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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简称“学会”）由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先生于1979年
创建。宗旨是通过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科普教育和编辑出版物，促进生物物理学发展，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 

学会秉承“五湖四海，民主办会”的方针，吸引凝聚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包
括中外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
优秀人才。

2016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期的开局之年，学会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
在理事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科技三会的讲话精神，按照全国学会工作会议的要求，以服务科
技工作者为本，进一步加强学会能力建设，深化学会改革创新，提升学会的工作质量和水
平，拓展学会的发展空间和领域，提高学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全面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
任务，为学会“十三五”发展创造了良好开局，也为学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建设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为重心  发挥联合体大平台大智库作用

作为联合体的首届轮值责任学会，秉承公平、合作、责任、发展的宗旨，积极组织协
调并发挥各个学会的优势和特点，协助联合体开展“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评选2015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承办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2016年11月1～3日，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等工作。联合体提供了更大的学术平台，在单一学会难以承接的国家任务
和国际专业学术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发挥对外科技交流优势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盟（IUPAB）和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ABA）的主席
国学会，积极通过高层互访，加深与国际对口科技组织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深化拓宽双边
合作领域。

强化学术交流品牌  促进学科发展

多年来，组织学术会议一直是学会的特色工作，形成了系列品牌会议。2016年，学会
以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和水平为重点，进一步优化了学会学术会议结构，构建了以学会年
会为导向、专业学科前沿高端会议为特色、技术研讨和交流论坛为补充的学术会议布局，
搭建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学术交流平台。秘书处具体承办的学术会议10项，其中国际会
议8项，国内学术会议2项；培训班3项，参与组织大型学术会议1项。

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  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提升学会社会化公共服务能力

作为基础科学类科技社团，学会以学科研究和专家资源为优势，积极参与学术类相关
的国家任务，集中力量完成了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委托的《生物物理学名词》（第二版）
编撰工作。参与了2016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工作。作
为首批支持单位，承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写工作。

以推进中国科协创新助力工程为着力点，创新深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渠道，建
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德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协同创新中心”。 

完成了《中国生物物理学近十年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和贡献调研报告》。

前言
Preface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不断探索科普新途径

按照《中国科协2016年科普工作要点》的要求，牢固树立“创新、提升、协同、普
惠”的科普工作理念，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推进“十三五”公民素质建设，组织
开展了50场主题性、全民性、群众性科普活动。鼓励会员创作有知有趣有用的医学及生物
学科普图书及作品，与国内外媒体合作通过网络、在线视频媒体平台、微信等移动端等的
科普信息化传播，定向、精准推送科普服务。推动科普教育展示大厅建设，提升科普展教
水平。组织诺奖大师与中学生面对面等活动，提升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对科普薄弱
地区、社区等惠及最广大居民的科普活动，提升科普实效。被中国科协评为2016年度全国
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牢记服务宗旨  努力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

以新媒体为平台，开拓信息传递的新渠道，紧密跟踪最新科研进展，密切关注重大科
学事件，及时发布科技政策调整，共同分享科研心路历程。2016年，学会微信公众号得到
读者的广泛关注，多篇文章被其他知名公众号转载，某些文章单篇阅读量高达14000多次。

发现和举荐优秀人才，提供展示和发展平台。颁发各类奖项50余项。

推进期刊改革  不断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

学会主办的3本科技期刊——《Protein & Cell》获选科协组织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
影响力提升计划评审”C类期刊，影响力稳步提升；《Biophysics Reports》（中文《生物
物理学报》）改版并OA模式出版，蓄积后发；《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以专刊为引
导，通过单篇推送和移动推送形式，加大了宣传效果和关注度。

2017年，学会将在理事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增强学会
创新和发展能力为主线，以发展和服务会员、加强能力建设、承接政府职能为突破口，认
真落实中国科协和学会理事会的工作思想，求实创新、强化服务、和谐发展，努力建设充
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社团。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

编者按 
在2017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处衷心感谢所有会员及兄弟

学会对秘书处工作的支持。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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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秘书长
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10th Council

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常委

IUPAB 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

梁栋材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名誉

理事长

理事长

副理事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和平 院士 丁建平 研究员 高福 院士 哈木拉提·吾甫尔 教授 雷鸣 研究员

张明杰 院士隋森芳 院士

刘平生 研究员
学会总干事

徐涛 研究员 许瑞明 研究员

阎锡蕴 院士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The 10th Standing Committee

陈  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陈  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程和平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建东 复旦大学，教授

丁建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  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为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

郭爱克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哈木拉提·吾甫尔  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胡  钧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

吉永华 上海大学，教授

雷  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

李  蓬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

刘  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平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志杰 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教授

龙  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  红 复旦大学，教授

饶子和 清华大学，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蕴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舒红兵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隋森芳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腾脉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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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王一飞 暨南大学，教授

吴乐斌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邢  达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徐  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徐天乐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筹），研究员

薛  磊 复旦大学，研究员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传茂 北京大学，教授

张  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立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张明杰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先恩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  旭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钟  扬 西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周  专 北京大学，教授

巴马克 南开大学，教授

毕国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卞修武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蔡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蔡伟明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常务理事（续）
The 10th Standing Committee

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Members of the 10th Council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柴继杰 清华大学，教授

昌增益 北京大学，教授

常彦忠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程  雁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崔宗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邓林红 常州大学，教授

董宇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多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  峰 第四军医大学，教授

管敏鑫 浙江大学，教授

何建华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

何  群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洪  梅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胡俊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蒋澄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

孔祥贵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与物理所/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所，研究员

李葆明 南昌大学，教授

李根喜 上海大学，教授

李前忠 内蒙古大学，教授

李  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教授

李正强 吉林大学，教授

梁培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梁  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梁兴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刘光慧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俊平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理事（续）
Members of the 10t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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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续）
Members of the 10th Council

刘  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娄智勇 清华大学，副教授

罗建红 浙江大学，教授

骆清铭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马  辉 清华大学，教授

钱睿哲 复旦大学，教授

申  洪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沈月全 南开大学，教授

宋保亮 武汉大学，研究员

宋纯鹏 河南大学，教授

苏  丹 四川大学，教授

苏晓东 北京大学，教授

孙  兵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

孙  飞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孙真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谭  铮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田  捷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田亚平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 / 教授

万明习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王宏伟 清华大学，教授

王吉华 山东省德州学院，教授

王克威 北京大学，教授

王  擎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王世强 北京大学，教授

王  炜 南京大学，教授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王佑春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

吴李君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吴  乔 厦门大学，教授

吴  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武  一 兰州大学，教授

徐彦辉 复旦大学，研究员

徐宇虹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

杨  诚 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教授

杨福全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  力 重庆大学，教授

杨  卓 南开大学，教授

叶安培 北京大学，教授

尹长城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张辰宇 南京大学，教授

张  晨 北京大学，研究员

张建法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张令强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赵雨杰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

郑  平 复旦大学，教授

总 干 事 刘平生       

副秘书长 陈  畅，都培双，郝  宁，马  丽，张  宏，王晓晨

工作人员 王  悦，徐文丽

理事（续）
Members of the 10th Council

学会秘书处（按姓氏拼音排序）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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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分支机构
Branches of the BSC

第十届理事会组成
The 10th Council of BSC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在中国科协的指导和支持下，在18家成员学会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自2015年10
月15日正式成立以来，秉承公平、合作、责任、发展的宗旨，积极
组织协调并发挥各个学会的优势和特点，集中力量推动执行一家学
会难以承接的国家任务和国际专业学术任务，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和科技创新。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作为首届轮值责任学会，秉承公平、合作、
责任、发展的宗旨，积极组织协调并发挥各个学会的优势和特点，
协助联合体开展生命科学领域青年人才扶持计划（培养人数45
人）、评选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承办2016世界生
命科学大会（2016年11月1～3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等工作。

联合体提供了更大的学术平台，在单一学会难以承接的国家任
务和国际专业学术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生命科学的发
展和科技创新。

专业分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分会理事长/委员会主任

分子生物物理分会  许瑞明

膜生物学分会  张   宏 

神经生物物理与神经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周   专 

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钟   扬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  刘   扬 

光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崔宗杰 

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分会  蔡建明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龙   勉 

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 李   蓬

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 隋森芳

现代生物物理技术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徐   涛 

纳米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王   琛

分子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 田   捷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 施蕴渝 

单分子生物学分会    苏晓东

女科学家分会 阎锡蕴

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赫荣乔、都培双

青年工作委员会 孙   飞

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 沈   恂

学会出版物 主   编

《Biophysics Reports》（生物物理学报） 徐   涛 

《Protein & Cell》 饶子和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王大成

学会参与推动的主要工作：

• 承接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 2016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 
•	 开展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结构生物学篇
• 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评选
• 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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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
联合体18家全国学会共同承办的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2016 World Life Science Conference）于2016年
11月1～3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北京）成功举办。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先生宣
读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指出，生命科学是21世纪重
要的综合性科学领域，关系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正在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命
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希望中国科学家、企业家与各国同行一起，围绕本次世界生
命科学大会的主题，瞄准生命科学重大需求，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
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11月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出席2016年世界生命科
学大会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刘延东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科技
创新和健康产业发展，希望各国科学家加强交流合作，共享研究成果，推动生命科
学及其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努力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人口、健康、食品、环境等挑
战，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理事长饶子和院士主持

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开幕式

尚勇书记宣读批示

陈竺副委员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David Baltimore发言

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世界粮食奖获得者
和沃尔夫农业奖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余等众
多享有国际声誉的顶级科学家齐聚，以及66个专题
分论坛的400多位中外知名学者齐聚，围绕健康、
环境和农业三个大方向展开别开生面的学术交流。

大会主席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
席韩启德院士和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David Baltimore教授共
同担任，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由饶子和院士和王小
凡教授共同担任，大会学术与程序委员会主席由曹
雪涛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长Marcia McNutt院士共
同担任。

大会启动仪式

2016年11月1日下午，刘延东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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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续）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先生致大会开幕
辞。他表示，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汇聚了众多享有国际盛誉
的顶级科学家，相信这次大会将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一次令
人难忘的盛会。近年来中国在杂交水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动物器官移植、生物工程角膜、埃博拉疫苗、抗肿瘤新药等方
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成果与突破。希望世界各国的科技工作者
在本次大会的交流研讨中激发创新火花，互学互鉴，互惠共
赢，共同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谦；中国科协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束
为、项昌乐，党组成员宋军；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科
教司、教育部等部委有关负责同志；59位中外院士；来自30余
个国家的参会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近4000人出席了开幕式。开
幕式由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饶子和院士主持。

