足可导

致产软壳蛋，并 终停止产蛋，而高锰常使钙

质在蛋壳中呈不均匀点粒状沉积，显著降低蛋

壳抗压强度，适量的锰能保证蛋壳有较大的抗

压强度，减少破损；⑤饲料中和蛋中的硒和碘

含量有高度正相关，并初步确定了生产高硒蛋

和高碘蛋的微量元素添加剂配方，通过中试可

生产具有高营养和高医疗价值的高硒蛋和高

碘蛋；⑥钼的毒害作用可被铜在一定程度上缓

冲或抵消；⑦通过鸡卵泡细胞体外培养初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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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了微量元素对生殖内分泌影响的作用途径。

1986 年，在畜禽内分泌研究方面，获江西省科

技成果三等奖。向壔先后发表有关畜禽内分泌

研究的论文 30 余篇，其中一部分已于 1985 年

汇编成《畜禽内分泌研究专辑》，由江西农业

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其余论文正在汇编成

《专辑》的第二册。在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

学术会议、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宣读和报

告过几十篇论文和专题学术报告。此外，向教

授还在江西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术团体作过

有关“发展江西畜牧业”、“分子生物学”、“生物

工程”、“近代自然科学特点及发展趋势”、“国

外科技革命”、“发展草食畜禽”等方面的科普

报告上百次，发表有关发展江西畜牧业的论文

十余篇。 

向壔秉性公正严谨，事必躬亲，对学生爱

而不溺，严而不苟。主要培养后辈们奋发努力

的自觉性，言传身教；培养正直处世、仁厚待

人，好学上进、朴实无华的德行。他经历 50

多年的辛勤耕耘，培育了许多人才，其中大部

分成了畜牧兽医方面的骨干。在培养大学本科

生的同时，他还积极培养进修生和研究生。

1956—1966 年，他在江西农学院先后接受了江

西、湖南、湖北、河南、浙江等省选送的家畜

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中青年教师9人来校进修。

1965 年经农业部批准，开始招收研究生，因“文

革” 影响未能完成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恢复招收研究生，1981 年，农业部批准江西农

业大学为动物生理生化专业的第一批硕士学

位授予点。1978—1990 年，他先后招收 22 名

研究生，其中 17 名获硕士学位，5 名研究生班

毕业。这些研究生绝大多数仍在家畜生理学或

动物生理学方面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其中有

6 人先后分别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

国、日本、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或短期进修。 

1981 年夏，向壔受农业部委托，会同杨传

任、韩正康两位教授，由他主持编订了动物生

理及动物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生培养方案。对

培养目标、德智体要求、学习年限、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主要课程的内容和要求、学分分配、

学位论文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培养方案

上报农业部后，由部正式颁布施行。 

向教授在担任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4年多

的时间里严谨治校，主张“教”与“育”并重，希

望造就多数专家，提倡科技攻关、农业综合开

发，建设重点实验室。学校在教学、科研学术

研究以及物质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较快的发展，

成绩斐然。向教授除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外，

还竭力做好全国政协委员所应做的工作，常深

入社会实际，作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他

曾兼任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委兼农

林水综合组组长，中国动物生理生化研究会顾

问，江西省科协荣誉委员，江西省生理科学会

和江西省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西省生物工

程研究会和江西省发展草食畜禽协会顾问，江

西省科普作协理事长，《江西畜牧兽医杂志》

名誉主编。他受到了江西省教育界、科技界、

经济界和学术界广大人士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1980 年，他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1988 年

荣获江西省决策咨询工作一等奖。1991 年获国

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他那兢兢业业的工

作态度，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的精神风貌，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向教授于 1993 年 7 月 5 日逝世后，其夫

人傅圣瑛教授根据向教授的遗愿把他自己的

617 册藏书与珍贵资料赠给学校图书馆，其中

有外文图书 95 册，手稿 6 本，供全校师生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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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

系由原生理教研室和病理生理教研室于 2002

年合并而成。生理学科于 1989 年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2003 年和 2007 年两度入选为国家

重点学科。同期，病理生理学与病理解剖学一

起申请并入选病理学国家重点学科。本系是

“985”二期重大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科技创新

平台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十一五”学科发

展战略重点建设的学科，也是“211 工程”“双

一流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学和病理生

理学均为国家 早设立的博士点之一，现设有

生理学硕士点、病理生理学硕士点、生理学博

士点、病理生理学博士点、生物学（医口）一

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

士后流动站。 

原生理教研室正式成立于 1927 年，1945

年由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徐丰彦教授（国家一级

教授）任抗战后首届主任。1980 年后，由张镜

如、姚泰、李鹏、朱大年教授相继担任教研室

主任。在建系前的几十年里，生理教研室在历

届主任的带领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两室合

并后先后由殷莲华教授和陈思锋教授担任系

主任，使生理学科稳步发展且保持着学科优势。

目前系行政领导包括朱依纯主任、孟丹党支部

书记兼副主任、陆利民副主任，继续传承着老

一辈生理学家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稳

步发展。 

在“985 工程”、“211 工程”、“双一

流高校建设”的支持下，本系在人才培养、教

学和科研等方面都取得良好成绩，形成了一支

具有较高教学水平、有奉献团结进取精神的优

秀教学团队和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科研队伍。

目前我系有教职工 29 人，有 17 人系美国引进

或从国外学成归来。现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3 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 20 人，约