 Brian Kobilka Marc van Montagu Roger N. Beachy Emillie Marcus

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Karl Barry Sharpless(USA)，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Kurt 
Wüthrich(DE)，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da E. Yonath(IL)，2012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Brian Kobilka(USA)，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Marc van Montagu(BE)，
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Robert T. Fraley(USA)，2001沃尔夫农业奖得主Roger N. 
Beachy(USA)，细胞出版集团总裁、《细胞》杂志主编Emillie Marcus (USA)，他
们精彩的讲演吸引了上千位年轻学者，与会者不出国门就能聆听到全球前端的科研
成就，纷纷表示非常过瘾。

 会场 与会嘉宾

16个大会特邀报告突显了国际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报告人都是本领域的
优秀科学家，包括陈竺院士、2001年沃尔夫农业奖、2004年世界粮食奖得主
袁隆平，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 (USA)，2009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Venkatraman Ramarkrishnan (UK)，1982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Bengt Samuelsson (SE)，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ann 
Deisenhofer (USA)，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obert Huber (DE)，1991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Erwin Neher(DE)，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2011

 David Baltimore  Venkatraman Ramarkrishnan Bengt Samuelsson
 Johann Deisenhofer Robert Huber Erwin Neher
 Karl Barry Sharpless Kurt Wüthrich Ada E. Yon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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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续）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China Union of Life Science Societies

副理事长阎锡蕴院士、副理事长许瑞明研究员、副秘书长张宏研究员、常务理事李蓬院士在会上作报告

理事宋保亮教授、会员孙坚原研究员、理事王宏伟教授、会员朱冰研究员在会上作报告

会员肖瑞平教授、理事刘光慧研究员、常务理事张旭院士在会上作报告，副秘书长张宏研究员主持“金砖国家等

青年交流会”后在现场与参会者交谈

大 会 期 间 ， 学 会 女 科 学 家 分 会 协 助
组织了“生命科学中的女性”论坛。中国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志珍院士担任共同主
席，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女科学分
会理事长阎锡蕴院士参与筹备，中国女科
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程东红、2016年
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获奖者陈化兰
院士在内的多位杰出女科学家应邀参会，
分享了她们如何“发挥女性优势和创新潜
能，享受科研事业，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双
重角色”中的心得体会。女科学家分会理
事、上海药物所的吴蓓丽研究员作为青年
女科学家代表，以“Road to the GPCR 

Structures”为题，分享了她积极投身重要膜蛋白结构的科学研究，促进生命科学
发展的理想和信念。

在讨论互动环节，针对年轻女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如何平衡事业发展和家庭生
活、如何面对科研工作中的挑战、如何发挥女性优势和创新潜能等问题展开讨论，
鼓励年轻女性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促进生命科学研究的新发展。

面向科研人员的专业科普论坛也是大会的一项特色，学会移动端科普工作首
席科学家苗龙研究员应邀作为该科普论坛的主席，邀请了美国科学院院士、HHMI
研究员、Lasker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2012年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校（UCSF）Ronald D. Vale教授作《iBiology和iBioChina，合作向学校和科学家
传播生命科学》的报告，分享了他建立影响巨大的生物医学学术视频网站iBiology 
(www.ibiology.org)，邀请生物医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和HHMI
研究员等众多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在UCSF的录音棚录制他们的学术报告视
频，向普通高中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传播科学前沿的进展。

该论坛还邀请了斯坦福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Tim Stearns，匹斯堡大
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Graham F. Hatfull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植物
生理与生态研究所陈晓亚院士，华盛顿大学Roger Beachy教授，西北农林大学耿
旭研究员，大北农集团宋维平副总裁作了精彩报告。

苗龙研究员主持会议 
科普会场交流

并作报告

Ron Vale教授、陈晓亚院士、

Graham Hatfull 教授、Tim Stearns教授

作报告

 吴蓓丽研究员作报告 阎锡蕴院士与程东红书记等合影 论坛现场

 论坛主席 论坛共同主席

 王志珍院士讲话 Alice Huang作报告

 程东红会长讲话 陈华兰院士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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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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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发挥对外科技交流优势，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饶子和 院士

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盟

（IUPAB）主席（2014—2017）

阎锡蕴 院士

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ABA）
主席（2014—2018） 

◎   在日本生物物理学会年会期间，组织双边研讨会，阎锡蕴院士应邀作大会报告
并担任中方主席

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	 会晤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领导，增进学会间的了解，探讨合作发展

• 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总干事长Erika女士访问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阎锡蕴副理事长、刘平生总干事长接待并与其共商学会的合
作与发展。 

• 刘平生总干事长在美国细胞生物学2016年会期间访美，会晤美
国细胞学会主席Peter Walter，总干事长Erika Shugart，候任主
席Pietro DeCamilli，双方探讨了合作、联合办会，培养青年人
才的合作设想。

◎ 筹备第19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2017年7月16～20日，爱丁堡）

      http://www.iupab201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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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国际暨第十四次全国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2016年8月4～7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生物学分会承办，生物大分子国家
重点实验室、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北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协办的第五次国际暨第十四次全国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The 
5th International and 14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Membrane Biology；以下
简称ISMB）在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畔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多
个国家的170余名学者济济一堂，针对膜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前沿与热点问题
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

ISMB的前身是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
细胞生物学会联合发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承办的全国膜生物学研讨会。首届全
国膜生物学研讨会于1981年在召开，由杨福愉院士担任大会主席。2009年，徐
涛研究员等建议将第十届全国膜生物学研讨会扩展成为国际会议，并邀请了包括
James Rothman、Juan Bonifacino等在内的国际著名膜生物学专家担任大会报
告人，大大促进了我国膜生物学学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今年ISMB的会议主题为“膜动态与疾病”，大会报告人包括：美国细胞生物
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Walter教授、美国细胞生物学会前主席、美国科
学院院士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教授、神经生物学家José A. Esteban教
授，以及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研究员。会议分设了膜生
物学新技术新方法、膜动态、膜转运与疾病、生物膜及膜蛋白的结构等4个主题分
会，18个邀请报告及13个短报告涵盖了膜生物学的众多前沿热点领域，与会学者
受益良多。

Peter Walter在内质网应激方面做出过开创性的工作，荣获2014年度拉斯克
奖，在本次会议上，他详细介绍了蛋白质折叠与认知障碍相关性的最新科研成果。

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细胞超分辨光学成像方
面成绩斐然，本次会议她介绍了超分辨成像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这一技术在细胞
器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网络方面的系统应用。

强化学术交流品牌  促进学科发展

多年来，组织学会会议、学术会议一直是学会的特色工作，且已经形成了

生物物理大会、膜生物学会、钙信号会、电镜会等一系列品牌会议。2016年，

学会以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和水平为重点，进一步优化了学会学术会议结构，

构建了以学会年会为导向、专业学科前沿高端会议为特色、技术研讨和交流论

坛为补充的学术会议布局，搭建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José A. Esteban为著名神经科学家，在囊泡转运与突触可塑性的分子机制方
面做出重要贡献，他的大会报告介绍了突触信号转导与衰老及认知障碍的最新研究
进展。

匡廷云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在光合作用相关膜蛋白的结
构与功能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大会报告中，匡先生系统回顾了国内学者通力合
作、团队攻关，在光合作用分子机制方面所取得的系列进展，并详细介绍了她的研
究团队在光系统复合物I晶体结构解析方面的重要突破。匡先生的报告极富激情，
感染了所有与会的新生代科学工作者。

除了来自海外的邀请报告外，多名国内学者也在此次会议上展示、分享了他们
的最新科研突破，如中科院化学所方晓红研究员、北京大学陈良怡教授分别介绍了
利用超分辨光学成像解析膜动态的进展，清华大学俞立教授展示了他们在细胞内质
网动态变化中的最新发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蔡华清研究员介绍了调控细胞迁移及
运动的新分子机制，清华大学王宏伟教授介绍了通过冷冻电镜技术解析生物膜结构
的新突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李典范研究员介绍了脂立方相在膜蛋白反应动力
学及膜蛋白结构解析中的应用等。

本届会议优秀墙报奖由著名学术期刊Traffic独家资助。经膜生物学部分理事认
真评议，赵伟东（中国医科大学）、田晓宇（北京大学）等六人获得优秀墙报奖，
匡廷云院士、大会主席陈佺研究员向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会议特设立了女科学家论坛，由东北师范大学台桂花教授、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刘佳佳研究员主持，并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介绍她

Peter Walter教授、José A. Esteban、匡廷云院士、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教授作报告

Joerg Enderlein教授、Tom Shemesh教授、Wanjin Hong教授、Xiaoke Chen教授作报告

Xiaoping Du教授、You Xing教授、Zuhang Sheng 教授作报告，优秀墙报奖获奖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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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研工作的心路历程。此外，会议组委会还邀请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雷鸣研究
员、第四军医大学高峰教授等具有丰富项目管理及申请经验的资深专家，通过专场
报告的方式解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有关政策及注意事项，并回答了青年学
者特别关心的基金申请策略等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会议充分展示了我国在膜生物学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与进展。会议期间，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生物学分会与美国细胞生物学会初步达成了联合举办学术会议
的意向，进一步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膜生物学研究的进步
与发展。下届膜会（ISMB2018）初定于2018年4月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期待我
国膜生物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第五次国际暨第十四次全国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续）

  膜生物学会分会理事长 刘佳佳教授 分会副理事长陈佺研究员

 会议讨论 张宏研究员为Peter Walter 为José A. Esteban教授 为匡廷云院士颁发

  教授颁发大会报告纪念奖牌 颁发大会报告纪念奖牌 大会报告纪念奖牌

第十一届国际钙信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	

2016年7月21～24日，第十一届国际钙信号和细
胞功能研讨会（The 11th Symposium on Calcium 
Signaling in China, SCSC）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举
行。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Dr. Jenny Yang和遵义医
学院的庹必光教授共同担任本次会议的主席。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的
30名外籍专家，与近100名国内知名专家出席了本次
会议，共同推动领域内的国际间交流。

钙信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为中国钙离子学界组织
的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具有悠久的历史。首届会议
于1987年在徐州召开，之后每三年举行一次（1990年
天津、1993年石家庄、1996年南京、1999年徐州）。
2006年第6届青岛会议时对会议形式进行了改革，参
照Gordon Conference模式，之后便每两年举行一
次。第7届至第10届会议分别于2008年、2010年、
2012年、2014年在宜昌、北京、黄山、宜春举办。

本次会议特别安排了pre-meeting环节，邀请国
内外青年科学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两位会
议主席Dr. Jenny Yang和庹必光教授分别致开场词，
北京大学的周专教授简单介绍并回顾了“国际钙信号
和细胞功能研讨会”的历史，与会的青年学者分别介
绍了科研进展，加强了国内青年学者与国内外学者的
科研交流。

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莲娜到会致开幕辞，
对各位专家和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遵义医学院
喻田院长致欢迎辞，特别强调了会议的高水平、高规
格。斯坦福大学Dr. Richard Lewis在他的精彩报告
中，重点论证了CRAC通道蛋白中Orai1以六聚体的形
式存在于生物体中。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朱曦教授和清
华大学的肖百龙教授主持了posterflash环节，共安排
8位海报作者、每人3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各自的海报
内容。该环节是本次会议的又一个亮点，不仅可以帮
助评委更好的了解海报的内容，也给了海报作者，尤
其是年轻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第三军医大学谌

Richard Lewis教授作报告

朱曦教授与肖百龙教授主持会议

会上提问

会间讨论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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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结构生物学讨论会于2016年4月27～29日在深圳
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电子显微学会低温电镜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生物物理分会、生物超微结构显微成像专
业委员会和中国晶体学会大分子分会共同主办。隋森芳院士、饶
子和院士和许瑞明研究员分别担任会议的大会主席、学术委员会
主任和组织委员会主任，尹长城教授任秘书长。参会代表270余
人，来自全国55个单位的88个研究组，基本涵盖了我国结构生物
学领域的主要研究群体。此外，地方承办单位南方科技大学以及
10余家参展公司对会议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此次会议以近年来飞跃发展的冷冻电镜技术为主线，涵盖了
晶体学、核磁共振、单分子成像、计算生物学等方法的结构生物
学研究，以较全的视野呈现了当前我国结构生物学研究的繁荣景
象。会议进行了紧凑而活跃的学术交流，共举行了2场大会报告，
38个专题报告，并评选出5个优秀墙报奖。学术
报告内容主要围绕4个议题展开：结构生物学理
论方法、疾病相关大分子复合体、复制转录和
翻译以及蛋白质的修饰加工和转运相关的结构
生物学研究，集中展示了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域
的最新重要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结构生物学
研究正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快速发展。

中国结构生物学学术讨论会自1995年第一次召开后，一共
举办了5届，分别是1995年青岛一届会议、1999年张家界二届会议、2010年三亚
三届会议、2013年重庆四届会议和2016年深圳五届会议。2010年第三届会议期
间，中国晶体学会生物大分子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生物物理专业委
员会和中国电子显微学会低温电镜专业委员会同时建议“中国结构生物学学术讨论
会”每3年举办一次，由3个专业委员会轮流承办，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我国结构生
物学领域学术交流平台。第五届会议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团结合作，携手共进”
的精神，必将推动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域以更快的步伐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第十一届国际钙信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	（续）

晓维教授实验室的李星怡博士，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唐铁山教授实验室的王翘楚博士
和北京大学程和平院士实验室的侯婷婷博士，他们在会上的演讲都着实精彩。青年
博士后的报告对年轻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
今后能在会议上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青年博士后。

三天的会议围绕“钙信号功能及机制”“钙离子在重大疾病中的作用”“钙信
号相关G蛋白偶联受体，离子通道和新药研发”“钙信号检测技术进展”等主题展
开，涌现出诸多精彩的报告，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为感谢朱曦教授和周专教授对“国际钙信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做出的杰
出贡献，大会组委会特别向他们授予了“SCSC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为期四天的大会充满了自由灵动的思想和轻松愉快的氛围。新增加的Pre-
meeting和Poster flash环节打造了一个轻松高效的学术沙龙，给了年轻学生话语
权和崭露锋芒的舞台。不仅如此，正式会议时每个报告人的演说时间从往年的15
分钟延长至25分钟，演说时间的延长使每位报告人可以从容表现，分享更多的精
彩内容，也让参会的学者和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交流。此次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显著增进了参会学者与报告人在会议问答环节中的交流互动。

第五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学术讨论会	

大会主席隋森芳院

士开幕致辞

高福院士作大会特

邀报告

王大成院士闭幕致辞

 朱曦教授、周专教授获得特殊贡献奖 优秀墙报奖得主合影

 志愿者合影 大会与会代表合影

许瑞明研究员作报告

 隋森芳院士、施蕴渝院士、尹长城秘书长 
与会代表合影

 为获奖同学颁发优秀墙报奖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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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郭可信冷冻电镜三维分子成像国际研讨会		

2016年6月27～30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承办的2016郭可信冷冻电镜三维分子成像
国际研讨会（2016 Kuo symposium on 3D cryo-EM 
molecular imaging）在北京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
主席由清华大学王宏伟教授和美国匹兹堡大学章佩君
教授共同担任。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
作为主办方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40余位杰出的冷冻电
镜领域的科学家作大会报告，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Joachim Frank，美国加州大

 会间讨论 墙报交流

与会代表合影

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Robert Glaeser，
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Richard Henderso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
国科学院院士Eva Nogales，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Z.Hong Zhou，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程亦凡，
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StevenJ Ludtke，德国马普生物物理
研究所教授Werner Kühlbrandt，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教授Sjors Scheres等。我国在冷冻电镜领域前沿从事
科研的众多科学家也参与了研讨会。

学 术 报 告 主 要 围 绕 冷 冻 电 镜 技 术 的 新 进 展
（Newadvances in Cryo-EM technologies）、冷
冻电镜在高度对称结构中的应用（Cryo-EMon high 
symmetric structures）、单颗粒技术的应用（Single 
part ic le  appl icat ion）、单颗粒技术的动态分析
（Singlepart icle dynamic）、膜蛋白的冷冻电镜
（Cryo-EM of membrane protein）、细胞结构的
冷冻电镜（Cryo-EMof cellular structure）等主要议
题，分别就单颗粒技术的进展、冷冻电镜研究膜蛋白的
方法、冷冻电镜的探测器（detector）的发展历程、
减少冷冻电镜的辐射损伤（radiationdamage）、电
镜样品制备的新方法和自动化、微小晶体的电子衍射
（MicroED）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电子断层扫描技术
（Electrontomography）等冷冻电镜领域最新的研究进
展与方向展开深入的讨论。其中，冷冻电镜单颗粒重构的
先驱JoachimFrank做了大会主题报告“Singleparticle 
cryo-EM at 2.3 Angstrom resolution – a dream 

程亦凡教授作大会报告

Robert Glaeser教授作报告

Tamir Gonen教授作报告

John Robinstein教授作报告

come true. But what is next？”，对冷冻电镜单颗粒重
构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该技术的未来发展提
出了激动人心的展望。研讨会第二部分是墙报展示，本次
大会总共有42个墙报展示，对冷冻电镜的方法学发展与应
用的最前沿领域分别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此次大会共有来
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典等多个国家近300
人参加，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本次研讨会还为
即将在浙江大学召开的2018年郭可信国际研讨会（2018 
Kuo symposium）做了预告和宣传。

冷冻电镜技术作为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的重要手段
之一，在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引起广泛的关注。
2014年初，冷冻电镜被《Nature Methods》杂志评选为
“2014年最受关注的技术”。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为电镜
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冷冻
电镜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与进展的平台，积极地促进了国
际交流与合作，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冷冻电镜以及结
构生物学领域的进步与发展。参会的国际学者均对中国近
年来在冷冻电镜领域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大批优秀科研成
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王宏伟教授提问

章佩君教授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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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国内外青年科学家在生物物理前沿科研领
域的学术交流，推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技术和学
术交流，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四川省侨联青年委员
会、成都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郫县人民政府和成都市
科技厅联合举办的“2016国际生物物理前沿青年科学
家成都菁蓉论坛”于2016年9月6～7日在四川成都召
开。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院士和近百名来
自全国各地极具影响力的生物物理科学界专家共赴此
次科学盛宴，剖析生命科学新趋势。

本次会议以开幕式和11场专题研讨会组成，中
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院士致开幕词并做主题报告，介绍了结构生物学领域
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施和新思路等。11场专题报告聚焦以蛋白结构和药
物设计为代表的前沿分子技术，就各自研究领域分享真知灼见，议题覆盖了从基础
研究、药物和技术研发到临床应用全链条的产业发展动态，与会者共同探讨了生物
物 理 学 科 最 新 发
展 ， 以 及 当 前 形
势 下 存 在 的 机 遇
和挑战。

第四届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

国际生物物理前沿青年科学家成都菁蓉论坛2016

第三届“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18～22日，第三届“蛋白质介导的膜
塑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此次
研讨会是作为2010年、2013年分别在天津和西安召
开的 EMBO workshop“Membrane Shaping and 
Remodeling by Proteins”（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
重装）国际研讨会的延续，旨在促进膜生物与膜蛋白
的科学研究，更紧密地加强国内外信息与技术交流和
科研合作。 

Randy Schekman教授、Susan Ferro-Novick教授、William Prinz教授、徐涛研究员、邓红雨研究员作报告

大会主席胡俊杰研究员致开幕词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
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共同主办。
Nature 杂志为本次会议作宣传推广。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40余位专家学者
以及国内代表共计170余人出席了会议。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张宏，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佺出席了大会。组委
会邀请了16位膜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国际科学家和6位国内专家汇报蛋白质与生物
膜相关的研究进展，其中包含多位著名的膜生物学领域顶尖人才，如2013年由于
在囊泡运输的调节机制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Randy 
Schekman教授和Tom Rapoport，Jennifer Lippincott- Schwartz，Pietro De 
Camilli，Susan Ferro-Novick这5位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英国皇家科学院
院士Harvey McMahon。