占全系总人数的 70%。现有博士生导师 7 人，

硕士生导师 16 人，研究生 60 余人 

本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生理相关

课程包括《生理学》、《高级生理学》、《正

常人体形态与功能学》、《疾病机制》、《疾

病探究》、《高级生理学实验》《实用生物医

学实验技术》等，培养临床医学八年制（五年

制）、基础医学、预防医学、MBBS 等专业的

学生。近年，姚泰教授主编中国科协大型参考

书《人体生理学》，朱大年教授主编《生理学》

第 7 和第 8 版国家规划教材，沈霖霖教授作为

共同主编编写第9版《生理学》国家规划教材。 

生理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心血管

稳态维持的机制和关键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

制，包括但不限于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和

外周血管缺血性疾病，小分子活性物质对生理

功能与疾病的调节机制；2）干细胞生物学与

心血管疾病干预；3）糖脂代谢; 4）肾功能调

节和肾脏疾病机制研究。近 10 年来，在上述

领域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频繁在心血

管、干细胞、肾脏和氧化还原代谢领域的顶级

杂志发表论文。连续作为首席科学家和课题负

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基础研究

（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重点国际合作、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和重大研究计划课题等。同时，本学科还承担

着为整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提供医学功能

学研究能力支撑的重任，建立了功能学技术平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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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包括分子、细胞、器官和整体功能学平台。 

在未来“十四五”规划建设中，生理与病

理生理学系将以提高教学和科研学术水平、创

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培养优秀医学人才为导

向，以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围绕重

大疾病的机制研究凝聚学术队伍，推进转化医

学研究和创新团队建设，继承和发扬上医优良

传统，凝聚全体师生的力量，努力更大成绩。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1. 陈思锋，58 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

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生理学会理事长。 

曾任国家重点学科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肾脏与高

血压中心主任、美国阿巴拉马州大学医学院

（伯明翰）内科学助理教授等。在德国和美国

工作 11 年，2008 年全职回国。主要从事炎症

性血管损伤的发生机制和干细胞治疗研究。近

5 年牵头（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和面上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课题。在美国主持（PI）和承担（Co-PI）

美国 NIH 研究项目 4 项。在 Cir Res 等杂志发

表SCI论著 90余篇，论文被SCI杂志引用 2800

余次， 高单篇他引 352 次，H 因子 26。获德

国洪堡基金会和 7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 朱依纯，59 岁，博士，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小分子活性物质对生理功能与

疾病的调节机制，尤其是气体小分子调节其靶

分子的机制研究。1987 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医疗系，1994 年 5 月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

学药理系并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海德堡大

学评为优秀博士论文。1994 年 5 月至 1994 年

12 月于德国基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

年进入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肾脏与高血压研究中心、生理与病理生理

学系工作，同年晋升副教授，1999 年晋升教授，

2000 年列为博士生导师。1998 年入选为上海

市曙光学者，2001 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基金资助，2002 年起任教育部分子医学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2006 年起任 Elsevier 学术刊物

Life Sciences 副主编，2008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资助，2009 年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和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2013 年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2019 年为上海市高水平地方

高校创新团队带头人，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的连续资助。现为本系主任。 

3. 孟丹，47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2004 年毕业于

南京医科大学获心血管内科学博士学位。 

2004 年-2010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营养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2008 年

-2009 年，美国肯塔基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20

年获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复旦大学卓识

杰出人才，2021 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双带头

人”党支部书记。孟丹团队从事心血管疾病发

病机制及转化研究。主要方向为血管再生修复

的调控机制及干预，干细胞分化心血管细胞的

分子机制及应用，类血管器官研究等。相关研

究工作发表在 Circulation Research，Science 

Advances，Nucleic Acids Research，Cardiovascular 

Research 等期刊上，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

点项目等。 

4. 陆利民，57 岁，博士，教授，博士生

导师。 

1988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获学士学

位；1993 年于原上海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

1996 年获博士学位。中国生理学会肾脏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上海市生理科学会副理

事长。曾负责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重点项目、高校博士点基金、上海市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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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项目，与瑞典哥德堡大学生理和药理

学系科研协作项目，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科研

项目等的研究。研究方向为肾脏和心血管生理

与病理生理。兴趣集中在肾脏功能调节机制，

慢性肾脏功能减退发生机制，糖代谢紊乱致肾

脏功能损伤机制，肾脏损伤与高血压发病。现

已在 Kidney International 等发表研究论文 50

余篇，主编和参编生理学教材及参考书多部。

曾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全国高校优秀青年

教师三等奖、中国高校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5. 阮承超，39 岁，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 

2001—2005 中南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本科

生. 2005—201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1—201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

和副研究员，2019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项

目，2020 年起任复旦大学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研究员。研究方向集中于炎症免疫介导的脂肪

功能紊乱与心血管稳态失衡。成果主要发表于

Cell Metab、Circ Res、Diabetes 和 Aging Cell

等专业期刊。先后获得基金委优青、上海市基

础研究重点项目、基金委面上项目、上海市人

才发展专项基金等项目资助，以及国际高血压

学会青年学者奖、中国心脏大会青年学者奖、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东方新星奖等荣誉奖励。 

 

 

 

 

恐惧消退和重现的神经机制研究 

李伟广 

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上海，200032 

 

一、作者介绍 

李伟广，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获得者，先后毕业于四

川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别

获医学学士和理学博

士学位。现就职于复旦

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任课题组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致力于学习记忆及相关脑疾病的