大会学术报告讨论蛋白质参与介导的生物膜系统形态与功能的调节，内容丰
富，涵盖范围广泛。30场学术报告精彩纷呈，主要围绕以下4个议题展开讨论——
蛋白质与膜囊泡的形成：重点讨论在囊泡运输、细胞 自噬等细胞活动中，蛋白质
如何介导囊泡结构的形成；蛋白质与膜重组、融合与裂解：重点讨论蛋白质介导的

学会理事长饶子和院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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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1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Yoshinori Ohsumi教授参与创办的中日
自噬细胞研讨会于2016年3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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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膜系统如内质网和线粒体等发生融合、裂解的分子机制；蛋白
质介导的细胞器联系：重点讨论蛋白质在介导细胞内膜系统，内质网
与线粒体、内质网与细胞质膜等细胞器相互联系的分子机制；蛋白质
与胞内膜塑形：重点讨论蛋白质在维持细胞内膜系统如线粒体、管状
内质网的形态和结构方面的作用机制。

会议期间，JCB杂志的主编Jodi Nunnari教授和E-life杂志的主编
Randy Schekman教授领衔了关于论文发表的一场自由讨论，Jodi 
Nunnarti教授提出科学杂志不应当以盈利为目标，不应该从发表文
章来评判，应当鼓励让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来评判科研人员的水平。
Randy Schekman教授倡导论文的发表不简单以影响因子来评价，对
于科研工作人员的工作，不应该简单通过其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来判
断。Randy Schekman教授还建议研究人员在开放获取的期刊上发表
文章. 促进研究的发展，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科学和社会。 

 

提问与讨论

陈佺研究员为优秀墙报奖获得者颁奖

第三届“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	（续）

与会代表合影

此外，大会还邀请了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或文理学院院士Randy 
Schekman，Tom Rapoport，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
Pietro De Camilli 和 Susan Ferro-Novick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膜动态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国际科学顾问。膜动态生物学研究中
心的成立目标是建立优秀人才引进和高效评估体系的平台，为科学家
之间交流，找到共同兴趣，促成合作搭建平台。以提升我所国际影响
力，推动膜生物与膜蛋白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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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亚太地区秀丽线虫学术研讨会	

2016年6月25～29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北京细胞生物学会和生物大分子
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亚太地区秀丽线虫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
坡、美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290多名科研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次研讨会分为8个主题会议，涵盖了发育，细胞凋亡和细胞自噬，衰老、
逆境和代谢，形态发生、细胞骨架和细胞器，神经生物学等领域。美国罗格斯
大学的Monica Driscoll教授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韩岷教授分别作了题为“A 
neat approach to neuroprotection: throw away the trash”和“Impacts 
of specific lipids and nucleotides on the decisions for development，
reproduction and behavior”的大会报告。7个主题报告的报告人分别来自美国
俄勒冈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埃默里大学、桑福德－伯纳姆医学研究所、罗格斯
大学、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研究机构。而40个一般性报告
则主要来自中、日、韩、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大会还收到80余份学术墙
报，并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展示和交流。

为了鼓励研究生及青年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大会设立了优秀学术报
告和墙报奖，甘启文等8位研究生获得优秀学术报告奖，刘禹冰等16名研究生获得
优秀墙报奖。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晓晨和美国桑福德－伯纳姆医学研究所
Malene Hanson教授为优秀墙报奖颁奖，中科院遗传发育所杨崇林研究员和美国
罗格斯大学Monica Driscoll教授颁发了优秀学术报告奖。

学术报告

本次大会进一步加强了亚太地区以秀丽线虫为模式的生命科学研究，促进了国
内外秀丽线虫及相关领域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讨论了相关领域中的最新成果
和进展，包括很多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如韩岷教授介绍了其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多
个课题。此外，会议还涵盖了一些研究手段方面的更新和突破，如浙江大学徐素宏
教授介绍的利用光遗传学手段mini-SOG实现特定细胞的清除。通过此次研讨会，
凝聚了亚太地区以秀丽线虫为研究对象的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力量，有效促进了科研
人员之间的交流，必将极大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两年后，第八届亚太地区秀丽线虫学术研讨会将移师韩国举行。韩国浦项科技
大学Seung-JaeLee教授代表下一届组委发言，欢迎大家参加下一届在浦项召开的
线虫会。

会间讨论

 提问环节 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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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7月1～3日，为促进我国脂代谢与生物
能学的发展，加强该领域国内外最新进展和研究成
果的学术交流，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脂质代谢与生
物能学分会主办，大连医科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
(AIMS)、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分子发育国
家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的“2016脂质代谢与生物
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脂代谢
与生物能学分会成立大会在大连医科大学召开。本
次会议共邀请了清华大学李蓬院士、王志新院士，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李伯良教授，美国哈佛医学院、
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美国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梅奥中心、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专家以及国内
著名脂代谢与生物能学领域的100余名顶尖专家学
者参与，其中有多位科技部“973”计划首席科学
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千人、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
重要荣誉的获得者。国内知名大学、科研院所的
230余名代表及大连医科大学师生近200人参加了会
议，组织高端学术报告51场。

李蓬院士致开幕词

大连医科大学管又飞教授致辞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Andrew Brown教授、北京大学邱义福教授作教授、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Joel 
Goodman教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Vytas教授作报告

武汉大学刘勇教授、武汉大学宋保亮教授、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李党生教授作报告

会议开幕式由由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李蓬院士和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管又飞教授分别致辞。李蓬
院士做大会主题报告并主持召开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首届
理事会议。

会议期间举办的转化医学论坛专场，为基础和临床专家的深入交流搭建了良好
的平台。专家们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在心血管、代谢、免疫
及整体器官功能调节等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并在科研、教学和实验技术方面进行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这对探究脂代谢与生物能学调控机制及对当今生命科学研究突
破瓶颈、解决重大慢性代谢疾病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大会也特地为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研究生提供了专场报告的机会。另外，
为鼓励学术交流多样化，会议还开展了墙报学术交流，并对优秀墙报进行了表彰。

本次学术研讨会学术氛围浓厚，充分展示了脂代谢与生物能学领域的国际、
国内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了该领域很高的学术水平。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医学界众
多产学研领域的顶尖专家，会议中既有阐述、也有分析，更不乏激烈辩论，专家们
的智慧分享以及思想碰撞，使与会人员对脂代谢与生物能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
识，很好地推动了我国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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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单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第三届纳米生物物理学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26～28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单分子生物学分会主办，北京大
学BIOPIC、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协办的第一届全国单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会议围绕着单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应用的前沿现状及未来发
展主题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积极促进了我国单分子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快速发
展。来自全国各地的121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苏晓东教授宣布单分子生物学分会成立，龙勉副理事长致辞，谢晓
亮荣誉理事长做了“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对于传统生物学及传统医学的意义”的大
会报告。来自全国23个高校或研究所的33名研究人员做相关学术报告，热烈讨论
单分子生物学的科研问题以及开展合作的潜力。

2016年1月12～15日，第三届纳米生物物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北海召开。
大会主要议题为：纳米生物材料在疾病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和未来发展方向。
主要围绕纳米生物材料的研发、医学影像与纳米智能材料、纳米物理治疗、磁响应
纳米支架、智能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以及纳米生物材料的产业化发展前景等几个方
面进行讨论。

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蔡林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的陈学思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的崔大祥教授、华中科
技大学的张胜民教授以及天津大学的董岸杰教授等人分别就医学影像与纳米智能材
料——影像引导的肿瘤精准光学治疗、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制备与应用开发、
纳米生物材料的研发、智能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聚合物纳米载体的多功能性及载
药递送功效等方向做出专题汇报。参会人员就以上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参会人员一致认为纳米技术对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疾病诊断、预
防和治疗的实际需求对纳米技术提出了获得更先进的药物传输系统和早期检测与诊
断技术的期望，如早期诊断和预警、代谢产物中的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其微量或
痕迹量或瞬间的样品量的检测技术，适于大量或批量的实用检测技术平台，载体的
效率和容量，靶向、缓释、可控的药物载体，药靶确证和药物筛选，甚至是突变或
个体化差异的检测、诊治等。利用DNA分子的自组装特性，可以获得新型的纳米
结构材料，用于发展全新的生物检测技术，实现基因治疗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发展安
全有效的基因运载系统，利用纳米技术发展新型医学传感器，利用纳米技术发展新
型活细胞检测技术。

代表在会上进行研讨

另外，纳米技术对再生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纳米技术为模
仿和构建天然组织里不同种类的细胞外基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纳米技术将
有助于探索和确定成体干细胞中的信号系统，以激发成体干细胞中巨大的自我修复
潜能，纳米技术在医学科学中的应用，如单分子、单细胞体内成像应用、单一癌症
细胞检测、药物释放直观技术等。纳米材料和生物材料属前沿新材料，代表着未来
材料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通过此次会议的交流，为日后纳米生物材料的研发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与会代表合影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40 41中国生物物理学会2016年报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BPSC)
2016 ANNUAL REPORT

参会代表合影

参会代表合影

第十届辐射与环境生物物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	

2016年4月22～26日，中国第十届辐射与环境生物物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在福
建泉州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环境与辐射分会主办，第二军医大学海
军医学系舰船辐射医学教研室作为主任委员单位承办，大会参会人数为176人。

会议主题分3个方面：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点交流电离辐射、电磁辐射、
化学环境等相关基础研究新成果；临床研究与新技术应用，主要交流肿瘤放疗、核
医学、辐射防护等领域研究成果；政策法规与管理经验研究，集中交流相关疾病预
防控制、放射卫生、环境监控等方面研究新成果。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125篇，共设立了7个特邀报告、14个大会报告、2个分
会场的青年论文报告会，以及2个分会场的专题报告会。其中，特邀报告中，美国
西南医学中心Benjamin Chen教授做了有关DNA-PKcs在端粒保护中的作用特邀
报告，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的邵春林教授做了有关
miRNA的辐射保护作用的报告，第三军医大学的余争平教授介绍了电磁辐射生物
效应与辐射防护的研究进展，中科院的步文博教授基于放射增敏效应的稀土转换材
料对乏氧肿瘤的精准治疗进行了探讨，第二军医大学的蔡建明和孙学军教授就分子
氢对基础医学和辐射损伤等自由基相关疾病的防治作用做了精彩介绍。众多学者欢
聚一堂，围绕辐射生物效应基础研究以及肿瘤放化疗与核医学研究展开热烈交流，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氢气医学产业峰会论坛	

富氢水产业是国内近几年新兴且快速发展
的高科技产业，它依托各国专家学者对氢分子
生物学效应的研究，开创了全新的“氢健康”
理念，即通过饮用富氢水，对慢性疾病进行干
预以达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富氢水，即富含氢
气的水，源自日本的水健康理念。科学家发现
氢气具有选择性抗氧化能力，且已可以确认人
类63种疾病和氧化损伤有关，而富氢水可有效
清除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达到防治疾病的
目的，为人类健康事业带来新的曙光。

本次氢气医学产业峰会论坛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辐
射与环境生物物理分会理事长蔡建明教授任论坛主持。邀请了全球最著名的氢分
子生物医学专家，日本医科大学太田成男教授，美国氢分子研究所创始人Tyler 
leBaron先生，山东省泰山医学院二级教授，泰山医学院生命研究中心主任，秦树
存教授，以及第二军医大学研究分子氢医的孙学军教授，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
企业家，分别就氢气医学研究现状与思考，氢生物学研究、医学转化和产业化进
展，氢气对抗环境污染的应用、在眼科方面的应用，富氢水的市场前景做了阐述。
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的讲解，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本次氢气医学产业论坛目的是能够拉近氢健康、氢分子医疗、富氢水及健康
氢水机等各行业的凝聚力，为氢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发展契
机。旨在扩大富氢水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分享成功心得，探索行业发展方向，寻
求各方合作机会，通过进行高端对话讨论，对当热点问题进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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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学术活动简讯

◎		 女科学家分会

• 2016年4月，分会理事长阎锡蕴院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畅研究员及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艳丽研究员参加了第五届中日女科学家研讨会，阎
锡蕴院士做了大会报告，为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两国科
技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 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肖瑞平教授，作为世界顶级医
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首位华人副主编，和其团队在2016
年推出中文电子周刊《NEJM医学前沿》，积极推动中国医疗领域与国际医学
主流的融合。

◎		 分子生物物理分会

• 参与组织了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承办了
“表观遗传与表观基因组”专题，邀请到美国科学院院士Dinshaw Patel，以
及表观领域资深高引的Jerry Workman、Yi Zhang等教授做了精彩报告。

• 协助中国晶体学会大分子专业委员会，组织中国代表参加2016年12月在越南
河内召开的第14届亚洲晶体学联合会，以及在广州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晶体学
会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阎锡蕴院士带队出席第五届中日女科学家研讨会

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

2016年学术交流掠影

◎		 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

• 2016年4月·杭州，中华放射学会分子影像学专委会——功能与分子影像高峰
论坛

• 2016年5月·美国，参加2016世界分子影像大会
• 2016年6月·哈尔滨，2016年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年会
• 2016年7月·无锡，中国长江医学论坛——2016放射学年会

• 2016年9月·杭州，双清论坛——支持精准医疗的医学影像分析与处理的数学
技术

• 2016年10月·苏州，2016中华放射学学术大会
• 2016年10月·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肝癌门静脉癌栓高峰论坛
• 2016年11～12月·美国，参加第102届北美放射学年会
• 2016年12月·上海，第六届东方放射学大会：图像融合，创新驱动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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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医学分会

• 2016年8月22～25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成功召开了第七届自由基生物学
与自由基医学战略研讨会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
会理事会全体（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举办，秉承着自由基分会积极支
持边疆地区开展科研工作的精神，并获得了佳木斯大学领导与药学院老师
的鼎力支持。会议期间，除专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讨论之外，还正式宣
布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章程经过全体会员表决（包括电子投票）
正式通过。此次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理事会全
体扩大会议期间，经全体理事的投票选举（包括电子投票）增补两位专家理
事——复旦大学的唐惠儒教授、佳木斯大学的李锦莲教授。

分支机构学术活动简讯（续）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 2016年10月20～22日，由分会刘扬理事长、陈畅副理事长和刘健康副理事长
等率队一行8人，赴台湾新北市马偕医学院参加第七届海峡两岸四地自由基研
讨会。会议期间，经过近百位自由基学界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充分学术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因为与会的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不是
首次参加此自由基生物学系列研讨会，本次会议专家们普遍感觉我们华人
（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在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
已经今非昔比，获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通过我们两岸四地自由基领域学
者携手共同举办会议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华人（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
自由基领域的学术地位。此次会议另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将下次会议地点初步
确定在中国澳门。会议期间，澳门大学李铭源教授代表澳门大学表示愿意承
办第八届两岸自由基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并且会议也将正式扩大为两岸四地
自由基领域学者的学术交流论坛。

• 2016年11月19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了2016健康科学研究
高端论坛。此次会议在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组织下由河北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院承办。会议除邀请美国堪萨斯大学石红联教授之外，还由7位国
内自由基专家教授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而后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虽然
这只是一天时间的小规模专题论坛，但与会专家们一致反映会议内容的学术
水平与沟通效率都非常高。因此，这也是自由基分会今后应该大力支持的学
术活动，值得推广。

• 刘扬理事长成功当选亚洲自由基学会主席。在中国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
学分会理事会理事和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下，经亚洲自由基学会全体会员
投票选举，刘扬理事长成功当选为本年度亚洲自由基学会新主席，任期为
2017—2018年两年。此次当选，反映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学与自
由基医学分会和中国自由基生物学学科在组织力量和学术影响力方面的长足
进步和发展。

• 分会网站和微信群的建立。经中国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理事会和
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和秘书组的努力。正式建立中国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
医学分会网站（http://www.sfrr-china.com）和微信群。这将极大方便我分
会专家理事与会员们的交流与沟通。

◎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

• 2016年8月21～26日，在生物磁共振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施蕴渝院士带队下，约30余
位研究人员、研究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
的国际生物系统磁共振会议，参与了广泛
的学术交流。其中，中国科技大学石发展
研究员因单自旋领域的突出工作，获得了
2016年度ICMRBS青年研究学者奖。

• 2016年8月17～20日，在生物磁共振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吴季辉教授（中国科技大
学生命学院）等带领下，近40名研究人
员、研究生参加，并协助中国物理学会波
谱学专业委员会在兰州大学（甘肃省兰州
市）举办第十九届全国波谱学学术年会。
同时，参加了2016年兰州国际固体核磁共

石发展研究员因其在基于金刚石色心的蛋白

质单自旋检测领域的突出工作，获得由会议

主席Prof. Elena Bagryanskaya颁发的“杰

出青年报告奖”

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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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BPSC Meeting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第九届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	

2016年6月24～26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承办了“第九届
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教师团队来自清华大学、英国MRC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美国贝勒医学院和FEI公司等在冷冻电
镜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培训班为期2天，包括讲座报告、实际操
作和上机练习等形式，分别就冷冻电镜的成像原理、冷冻电镜图像处理的方法、电
子衍射的基本原理、负染和冷冻两种电镜制样的方法的练习、操作电镜的方法及自
动化拍照的具体流程等多项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共有约15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
学习，学员们以高涨的学习热情与授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互动。

2016生物电镜技术高级研讨会暨生物电镜制样高级培训班

2016年5月16～20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专业分会、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6生物电镜技术高
级研讨会暨生物电镜制样高级培训班”在北京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国
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和电镜工作者讲授生物电子显微技术的最新技术进展，交流生物
样品制备和应用方面的技术经验，并提供了专项技术培训。　　  

5月16～17日为高级研讨会。中科院植物所张辉研究员、生物物理所孙飞研究
员作为主办方代表致辞，欢迎八方来宾，共同探讨最前沿的生物电镜及电镜制样技
术。徕卡仪器有限公司生命科学应用技术部经理吴立君博士作为厂商代表致辞，表
示厂家肩负着重大责任与使命，要为国内广大电镜制样用户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
最好的技术服务。研讨会围绕8大生物电镜及制样技术主题展开，即：透射电镜样

学会立足学科、面向全国，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模式的技术培训班

专业、专心、专一培养技术人才

打造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的继续教育服务平台。

上机实习操作

振技术研讨会。来自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海外的400余名代表，以6个大
会报告、3个王天眷波谱学奖专场学术报告、24个生物专场分会报告、24个化
学专场分会报告、16个物理专场分会报告、137个墙报展示和5个技术进展报告
的形式，共发表会议论文210余篇。学术内容涉及核磁共振、电子顺磁共振、
磁共振成像等领域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在化学、生物、物理、医学等方面的
应用，其中，生物和化学核磁共振研究占较大比例，充分展示了我国磁共振研
究的最新进展，反映了我国磁共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2016年8月28日～9月2日，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学院的田长麟教授及10余位研究人员、研究生参加了在俄罗斯伊尔库兹
克举行的亚太电子顺磁共振会议。我国学者贡献了4个口头报告，6个墙报展
示。与会者就电子自旋共振在生命科学中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 2016年10月21～23日，在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田长麟教授及20余位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参加了在湖南衡阳南华大学举办
的第六届全国电子顺磁共振波谱学会会议。与会人员广泛探讨了电子顺磁共
振的设备搭建、方法发展及其在材料、生命、医学、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第六届全国电子顺磁共振波谱学会会议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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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制备，扫描电镜，免疫电镜，冷冻电镜，冷冻超薄切片技术，高压冷冻电镜制
样，生物电镜数据处理，生物电镜技术发展方向。报告人包括瑞士洛桑大学Bruno 
Humbel教授、“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台湾）简万能博士、中科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孙飞研究员、朱平研究员、北京大学丁明孝教授、王世强教授、
陈建国教授、同济大学祝建教授、浙江大学洪健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善廷教
授、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孙异临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杨勇骥教
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张法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郑东副研究员、中国
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宋敬东副研究员，以及瑞士Diatome公司Helmut Gnaegi副总
裁等厂商代表。报告内容涵盖了样品制备－数据－计算重构等整个生物电镜技术流
程，覆盖电镜在细胞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两大应用方向。其中，既有关于最新技术
和成果的介绍与探讨，也有科研思路的总结整理与阐述。 　　 

5月18～20日安排为学员上机实
训。培训内容主要针对电镜样品制
备，包括了高压冷冻、冷冻替代、冷
冻超薄切片、免疫标记等生物电镜制
样尤其是冷冻制样和免疫电镜中最为
重要的几大技术。学员均为在各大高
校研究所从事电镜工作的具有相当基
础的一线科研技术人员。在生物物理
所生物成像中心进行的培训中，瑞士
洛桑大学的Bruno Humbel教授对学
员进行了高压冷冻仪Leica HPM100