基础和转化研究。以通讯或第一（含共同）作

者在《Neuron》、《Molecular Psychiatry》、

《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 、 《 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Cell 

Reports》等期刊上发表论著二十余篇；授权中

国发明专利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参与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

大项目，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2018）、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开发计划

（2018）、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人才

支持计划（2015）。获中国新锐科技人物卓越

影响奖（2021）、上海交通大学唐立新优秀学

者奖（2019）、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青年科学

家奖（2015）、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青

年优秀论文一等奖（2011）等奖项。以主要完

成人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9）、

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20）、华夏医学科

技奖二等奖（2020）、上海医学科技奖青年科

青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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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奖（2019）等学术奖励。现任中国神经科学

学会离子通道与受体分会委员，上海市神经科

学学会青年创新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学术

期刊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等编委。 

二、工作介绍 

作者近年来专注于记忆消退和重现的神

经生物学基础研究，围绕消退学习和巩固、记

忆消退后重现、记忆消除新策略等三个方面取

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在促进对记忆原理认识

的同时，也为相关脑疾病治疗和干预提供了理

论指导。主要学术成绩简述如下：1，揭示了

消退学习相关新型环路和分子机制：首次鉴定

了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在消退学习相关

各脑区中的作用，率先刻画了 vHPC→mPFC

神经投射突触的适应性（Sci Adv, 2018）；研

究了 ASIC 调控突触传递和可塑性的信号通路，

揭示了记忆范式特异的可塑性调控机制（Sci 

Signal, 2018），被《Science Signaling》编辑推

荐；揭示了条件性味觉厌恶记忆消退学习的新

机制，发现 ASIC 在岛叶皮层通过调节长时程

突触抑制（LTD）可塑性促进消退学习的突触

和分子机理（Nat Commun, 2016）。2，阐释

了记忆消退后重现突触可塑性新规律：通过示

踪皮层和海马向杏仁核的聚合性神经传入投

射，构建了恐惧记忆消退-重现转换的场景依

赖性以及感觉输入联合性的突触整合规律

（Natl Sci Rev, 2021，共同通讯和第一作者）。

论文发表后，神经科学高影响力综述期刊

《Trends in Neuroscience》（2021）发表了题

为“恐惧重现：突触传入联合性的重要性”的

焦点（Spotlight）评论。该研究以“恐惧记忆

总是重复出现的关键神经机制”为题，获评为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2021 年度“中国神经科学

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以内侧前额

叶皮层（mPFC）为中心的消退记忆印迹神经

网络，刻画了其中印迹神经连接在执行记忆功

能方面表现出的定向性特征，揭示了跨脑区印

迹神经连接强度的动态变化规律，为理解消退

记忆容易遗忘或失效的行为学特征提供了

直接的神经生物学证据（Mol Psychiatry, 2022）。

3，发展了抵抗重现和复发的记忆消除新策略：

通过建立摄食过程中消化后营养素能量效价

记忆调控新范式，发现了暴食行为中的记忆动

态调控新机制，进一步靶向记忆再巩固过程实

现了记忆消除干预（Mol Psychiatry, 2021）。

论文发表后，英国剑桥大学 Trevor Robbins 教

授在 Faculty Opinions 上推介，评价其为“卓

越的”（Exceptional）研究，认为“该研究……

首次显示消化后营养素能量效价记忆的再巩

固机制参与食物偏好，……对代谢和摄食障碍

治疗意义重大”。 

作者邮箱：liwg@fudan.edu.cn 

三、代表性文章 

推荐论文 1: 恐惧消退形成新记忆的动态

印迹网络机制 

Gu X#, Wu YJ#, Zhang Z, Zhu JJ, Wu XR, 

Wang Q, Yi X, Lin ZJ, Jiao ZH, Xu M, Jiang Q, 

Li Y, Xu NJ, Zhu MX, Wang LY, Jiang F*, Xu 

TL*, Li WG*. Dynamic tripartite construct of 

interregional engram circuits underlies forgetting 

of extinction memory. Molecular Psychiatry 

2022; doi: 10.1038/s41380-022-01684-7. 

摘要：Fear extinction allows for adaptive 

control of learned fear responses but often fails, 

resulting in a renewal or spontaneous recovery of 

the extinguished fear, i.e., forgetting of the 

extinction memory readily occurs. Using an 

activity-dependent neuronal labeling strategy, we 

demonstrate that engram neurons for fear 

extinction memory are dynamically positioned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 and ventral hippo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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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PC）, which constitute an engram construct 

in the term of directional engram synaptic 

connectivity from the BLA or vHPC to mPFC, 

but not tha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or retrieval 

of extinction memory. Fear renewal or 

spontaneous recovery switches the extinction 

engram construct from an accessible to 

inaccessible state, whereas additional extinction 

learning or optogenetic induction of long-term 

potentiation restores the directional engram 

connectivity and prevents the return of fear. Thus, 

the plasticity of engram construct underlies 

forgetting of extinction memory. 

推荐论文 2：恐惧消退后重现的突触传入

联合性机制 

Li WG#,*, Wu YJ#, Gu X#, Fan HR, Wang 

Q, Zhu JJ, Yi X, Wang Q, Jiang Q, Li Y, Yuan 

TF, Xu H, Lu J, Xu NJ, Zhu MX, Xu TL*. Input 

associativity underlies fear memory renewa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1; 8（9）: nwab004. 