的操作技术培训和Tokuyasu方法的免疫电镜制样演示；“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
生物学研究所（台湾）的简万能博士对学员进行了冷冻替代低温包埋方法的免疫电
镜制样培训；生物成像中心的孙磊高级工程师和王莉工程师对学员提供了高压冷冻
仪Leica EM Pact2的操作技术培训；李喜霞博士提供了高压冷冻和冷冻替代技术
培训；黄小俊博士提供了透射电镜电子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的培训。培训班特别安排
了讨论答疑会，对学员们在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实验的设计进行针对性答
疑，在交流和讨论中增进了对知识的理解。培训结束后为培训合格的学员颁发了证
书。 　  

本次高级研讨会暨培训班旨在为学习和使用电镜进行生物学研究的老师和同学
们提供一次高水准的专业学习和培训，通过大会报告和上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系
统、详细地介绍多种生物电镜制样方法，使大家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充
分理解并掌握相关技术。无论是2天的大规模报告还是3天的小范围培训，都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与会者与学员纷纷表示获益匪浅。研讨会暨培训班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电镜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2016生物电镜技术高级研讨会暨生物电镜制样高级培训班（续）

部分讲课教师掠影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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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

2016年11月19～24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和FEI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Get 
acquainted with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Second Chinese Workshop for 
Structural Biologists）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培训班特别聘请清华大学的高宁、李雪明、王宏伟、王佳伟、雷建林五
位教授，生物物理所的孙飞、章新政、朱平3位研究员、黄小俊高级工程师，北京
大学的尹长城教授和FEI公司的应用工程师王庆博士等11位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参
与技术讲座。技术讲座分两天进行，详细讲述了透射电镜的发展历史、基本概念、
构造、工作原理、操作要领，冷冻电镜三维重构的原理、流程、样品制备、数据收
集、数据处理以及三维模型搭建，给学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入门级的冷冻电镜技术
培训。讲座后安排的自由讨论环节，为学员们提供了和讲座教师充分交流的机会，
不仅解答了培训内容的相关问题，还为有一定冷冻电镜经验的学员提供了解决实际
工作难题的思路。

除讲座外，培训班还安排所有学员在生物物理所和清华大学两处参加为期两
天的从负染、冷冻样品制备、常温和冷冻电镜观察操作到RELION1.4使用的实习课
程，使学员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接触和了解冷冻电镜技术。实习过程中，教学演示和
学员亲自动手实践相结合。演示和操作指导的教师队伍由清华大学和生物物理所长
期培训电镜用户和数据处理的教师以及FEI公司的应用工程师组成。

本次培训班旨在为原本未使用冷冻电镜技术的结构生物学工作者提供了解冷
冻电镜技术讲解，并使其初步掌握使用该技术的基本技能的专项学习和实践课程。
培训班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成功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
位学员，降低了我国结构生物学工作者使用冷冻电镜技术的门槛，进一步推动了国
内冷冻电镜领域的发展。

培训班学员合影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培训班课程讲座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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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上机实验操作

继续教育与培训	
BPSC Course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推进“十三五”公民素质建设，组织开展主题性、全民性、群众性科普活动	

◎		 积极响应科协全面启动“十三五”公民素质建设的工作精神

•  学会将科普工作目标细化分解到17个分支机构，由26位专家分别负责，推动
科普工作的层层落实。

•  学会科普委员会专家们动员会员们一起深入学校、企业、部队及社区，开展
了50场受众近百以至万人的科普座谈及科普报告会。

◎		 学会科普专家组积极组织开展健康、防灾减灾、环保以及重大事件中的科普
宣传活动

 这些科普活动在为公众释疑解惑、粉碎谣言、传播科学思想、保障人身及财
产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同时也建立起一些科普活动品牌。

•  为普及大众对于重大事件的了解以及安全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都培双研究员
3次受北京新闻广播电台邀请，在“新闻照亮深处”节目中分别为听众作了
“寨卡阴云之谜”“韩国加湿器风波”以及“超级细菌”等讲解；在拜西欧
斯（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研究所、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受邀作了关于“实验室安全123”“病原实验室安
全须知”和“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等系列科普报
告，听众近400人。 

•  针对儿童脑发育与情智智商发展的问题，学会科
普工作委员会主任赫荣乔研究员受中国科学院妇
工委、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妇幼保健中心、深圳市政
府邀请，分别在北京、长沙、深圳等地作了5场
相关科普报告。

•  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专业分会蔡建明向火箭军某
基地的基层官兵120人宣传电离辐射医学防护知
识；高福、崔建国向核潜艇某基地的核退大队官
兵80人宣传富氢水对电离辐射损伤的防护原理。

科普工作严格按照《中国科协2016年科普工作要点》的要求

牢固树立了“创新、提升、协同、普惠”的科普工作理念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赫荣乔研究员在深圳市文化大讲堂

作科普报告

叶盛副研究员在新疆克拉玛依作科

普报告

第二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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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叶盛副研究员应中科院“SELF格致论道”论坛、知
乎在线及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邀请，讲解了物种灭绝
灾难，增强了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民众对保护全球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的认识。应中科院自动化所“紫冬花论坛”、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及新疆自治
区克拉玛依六中邀请，作了“闲谈生物物理学”的科普讲座，受到高中生及
青年研究人员的热烈欢迎，唤起了同学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与热情。

◎		 学会与挂靠单位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一起，组织公众科学开放日、2016年全国
科普日等活动

 依托生物物理所的研究和人才优势，充分利用500平方米的展厅、5000平方米
的3个一线开放式研究平台，作为知识性、前沿性与实践相结合的科普基地，
接待中小学生及家长近千人次。

◎		 围绕公众关切的转基因、肥胖等热点问题，及时、准确、便捷地为公众解疑
释惑，传播科学思想

•  通过学会微信公众号，及时发表《110位诺奖得主联名支持转基因，你怎么
看》的科普文章，并与转基因农业网合作，在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宣传
赠送《转基因“真相”中的真相》等科普书籍。 

•  学会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的黄勋研究员应福建泉州五中、七中及南平一
中之邀，作了3场题为“肥胖的前世今生”的科普报告，有近千名学生参加。
目前中学生超重率较高，该科普报告对于学生们了解肥胖的成因，正确管理
自己的饮食、体重与健康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

 秦志海研究员在公众科学开放日为

 小学生们在自己所著的科普书上签名 
黄勋研究员在福建作“肥胖的前世今生”科普报告

 副理事长许瑞明研究员在公众科学

 开放日上为学生讲解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与国内外媒体合作，通过网络、在线视频媒体平台、微信等移动端等的科普信
息化传播，定向、精准推送科普服务

◎	 生物医学大讲堂	·	网络版
科普工作委员会苗龙研究员与美国科学院院士、Lasker

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Ron Vale教授合作，于
2011年创建了生物医学大讲堂·网络版（iBioChina, www.
ibiochina.org）视频网。2015年6月，又创建了iBioChina
的腾讯视频、优酷视频账号以及微信公众账号，以影音、图
文结合的方式定期上传生物医学领域专家的演说视频，以及
很多针对民众和中小学生的科普性内容，这些内容对发展我
国科研事业和提升民众基础医学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今年，以每周大约10个视频的频率陆续上传了200多个
生物学家的演说视频。截至目前，生物医学大讲堂公众号的
订阅者数量近万人，推送内容的总点击量超过50万次，总转
发次数超过10万次，在腾讯视频和优库视频的总播放量超过
370万次。

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原创科普文章 

◎	 学会微信公众号（ID：BPSC1979）
今年，发表了关于转基因、眼保健操、内

分泌干扰物、人工合成生命、寨卡病毒、脊髓损
伤治疗、抗癌药、糖尿病药物、胎儿畸形防治、
2016诺贝尔奖等原创科普文章近20篇，在本微信
公号上的篇均阅读量约为1000次，其中有些文章
被其他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BioArt、
“科学家妈妈”“细胞世界”等转载。

◎	 专家答疑
叶盛副研究员等专家在知乎网上被称为生物

科学领域的“活跃回答者”。通过与网友的交流
互动，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更直接的科普宣
传的努力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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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会员创作有知、有趣、有用的医学及生物学科普图书及作品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秦志海研究员的科普丛书《米可罗的两个世界》，其中《免疫探秘》及《叩
响免疫之门》是为青少年所著。《米可罗的两个世界》荣获2016年“中国科学院
优秀科普图书”奖。2016年3月，以微图文的形式在科普中国、今日头条、腾讯科
技、人民网等大型互联网站发表了与图书相关的文章《漫话免疫卫士》，并得到生
物大讲堂等优秀微信公众号的转载。11月6日，“赛先生”微信公众号对秦志海研
究员的科普书《叩开免疫之门》进行了推荐，阅读量达15000多次。

◎	 定向、精准推送
学会根据科普资源内容的不同，分别在学会网站、新浪博客、科学网、头条号

上进行发布，针对不同用户做到定向、精准的推送。

◎	 注重合作，协同普惠

•  谢灿教授在《科技导报》、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多篇关于磁受体蛋白
的科普文章，并在国际著名科学媒体《The Scientis》以及美国著名杂志《纽
约客》（New Yorker）上接受关于动物如何感受方向的科普访谈。应邀为
《Life on the Edge: The Coming of Age of Quantum Biology》一书的
中文版《神秘的量子生命》写书评推荐，对该科普著作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
用，此书几度登上了科普书销售的
榜首。

•  2016年3月，秦志海研究员的两本
科普书——《米可罗的两个世界》
及《叩开免疫之门》分别在科普中
国、今日头条、腾讯科技、人民网
等大型互联网站及“赛先生”微信
公众号上进行了宣传。

 叶盛副研究员译著《大灭绝时代》 
组委会为叶盛副研究员颁发大鹏自然好书奖 荣获首届“大鹏自然好书”年度远见奖

秦志海研究员创作的《米可罗的两个世界》科普丛

书荣获2016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 奖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推动科普教育展示大厅建设，提升科普展教水平