摘要：Synaptic associativity, a feature of 

Hebbian plasticity wherein coactivation of two 

inputs onto the same neuron produces synergistic 

actions on postsynaptic activity, is a primary 

cellular correlat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synaptic 

associativity are implemented into context- 

dependent relapse of extinguished memory （i.e. 

fear renewal ） is unknown. Here, using an 

auditory fear conditioning paradigm in mice, we 

show that fear renewal is determined by the 

associativity between convergent inputs from the 

auditory cortex （Acx）and ventral hippocampus 

（vHPC）onto the lateral amygdala（LA）that 

reactivate ensembles engaged during learning. 

Fear renewal enhances synaptic strengths of both 

ACx to LA and the previously unknown vHPC 

to LA monosynaptic inputs. While inactivating 

either of the afferents abolishes fear renewal, 

optogenetic activation of their input associativity 

in the LA recapitulates fear renewal. Thus, input 

associativity underlies fear memory renewal. 

推荐论文 3: 恐惧消退依赖于酸敏感离子

通道 ASIC1a 对海马→前额叶神经环路可塑性

的调节 

Wang Q#, Wang Q#, Song XL, Jiang Q, 

Wu YJ, Li Y, Yuan TF, Zhang S, Xu NJ, Zhu 

MX, Li WG*, Xu TL*. Fear extinction requires 

ASIC1a-dependent regulation of hippocampal- 

prefrontal correlates. Science Advances 2018; 4

（10）: eaau3075. 

摘 要 ：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necessitates the dynamic involvement of 

hippocampus,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 , but key 

molecular players that regulate these circuits to 

achieve fear extinction remain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report that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ASIC1a）is a crucial molecular regulator of 

fear extinction, and that this function requires 

ASIC1a in ventral hippocampus （vHPC）, but 

not dorsal hippocampus, mPFC, or BLA. While 

genetic disruption or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ASIC1a in vHPC attenuated the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overexpression of the channel 

in this area promoted fear extinction. 

Channelrhodopsin-2-assisted circuit mapping 

revealed that fear extinction involved an 

ASIC1a-dependent modification of the 

long-range hippocampal-prefrontal correlates in 

a projection-specific manner.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analysis and validating experiments 



 

 134 

identified several neuronal activity-regulated and 

memory-related genes, including Fos, Npas4, 

and Bdnf, as the potential mediators of ASIC1a 

regulation of fear extinction. Mechanistically, 

genetic over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 BDNF ） in vHPC or 

supplement of BDNF protein in mPFC both 

rescued the deficiency in fear extinction and the 

deficits on extinction-driven adaptations of 

hippocampal-prefrontal correlates caused by the 

Asic1a gene inactivation in vHPC. Together, 

these results establish ASIC1a as a critical 

constituent in fear extinction circuits and thus a 

promising target for managing adap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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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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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表达奖、 佳答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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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编码 RNA 在防治心力衰竭及其并发症肌肉萎缩中的作用 

李  进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一、作者介绍 

李进，上海市晨光

学者，上海市扬帆计划

获得者，上海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为心力衰竭和肌肉萎

缩 。 代 表 作 发 表 于

《Circulation Research》、

《 Nature Communications 》 、 《 Molecular 

Therapy》、《Molecular Therapy-Nucleic Acids》

等杂志。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1 项，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教委项目各

1 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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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021 年华

东生理学研讨会青年学术报告三等奖，2021

年第十八届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生理学

研讨会青年学术报告二等奖，获得 2020 年上

海康复医学一等奖（3/6）、2020 年中国康复

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4/4）。2020 年上

海大学“蔡冠深优秀青年教师”奖等。目前担

任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青年理事。担

任《Frontie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杂志

副主编。 

二、工作介绍 

心力衰竭是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

末阶段，目前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发掘心力

衰竭的治疗靶点尤为重要。肌肉萎缩是心力衰

张锡钧基金 



 