培养科技后备人才，提升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

•  积极推进与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两大学科相匹配的科普基地建设：蛋白
质科普展厅、脑科学展览，其中，蛋白质科学展厅建设在评审中获得第一名。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韩东实验室被北京市科协评为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高中生
进实验室活动的骨干实验室，及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骨干实验室。

•  蔡建明、李百龙、崔建国申请的上海市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核化
生应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核化生应急医学救援培训平台－公众科普教育展示
大厅也正在建设中。

今年，学会组织了多场针对青少年的科普活动，这些讲座激发中小学生探索生
命奥秘的热情，激发刚入校大学生投身生命科学探索的热情。

杨娜研究员作科普报告

•  杨娜研究员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博雅课堂——科
学探秘之旅”作了“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性别和血
型？”的科普报告，并带领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同学
参观生物物理所，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和素养。

•  邀请美国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甜鲍勃教授，作
“X－射线衍射及晶体学”专业科普报告。

•  叶盛副研究员作“闲谈生物物理学”讲座。

•  谢灿研究员在科协主办的“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
领域十大进展”颁奖活动暨青少年生命科学普及报
告会中，作了“回归的本能：动物迁徙和导航的生
物指南针学说”的报告。

•  中科大蔡刚研究员所作了“直视生命”“美丽的生
命现象”等报告。

•  邀请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
授到中国科技馆，为来自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师生作
科普报告。

•  邀请诺奖获得者埃尔文·内尔访问中科院附属实验
学校和中科启元学校，对中国学生在科技、体育、

诺贝尔奖得主Brian Kobilka教授作

科普报告

专心听讲座的中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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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源向西部倾斜，推动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发展，促进科普的公
平普惠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今年9月，秦志海研究员、北京赛智创业科
技公司以及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携手向中
西部170所县一级以下中小学捐赠图书240
套。

•  叶盛副研究员在新疆克拉玛依六中为该校
高中500余名同学作了题为“闲谈生物物理
学”的科普讲座；出席克拉玛依市青少年科
技活动中心为青少年介绍最新科学知识的
“成长大讲堂”的揭牌仪式，并作为首位主
讲嘉宾，为该市的小学生们作了“被创造的
与被毁灭的——我们的大灭绝时代”的主题
演讲。

•  苗龙研究员在内蒙古杭锦后旗奋斗中学作了
题为“科学研究之人间词话”的科普报告。 

艺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内尔大为肯定。他说：“我对学生们的古筝
表演印象尤其深刻，弹奏古筝需要大量的训练。学校开展的这些活动有助于他
们用平衡的眼光看待问题，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非常有帮助。我感受到了学
生们对科学的热情，希望将来他们能成为科学家，与全世界科学家一起探究自
然的规律。”

•  很多学会会员开放他们的实验室，接待中小学生参观并给予讲解，特别一提的
是韩东实验室对参与第16届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及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成员配备了一对一的科普志愿者，提供课题开题及实验操作的指导，提升青
少年科技创新能力。

 埃尔文·内尔教授访问中国科学院 韩东研究员指导的第16届北京市 谢灿教授向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附属实验学校 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课题开题 开放自己的实验室 

Government Tasks 
承接政府职能

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第三版（网络版）生物物理学条目编撰取得进展

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标志
性、创新性工程。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1978年经
邓小平同志同意，国务院批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一版（74卷）分学科出版，结束了中国没有自己的百科全书的历史；199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批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在温家宝总理关心下，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32卷）于2009年出版。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作
为国务院持续支持的国家级大型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已由国务院
正式立项，由国家财政给予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型
百科全书，是基于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进行知识生产、分发和传播的国家大型公
共知识服务平台。网络版以专业板块为核心内容，按学科分类编纂，以大学及其以
上水平者为读者对象。《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新形势下构建中华民族优秀文
明、提升国家整体文化形象、反映当代科学知识水平的重大基础性出版工程，是把
握国家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构筑核心价值观的标志性工程，也是规范标准知
识、维护文化安全、革新传播方式的创新性工程。第三版的编纂工作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

2015年6月1日，以许智宏为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第三版》编委会
正式成立，我学会沈恂研究员作为编委会成员，担任“生物物理学分支编委会”主
编，与副主编张志鸿教授、顾凡及教授共同主持生物物理学条目的编撰工作。在中
国生物物理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特别是2016年，邀请了

50多位生物物理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包括五位院士开始撰写涉
及生物物理学各分支学科、重要
生物物理学概念和重要的生物物
理学技术方法的条目释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已经撰写出
58个条目的初稿，其中部分条目
已在审稿。希望在2017年8月底
前完成100个条目的撰写，并投
放线上。

作为基础科学类科技社团，学会以学科研究和专家资源为优势，积极参与学
术类相关的国家任务。作为承接学会之一，参与了2016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
《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生物物理学近十年在世界生命
科学领域的发展和贡献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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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学会积极贯彻2015年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调研座谈活动的讲话精神，
发挥学会在创新发展、科学发展中的独特优势，调动更多科技资源共同推动双创工
作。一年以来，学会在推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方面奋发努力，在面向地方企业技
术要求开展科技咨询、联合研究和产业化服务，打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帮
助西部地区引进及培养人才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	 建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德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协同创新中心”，助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

• 协同山东省生物物理学会（筹）及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与德州市政
府和德州学院及德州生物产业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中国生物
物理学会德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协同创新中心”，以推动京津冀在生物医
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等领域的沟通、交流、合作以及开展重大技术创新
活动，并大大提升德州在产业转移承接、科技成果转化，以及高素质劳动力
培训输送方面的能力，助力德州及德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发展。

• 与山东科协一起，主办了“泰山科技论坛——精准医疗与生物传感技术、生
物技术与生物产业创新暨第二届天衢科技论坛”。论坛上，中科院生物物理

陈润生院士、阎锡蕴院士出席泰山科技论坛

 阎锡蕴院士代表学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刘平生总干事长为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所陈润生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阎锡蕴院士、国家杰青刘海燕教授
和龙勉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协会总干事长刘平生教授等在内的十余位国内外
知名专家作了《大数据与精准医学》《肿瘤药物研发》《分子靶向药物的精
准治疗》等精彩报告。与会人员与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昆
士兰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一起，就这些有良好
科技转化前景的生物前沿热点研究进行了深度交流与讨论。

◎	 为西部地区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促进西部地区科技交流与合作，帮助西部
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高层次的、紧缺的生物医学人才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借助学会于2016年7月举办“第十一届钙信
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的机会，增进与会的国际专家们对西部发展情况的认识。与
遵义医学院及贵州的科研院所及医院合作，采用引入海外智力模式，邀请5位国际特
邀报告人担任遵义医学院的国际特聘教授，为西部今后的科研及教学工作提供国际
化的支持，也为当地国际人才的输入，以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面向地方重点企业技术需求，与广西省北海市建立技术合作

实施助力工程之前，广西北海在海洋生物产品及生物医疗方面存在一些内部
不能解决的技术需求。实施助力工程后，学会组织科技研讨，帮助会员单位了解
北海的技术需求，实现企业与科研单位的有效对接。研讨会上还重点讨论了纳米生
物材料在疾病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和未来发展方向，主要围绕纳米生物材料的
研发、医学影像与纳米智能材料、纳米物理治疗、磁响应纳米支架、智能生物材料
与组织工程以及纳米生物材料的产业化发展前景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这些研讨对
当地企业了解目前纳米生物医药产业竞争的热点与趋势，对今后纳米生物材料的研
发，以及对产业结构的有效布局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学会在信息集成平
台、智库服务、人才培养、会展推介等方面一如既往地开展了很多工作，为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提供保障与支持，并推动助力工程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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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完善学会治理结构，深入推进学会改革创新

◎	 党建强会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安

排和部署，学会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科技社
团”的目标，以有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主目标，以培育和发展学会组
织为主抓手，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旋律，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
科技工作者、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有机统一起来，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依据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技社团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结合学会工作实
际，制定了学会党建工作方案。在学会理事会和挂靠单位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学
会于2016年11月成立了办事机构党支部。2016年12月，经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
审批，学会正式成立了由饶子和同志为书记、隋森芳同志为副书记的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党委，党委办公室设在学会办事机构党支部，具体负责学会党建日常工作。建
立支部联系人制度，设专人负责沟通协调，定期收集上报党建情况。通过学会党建
专栏，加大学会党建工作宣传教育力度。

◎	 分支机构改革
改革二级机构治理结构，加强专业分会建设，实行实验室团体会员管理机制，

这一新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各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入会热情，使学会会员增加了近
50%，学会理事和各个分会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更好地调动。以参加2016年世界生命
科学大会为例，在参会通知向会员发出一周内，就有接近500名的会员报名参会。
新的分会制度的改革，不仅充分调动起了理事对学会工作的责任心，并且为分会的
建立和评估提供了很好的量化标准，也为新兴交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	 分子生物物理分会
理事长： 许瑞明      
副理事长： 柴继杰   田长麟   尹长城      
秘书长： 杨    娜
理    事：
苏晓东 夏    斌 吴    可 叶克穷 徐彦辉 武    一  沈月全  杨    诚
王宏伟 吴嘉炜 谷立川 梁毅林 天    伟 林东海 叶    升 滕脉坤
周丛照 陈忠周 刘劲松 陈    荣 丛    尧 胡红雨 许琛琦 吴蓓丽
江    涛 柳振峰 孙    飞 朱    平 唐    淳 谢    伟 汪德强 

◎	 膜生物学分会
理事长： 张    宏      
副理事长： 胡俊杰   李    巍   张传茂     
秘书长： 卫涛涛
理    事：
陈宇航 谌小维 高    嵩 髙    峰 吉永华 姜里文 康建胜 李乐攻
梁    斌 梁兴杰 刘剑峰 刘平生 刘    伟 罗建红 马    聪 潘    欣
沈月全  石    磊  孙    颖  孙玉洁  台桂花  王    毅  吴    乔  武    一 
徐    涛  徐天乐  许琛琦  薛    磊  杨春虹  姚    镜  尹长城  俞    立 
张    晨  洪万进 屠亚平 盛祖航 王晓晨 杨崇林 刘佳佳 黄亿华