 135 

竭的常见并发症，严重影响心力衰竭患者的预

后，增加死亡率，给心力衰竭的治疗增加了挑

战。探索新的治疗肌肉萎缩的靶点具有重大的

意义。非编码 RNA 被报道参与调控几乎所有

疾病的发生。因此，探索非编码 RNA 在心力

衰竭及其并发症肌肉萎缩中的作用及其分子

机制，将为心力衰竭及其并发症肌肉萎缩的防

治提供新的靶点。 

miRNA 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

不仅作为基因表达网络的关键转录后调控因

子，还可能参与介导组织常驻细胞间的旁分泌

交叉对话。我们发现 miR-30d 介导的细胞间交

叉对话在心脏保护中的作用及机制。主要阐明

了 miR-30d 可以由外泌体通过旁分泌的方式

形成心肌细胞与成纤维细胞之间的细胞对话，

进而在心力衰竭时调控心肌细胞凋亡和成纤

维细胞的激活。在动物水平，提高 miR-30d 的

表达可以抵抗心室重构和心力衰竭，同时基于

人群血浆样本中发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浆

外泌体低表达 miR-30d 预示着重构不良。提出

了 miR-30d 是心力衰竭中具有保护功能的生

物标记物，这为今后 miR-30d 的临床应用转化

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Circ Res，2021）。 

在心力衰竭并发症肌肉萎缩的研究中，我

们发掘出调控心力衰竭常见并发的肌肉萎缩

的关键 miRNA 和 lncRNA。鉴定出包括心力衰

竭在内及多种肌肉萎缩的共同作用靶点：

miR-29b （Nat Commun，2017）、PPARγ （Mol 

Ther Nucleic Acids，2021）、LncMAAT （Mol 

Ther，2021）。提出抑制 miR-29b、激活 PPAR

γ以及提高LncMAAT的表达均可以防治肌肉

萎缩的发生。并且针对发现的防治多种肌肉萎

缩 的 共 同 靶 点 miR-29b ， 我 们 采 用

CRISPR/Cas9 的方法，建立了一种 CRISPR/ 

Cas9 介导的 miR-29b 编辑的治疗肌肉萎缩的

新方法（Mol Ther，2020）。这些研究为心力

衰竭并发症肌肉萎缩的防治提供了新的靶点

和干预方法。 

综上， 该系列研究从非编码 RNA 的角度，

为心力衰竭及其并发症肌肉萎缩的防治提供

了新靶点和新策略。 

三、个人获奖文章 

推荐论文 1：揭示 miR-30d 介导的细胞间

交叉对话在心脏保护中的作用。 

1) Jin Li#, Ane M Salvador#, Guoping Li, 

Nedyalka Valkov, Olivia Ziegler, Ashish Suresh 

Yeri, Chun Yang Xiao, Bessie Meechoovet, Eric 

Alsop, Rodosthenis S Rodosthenous, Piyusha 

Kundu, TianXiao Huan, Daniel Levy, John C 

Tigges, Alexander R Pico, Ionita Ghiran, 

Michael G Silverman, Xiangmin Meng, Robert 

Kitchen, Jiahong Xu, Kendall Van Keuren- 

Jensen, Ravi V Shah*, Junjie Xiao*, and Saumya 

Das*. Mir-30d Regulates Cardiac Remodeling 

by Intracellular And Paracrine Signaling. 

Circulation Research. 2021;128（1）:e1- e23. 

摘 要 ： 血 浆 细 胞 外 microRNA-30d

（miR-30d）是左心室（LV）重塑和心力衰竭

（HF）患者临床结果的生物标志物，但确切

的机制仍然不清楚。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

miR-30d 介导的心力衰竭的心脏保护机制。在

缺血性心力衰竭的大鼠和小鼠模型中，我们采

用转基因、慢病毒和药物注射三种方法明确提

高心脏中 miR-30d 可以改善心功能，减少心肌

纤维化，并减弱心肌细胞的凋亡。基于 miR-30d

敲除大鼠和锁核酸（LNA）抑制 miR-30d 的表

达能促进病理性的心室重塑，心功能障碍、纤

维化和心肌细胞凋亡。采用 RNA-seq 和生物

信息学预测，以及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功

能实验寻找 miR-30d 的直接靶点。我们发现

miR-30d 表达选择性地富集在心肌细胞，可以

由缺氧压力诱导表达，具有急性保护作用。在

心肌细胞中抑制 MAP4K4 以改善心肌细胞的

凋亡。此外，miR-30d 主要由心肌细胞通过细

胞外囊泡分泌，在急性期通过对心脏成纤维细

胞的旁分泌信号直接靶向 ITGA5，从而抑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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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细胞的增殖和激活。并且我们发现心力衰

竭患者血浆外泌体 miR-30d 的含量明显低于

健康对照组，且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浆外泌体

miR-30d 的含量与心室功能呈正相关，提示血

浆外泌体低表达 miR-30d 预示着重构不良。该

研究揭示了 miR-30d 介导心肌细胞和心脏成

纤维细胞的交叉对话在心脏保护中的作用及

机制。 

推荐论文 2：发现多种肌肉萎缩共同的

miRNA：miR-29b。 

2) Jin Li#, Mun Chun Chan#, Yan Yu#, 

Yihua Bei, Ping Chen, Qiulian Zhou, Liming 

Cheng, Lei Chen, Olivia Ziegler, Glenn C. Rowe, 

Saumya Das, Junjie Xiao*. miR-29b contributes 

to multiple types of muscle atrophy.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8:15201.  

摘要：微小 RNA（miRNA，miRs）已被

证明在骨骼肌萎缩中发挥作用，但它们的作用

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发现，miR-29b 在不同的

细胞和小鼠肌肉萎缩模型中表达升高。

MiR-29b 可以促进 C2C12 肌管细胞产生肌肉

萎缩，相反，抑制 miR-29b 可以减弱地塞米松

（Dex）、TNF-α和 H2O2 处理所引起的萎缩。

IGF-1 和 PI3K（p85a）是 miR-29b 介导肌肉萎

缩的两个靶基因。在动物水平，miR-29b 过表

达足以导致肌肉萎缩的发生，而抑制 miR-29b

可以改善去神经和固定诱导的肌肉萎缩。这些

结果表明，miR-29b 通过靶向 IGF-1 和 PI3K

（p85a）促进了多种类型的肌肉萎缩，抑制

miR-29b 可能是一种治疗不同刺激诱发的肌肉

萎缩的方法。 

推荐论文 3：发展一种 miR-29b 编辑的肌

肉萎缩治疗新方法。 

3) Jin Li#, Lijun Wang#, Xuejiao Hua, 

Haifei Tang, Rui Chen, Tingting Yang, Saumya 

Das, Junjie Xiao*. CRISPR/Cas9 mediated 

miR-29b editing as a treat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muscle atrophy in mice. Molecular Therapy, 

2020; 28（5）:1359-1372.  

摘要：肌肉萎缩是在不同代谢刺激下，以

骨骼肌质量和肌肉力量为特征的一种疾病。目

前，除了运动之外，临床上并没有其他的有效

治疗措施。因此，我们开发了 CRISPR/Cas9

介导的基因编辑 miR-29b 的系统用于治疗肌

肉萎缩。在体内，这种基于 CRISPR 的治疗方

法通过激活AKT-FOXO3A-mTOR信号通路缓

解了血管紧张素 II（AngII）、固定和去神经

诱导的肌肉萎缩，并保护了 AngII 诱导的小鼠

肌细胞凋亡，导致运动能力明显提高。我们的

工作建立了基于 CRISPR/Cas9 的基因靶向

miRNA 作为治疗肌肉萎缩的潜在治疗方法，

并扩大了体内研究 miRNA 功能的策略。 

推荐论文 4：发现 PPARγ是 miR-29b 介

导肌肉萎缩的上游调控因子。 

4) Jin Li#, Tingting Yang#, Zhao Sha, 

Haifei Tang, Xuejiao Hua, Lijun Wang, Zitong 

Wang, Ziyu Gao, Joost P.G. Sluijter, Glenn C. 

Rowe, Saumya Das, Liming Yang*, Junjie 

Xiao*. Angiotensin II-induced muscle atrophy 

via PPARγ suppression is mediated by miR-29b. 

Molecular Therapy-Nucleic Acids, 2020;23:743 

-756. 

摘要：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生时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RAS）的激活导致血管紧张素 II

（AngII）水平的增加，是心力衰竭诱导肌肉

萎缩产生的重要原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

受体γ（PPARγ）的激活可以抑制 RAS，但

是 PPARγ在 AngII 诱导的肌肉萎缩中的作用

尚不清楚。我们的研究发现，PPARγ可以负

向调控 miR-29b 的表达。在 AngII 所致的肌肉

萎缩中，PPARγ降低可以促进 miR-29b 的转

录。进一步发现抑制 miR-29b 可以在体内与体

外抑制 AngII 诱导的肌肉萎缩。重要的是，抑

制 PPARγ足以诱发肌肉萎缩，而 PPARγ的

过表达可以改善 AngII 诱导的肌肉萎缩。综上，

PPARγ/miR-29b 轴介导了 AngII 诱导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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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增加 PPARγ或抑制 miR-29b 可能是防

治 AngII 诱导的肌肉萎缩的新方法。 

推荐论文 5：揭示长链非编码 RNA MAAT

在肌肉萎缩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5) Jin Li, Tingting Yang, Haifei Tang, Zhao 

Sha, Rui Chen, Lei Chen, Yan Yu, Glenn C. 

Rowe, Saumya Das, Junjie Xiao*. Inhibition of 

LncRNA MAAT Controls Multiple Types of 

Muscle Atrophy by Cis and Trans-regulatory 

Actions. Molecular Therapy, 2021;29（3）:1102- 

1119. 

摘要：肌肉萎缩是多种疾病的重要并发症。

寻找一个共同的治疗靶点具有很重要的临床

意义。我们发现一个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 muscle-atrophy associated transcript ，

lncMAAT）是肌肉萎缩的一个共同的调节因子。

lncMAAT 在多种体内（去神经、血管紧张素

II[AngII]、饥饿、固定和衰老诱导的肌肉萎缩）

和体外（AngII、H2O2 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诱导的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模型中均下调。

体外和体内的功能实验显示，lncMAAT 的下

调足以诱发肌肉萎缩，而 lncMAAT 的过表达

可以改善多种类型的肌肉萎缩。在机制方面，

lncMAAT 通过 SOX6 的反式调控方式负向调

节 miR-29b 的转录，并通过顺式调控方式促进

邻近基因 Mbnl1 的表达，促进肌肉萎缩的发生。

因此，提高 lncMAAT 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多

种肌肉萎缩的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沉痛悼念周曾铨教授 
 

中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中国生理学

会前副理事长和中国动物学会前副理事长周曾铨教授，因病于 2022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6 岁。 

周曾铨教授长期从事冬眠动物耐寒机制等生理学研究，成就斐然，

首次明确提出冬眠动物耐低温、耐缺氧、抗心律失常的综合机能稳定性

理论，对心脏生理和低温医学应用均具有重要意义。周曾铨教授十分重

视教育教学，2001 年在中国科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全社会

重视生命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发言对我国生物学基础教

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曾铨教授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是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周曾铨教授平易近人、无私奉献、潜心教书、严谨治学，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届副理事

长，热心学会工作，为我国比较生理学事业和科学普及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荣获中国生理学会终

身贡献奖，是中国生理学会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好领导！ 

沉痛悼念并缅怀周曾铨教授，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品格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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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蔡益鹏教授 

 
中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中国

生理学会前副理事长蔡益鹏教授因病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97 岁。 

蔡益鹏教授一生致力于生理学研究，尤其在冬眠和低温生理学研

究领域成绩卓然，关于冬眠动物体温调节神经机制方面的成果在冬眠

研究领域形成国际影响，有关成果两次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他从

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 50 余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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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益鹏教授为人善良、正直、胸怀坦荡、平易近人，曾任中国生

理学会第十八届副理事长，兼任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热心学会工作，肯于付出时间和精力，

为学会事业及生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荣获中国生理学会终身贡献奖，是中国生理学会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好领导！ 

沉痛悼念并缅怀蔡益鹏教授，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品格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会议规范管理的五条措施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秘书处（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涵养优良学

风，营造创新氛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推动学术交流高质量发展，针对近期各类学术

会议集中、论坛活动密集、国内国际交互、线

上交流明显增多等情况，现将进一步加强学术

会议规范管理的五条措施通知如下，请遵照执

行。 

一、聚焦会议主题。围绕主题科学设计会

议内容，遴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会议报

告人和主持人，严格会议论文质量审核，加强

对会议各分论坛的统筹管理，提高会议质量水

平。 

二、强化会风建设。鼓励自由探索和深度

交流，增加学术互动，提倡质疑争辩，营造自

由、开放、平等的学术会议生态环境。加强会

议诚信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和利用学术权力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学术腐败行为“零容忍”。 

三、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加强对公共财政支持的学术会议的经费审

核和评估，在保证会议效果的前提下节俭高效

办会。邀请境外人员线上线下参会，按照相关

规定报批。 

四、做好风险防范。加强对意识形态、舆

情、疫情等风险的研判，制定切实有效的风险

防范预案。严格与会人员特别是线上参会人员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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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按照有关规定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

参会，必须对大会报告人及其交流内容把关。

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保障会议效果。 

五、明确责任主体。主办单位承担学术会

议主要管理责任，联合举办的会议第一主办单

位承担主要管理责任。学会的分支机构等非法

人单位举办的学术会议，责任主体为其所属的

学会。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 

                 2022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血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年会第一轮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血专业委员会拟定

于 2022 年 12 月 22-24 日在江苏苏州召开 2022

年学术年会。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血

专业委员会主办，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研究院、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承办。 

本次会议将聚焦血栓与止血研究前沿，研

讨多学科领域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

的创新性成果，并邀请从事血栓与止血研究的

著名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会议将突出前沿

创新，注重交叉融合，为各个学科从事血栓与

止血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的工作者提供一个交

流与研讨的平台，促进不同学科血栓与止血基

础、转化、诊疗的协同发展。热烈欢迎全国各

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及企业的科技工作

者及研究生积极参加！ 

会议期间还将召开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

血专业委员会委员大会，请全体委员参加。 

一、 会议形式：会议将采用线上为主的方

式，与线下会场同步进行。 

二、 会议地点：苏州大学，地址：江苏省

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 

三、 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2-24 日（22

号报到，23 号正式会议，24 号离会） 

四、 会议组委会： 

1.主席：戴克胜 胡豫 罗金才 侯明 刘俊

岭 翟振国 

2.委员： 

丁忠仁  王前飞  王 宪  王 淼  方 超  

孔 炜  邓 巍  曲爱娟  朱 力  乔建林  

孙艺红  李素萍  杨仁池  杨林花  杨媛华  

吴剑波  余自强  张晓辉  张 磊  张 擎 

陆信武  陈 虹  武 艺  明章银  季颖群  

周 虎  周家喜  郑昌成  赵久法  赵永强 

荆志成  胡 虎  娄长杰  高  山  梅  恒  

彭 军  韩 悦  程韵枫  谢万木  潘振伟 

五、 会议注册及缴费方式： 

1. 报名方式：请将参会回执发送至

th_caps@163.com。 

2.会议注册及注册费 

 

时间 
注册费标准 

普通参会人员 研究生 

2022 年 12 月 20 日之前 800 元/人 200 元/人 
 

通    知 



 

 140 

1)线上参会人员免注册费 

2)请将注册费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注

明：姓名+血栓与止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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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支付。 

 

缴费成功后，请将姓名+单位+纳税识别号

+金额+汇款凭证等准确信息发至

th_caps@163.com。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仁萍，高峰青 

电  话：13771866623，13912784844 

Email：th_caps@163.com 

 

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血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8 日

 

2023 年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暨第五届“中医脑科学大会”招商函 
 

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

员会学术年会暨“中医脑科学大会”是国际具

有影响力的盛会，聚集了本领域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每年举行一次。2023 年中国生理学会

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

五届“中医脑科学大会”将于 2023年 5月 5日～

7 日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的主题是“面向转

化的脑病中医药研究：挑战与机遇”。会议将

包括特邀讲座、专题研讨会、以及精心挑选的

简短报告，青年论坛和壁报等交流展示。会议

将为全球中医脑科学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分

享该领域的 新发现，预计线下参会人数约 

500 人。   

现诚挚邀请神经科、精神科、老年科、中

医、中西医结合等学科领域以及脑科学、生理

学科领域基础及临床科研和开发相关企业参加

本次会议。相信通过企业与来自全球各地医学

专家及科技工作者及教学、科研等仪器的使用

者广泛的交流，一定会共同促进学科发展及转

化应用，提升理论创新视野，拓展转化应用的

潜力。 

一、招展方案 

为便于企业参会，我们设置了不同的赞助

方案，具体如下所述，方案也将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以 终协议内容为准。 

1. 卫星会 1 场 3 万元  

2. 展位 2 万元 

3.会前宣传视频播放 2 万元/场 

4. 大会学术会议日程册广告收费标准： 

1) 封二（彩色 20, 000 元/页） 

2) 封三（彩色 18, 000 元/页） 

3) 封底（彩色 18, 000 元/页） 

4) 插页（彩色 15, 000 元/页） 

5. 胸牌 LOGO  5,000 元   

二、有关要求 

会议期间一切活动应与主办方商定再列入

会议日程，会议期间各参展单位不得私自举行

活动以及组织代表进行与学术无关的活动，不

得干扰会议的正常进行。 

三、赞助/参展费等付款方式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欲参加会议公司及企业人员，务必注明：

脑科学会议+汇款人姓名/单位，并请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前将参展回执发送给中国生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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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李凤洋 

联系电话：13126999181 

电子邮件：lifengyang@caps-china.org.cn； 

感谢您对本次大会的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走进骨关节炎 
 

张海严，白晓春，蔡道章 
 

对于骨关节炎，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

“疼”，特别是中老年人，从 初的“一走就

疼”，到“一动就疼”，到 后“一直在疼”，

直至失去活动能力。如此可怕的骨关节炎，到

底是如何对我们造成伤害的呢？今天，我们要

讲的就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大敌——骨关

节炎。 

想要认识骨关节炎，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关

节。关节是骨与骨连接的可以活动的部位，主

要由关节囊、关节面和关节腔等结构组成。关

节面是骨与骨接触的光滑面，表面覆盖关节软

骨；关节囊附着于关节面周围的骨面上，和关

节软骨一起包绕形成关节腔，关节腔内存在关

节液，和关节软骨一起减少骨之间的摩擦。部

分关节还存在滑膜囊，是由滑膜形成的囊袋，

内含粘液，同样起到减少骨的摩擦、减轻组织

损伤的作用。 

骨关节炎，又名退行性骨关节病，调查显

示全世界范围内骨关节炎患者高达 3.6 亿人，

而我国骨关节炎受累人群已经超过 1.3 亿。由

于其高患病率和高致残率，世界卫生组织将骨

关节炎与心血管疾病及癌症列为威胁人类健

康的三大杀手，并将骨关节炎称为“不死的癌

症”。那么对于大众来说，我们需要认识骨关

节炎的病因、病理；早期识别骨关节炎，正确

治疗，改善预后，将骨关节炎带来的痛苦与生

活影响降到 低。 

那么，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骨关节炎的发生发展是一种长期、慢性、

进行性的病理过程，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关节外科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首先，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关节疾病，多见

于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因此年龄被认为

是骨关节炎发病的主要风险因素。随着年龄的

增长，关节软骨细胞逐渐衰老，软骨细胞外基

质降解，导致软骨变性和破坏。其次，肥胖等

关节机械负荷过重会导致关节软骨容易发生

退行性损伤，从而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

多度的机械负荷是导致关节软骨退变和骨关

节炎发生的根本因素。另外，运动损伤包括前

/后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和侧副韧带损

伤等也会导致关节软骨不可逆损伤， 终导致

骨关节炎发生。 

如何判断自己得了骨关节炎呢？ 

首先，骨关节炎好发于各大承重关节，包

括膝、髋、颈椎和腰椎等关节，其中又以膝关

节 为常见。其次，骨关节炎早期主要表现为

间歇性的轻中度疼痛，但是此时还不影响日常

的生活活动。但随着病情进展，关节疼痛加重

并逐渐影响日常生活，例如上下楼梯以及蹲下

起立时都会诱发及加重疼痛。到了疾病中晚期

则表现为持续的疼痛，严重者甚至出现夜间痛

醒。进入了骨关节炎中晚期后，关节屈伸活动

受到限制，并常出现膝关节内外翻畸形，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X”型腿及“O”型腿。 

得了骨关节炎，我们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

查？ 

如果出现以上骨关节炎症状，那我们应该

大 家 谈 



 

 142 

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挂号科室可以选择关节

外科。那么，我们应该做哪些检查呢？其中

简单、 有价值的检查就是负重位的膝关节 X

线片，它是诊断骨关节炎的“金标准”。其次

就是膝关节磁共振检查，主要是用于骨关节炎

的早期诊断，还可以与其他疾病进行鉴别。

后还可以进行一些血液方面的常规检查，主要

也是用来排除其它疾病。 

 
确诊得了骨关节炎，该如何治疗？ 

面对骨关节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赶

快治疗，但实际上，目前骨关节炎仍未能实现

完全治愈。当骨关节炎症状发作时，可以采取 

 

按摩、理疗等简易措施缓解症状，若疼痛不能

缓解，可以口服消炎药对症治疗。当通过药物

治疗仍不好转，而且影响日常生活时，可选择

关节镜治疗，必要时行关节置换手术。 

面对这个“不死的癌症”，预防是关键 

骨关节炎作为骨科疾病中的“不死的癌症”，

一旦得病便如同跗骨之蛆一般，给患者带来无

尽的痛苦与折磨。因此，明确骨关节炎的病因，

改善不良生活习惯，对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至

关重要。 近研究发现过度的力学负担是引起

骨关节炎发生的根本原因，过度机械负荷会导

致软骨细胞衰老，促进关节软骨退变并诱发骨

关节炎发生发展。因此，预防骨关节炎要尽量

减少关节负荷。首先，我们平时要积极控制体

重、避免肥胖，有效减轻关节负荷和磨损。其

次，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关节的负重活动，比如

爬山、爬楼、长时间的行走等，避免背、扛重

物。 后骨关节炎预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科学运动，在选择运动锻炼方式时，我们要选

择非负重的活动，如游泳、骑自行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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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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