◎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
理事长：  刘    扬     
副理事长：  田亚平   陈    畅   
  常彦忠（兼秘书长） 刘建康
海外专家委员会主任： 刘克建
青年委员会主任： 聂广军
理    事：
赵保路 程和平 郑    荣 暴永平 海春旭 刘珊林 沈    恂 吴    可
杨祥良 张建军 张    红 张学记 高中洪 李莹辉 沈萍萍 施冬云
王振华 王瑾晔 周    波 朱本占 沈剑刚 陆忠兵 张    杰 钟    莉
尹慧勇 贾    力 李英贤 刘    科 刘阳平 王素华 施    维 卫涛涛
李    泱 李文丽 赵    燕 曲丽娜 唐慧儒 李锦莲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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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分会
理事长： 蔡建明
副理事长： 吴李君 邵春林 许正平 王宇钢 
 周平坤 曹建平 郭国祯 刘晓冬 
 左长京 余争平
秘书长： 高    福
理   事：
樊赛军 商    澎 丁振华 沈先荣 史春梦 张    红 陈树德 张丰收
洪    梅 刘青杰 汪海林 江其生 黄定德 孙苏平  王高鸿 王全师
陈佳艺 童    建 吴宜灿 虞学军 丁库克 卓维海 吴跃进 陈肖华 
李百龙 杭海英 王    军 陈红红 陈光弟 彭瑞云 华道本 涂    彧
周光明 许玉杰 金顺子 王志成 张建国 何    颍 周    舟 李    蓉
丁桂荣 李    静 刘军叶 李文建 李    强 王向晖 刘    强 续惠云
张火俊 徐孝华 邓玉林 葛圣芳 焦    浈 孙野青 戴家银 丁文军
汪惠丽 金问森 吕玉民 李    莎 魏龙晓 于丽娟 赵    葵 杨    敏
王国洪 朱    虹 张国旭 何    玲 傅志超 肖    凯 杨    龙 沈建良
王卫东 高宗科 毛应华 王    捷

◎	 单分子生物学分会
名誉理事长： 谢晓亮
理事长： 苏晓东
副理事长： 杜江峰 龙勉任
秘书长： 李    明
理   事：
曹    毅 陈    虎 陈    伟 戴陆如 高    宁 胡    钧 黄    方 黄岩谊
江怀东 李    宾 李    伟 李子健 刘    聪 刘万里 刘艳辉 娄继忠
吕军鸿 吕守芹 马    杰 石    彦 史华林 孙育杰 谭砚文 涂展春
汪自庆 王宏达 王    炜 吴建华 肖    奕 杨光参 叶安培 喻    进 
袁军华 钟桂生 周    菁 周    昕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	 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
理事长： 李    蓬
副理事长： 刘平生 宋保亮 杨宏远
秘书长: 金万洙
理    事：
陈    政 傅肃能 郭非凡 黄    勋 李    仲 梁    斌 刘    峰 刘    军
刘铁民 强    力 税光厚 孙    磊 王    琰 王一国 吴嘉炜 肖瑞平
徐晓军 尹慧勇 应    浩 余立清 赵同金 姜长涛 潘    东 宁苏雄
陈晓伟  闫道广 章卫平 王    宪 陈    帅 管又飞 刘    勇 汤其群
汪南平 徐国恒 朱    毅

◎	 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
分会理事长: 隋森芳
副理事长: 孙    飞（兼秘书长） 
 王宏伟 尹长城
理    事：
章新政 朱    平 季    刚 徐    涛 李雪明 高    宁 雷建林 向    烨
程凌鹏  陈    雷 何万中 张    法 丛    尧 何勇宁 沈庆涛 蔡    刚
毕国强 米立志 张勤奋 张    兴 洪    健 刘红荣 张    磊 武    一
祝    建 颜晓东

◎	 女科学家分会
理事长： 阎锡蕴
副理事长： 陈    畅（兼秘书长） 韩敬东
 蒋澄宇 李    蓬 吴    乔 
 肖瑞平
副秘书长： 杨    娜  朱    笠
理    事：
安    艳 白    丽 毕利军 陈春英 陈丽新 陈宇星 迪丽娜尔  ·	马合木提
胡秀珍 黄超兰 秦建华  孙    命 谭宁华 王    凡 王建枝 王晓晨
王秀杰 温文玉 吴蓓丽 吴嘉炜 徐    力 许海燕  颜    宁 杨    卓 
张    红 郑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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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内刊及咨询服务

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发现优秀人才	提供展示平台

◎	 连续10年印发年报

◎	 学会微信平台

学会微信号

BPSC1979
生物医学大讲堂微信号

ibio-china

•  推荐国家科技奖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许瑞明研究员获得第七届“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王艳丽荣获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4位候选
人获得中国科协2015—2017年度“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连续3年的支持，
资助经费共计180万元。

•  2016年，学会累计颁发会议类奖项（“优秀墙报奖”及“青年差旅奖”等）50
余项。

2016年，学会微信公众号得到
读者的广泛关注，多篇文章被其他知
名公众号转载，某些文章单篇阅读量
高达14,000多次。

（搜索微信号或扫二维码即可关注）

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慰问学会前辈

看望梁栋材先生

看望王志珍先生

 看望林克椿先生 看望郭爱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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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看望常文瑞先生

看望陈润生先生

看望隋森芳先生

 看望王大成先生 看望陈霖先生

获奖喜讯
 Congratulations

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教授
接受诺贝尔奖金质奖章和证书

膜生物学专业分会理事长张宏研究员
应邀陪同大隅良典教授出席颁奖典礼

饶子和院士为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教授颁奖

2 0 1 6 年 “ 贝 时 璋 国 际 奖 ” 授 予 了 2 0 0 9 年 “ 诺 贝 尔
化 学 奖 ” 获 得 者 、 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会 长 V e n k a t r a m a n 
Ramakrishnan教授。2016年11月4日，饶子和理事长邀请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教授到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作“贝时璋报告”，并在报告会现场为他颁发了“贝时
璋奖”金质奖牌。

第四届贝时璋奖得主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在细胞自噬机制方
面的发现”而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慰问学会前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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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喜讯
 Congratulations

副理事长 许瑞明研究员
荣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常务理事 施一公院士
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程京院士
荣获：第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

成就奖”

王艳丽研究员
荣获：第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许琛琦 研究员
荣获：第九届“谈家桢生命科

学创新奖”

理事长 饶子和院士
荣获：2016年度“中国高等学校

十大科技进展”

副理事长 高福院士
荣获：2016“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首届“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

颜宁教授
荣获：《自然》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

2016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首届“中国协和生命医学创新突破奖”

理事 徐彦辉教授
荣获：首届“中国协和生命医学创新突破奖”

“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

高宁研究员
荣获：首届“中国协和生命医学

创新突破奖”

施一研究员
荣获：首届“中国协和生命医

学创新突破奖”

王祥喜博士 张姳姝博士 范克龙博士 郑克威博士

吴蓓丽教授
荣获：“2016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

称号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荣获：201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奖 
 2016年“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获得中国科协2015—2017年度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连续3年的支持

获奖喜讯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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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Journals 

www.biophysics-reports.org

国内核心期刊

2015年8月正式改版为英文双月刊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会刊，1985年创刊

美国化学文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数据库收录

主编：徐涛

◎	 编委会
第八届编委会成员共73人
海外编委占50%

◎	 办刊宗旨
发表生命科学领域的“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

◎	 投稿、审稿体系
国际化投稿、审稿体系
ScholarOne投稿平台
同行评议国际化

◎	 出版发布平台
国际化开放获取出版
SpringerLink数字化发布
单篇在线优先出版（最快2周）

主办单位

推进期刊改革  不断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

学术期刊
Journals 

http://www.protein-cell.org/

2016年发布影响因子3.817
SCI收录 / Medline收录，开放获取（OA）
目标：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性期刊

 美国的Cell 、欧洲的EMBO J
英文月刊，2010年创刊

主编：饶子和

◎	 目标：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性期刊、美国的Cell	、欧洲的EMBO	J

◎	 国际化投稿、审稿体系，国际化出版体系
S c h o l a r O n e 投 稿 平 台 ， 海 外 同 行 评 议 占 8 0 % （ 全 球 审 者 团 队 ） ，

SpringerLink数字化发布平台，月初出刊，在线优先出版（最快2周）。

◎	 2016年出刊情况
发文量稳定。2015年12期共102篇，920页。拒稿率逐年上升。2012年39%，

2013年49%，2014年62%，2015年71%，2016年75%。90%文章被引，自引率
2%。影响因子与前一年（IF3.2）相比稳步提升，高质量约稿效果有所显现。

◎	 获奖情况
被列为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C类，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

术期刊，2016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

Protein & Cell至今已走过7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初始创刊目标，进入稳步发
展阶段。及时、公正地发表中国科学家争议性的科研成果，提高华人学者在国际上
的话语权，是Protein & Cell的办刊初衷，也是发展过程中始终践行的原则。2015
年，Protein & Cell发表了黄军就研究员关于在人类畸形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的文
章，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热潮；2016年12月，Protein & Cell发表了12个实
验室联合署名的对于韩春雨在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文章进行质疑的数据结
果。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为科学界争议性的学术问题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讨论平
台，使Protein & Cell具有鲜明的办刊特色，并大大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Protein & Cell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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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SCI、CA、俄罗斯文摘等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

顾  问：梁栋材   杨福愉

主  编：王大成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

学术期刊
Journals 

在主办单位领导下完成了编委会换届工作。第七届编委会于2016年4月成立。
50位编委来自全国11个省（市）近30个科研单位，全部为活跃在科研一线的科学
家，其中6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第七届编委会
顾  问： 梁栋材 杨福愉
主  编： 王大成
副主编： 强伯勤  赫荣乔  刘    力  李桂源  陈    畅  孙    飞

编  委： 陈    畅 陈润生 陈    薇  丁建平 范祖森 高    翔 郭爱克 赫荣乔
 姜    勇 李桂源 李    铮 梁    斌 刘川鹏 刘光慧 刘海燕 刘    力
 刘芝华 罗    非 骆清铭 麻彤辉 苗    龙 牛立文 裴雪涛 彭小忠
 戚益军 强伯勤 饶子和 邵宁生 宋保亮 孙    飞 孙青原 汤其群
 唐    宏 田    勇 王    琛 王大成 王世强 卫涛涛 翁旭初 谢    灿
 熊    炜 徐    涛 阎锡蕴 杨崇林 杨    晓 张治华 张智红 朱    冰
 朱永群 卓    彦

◎	 专刊策划与出版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专刊》 2016，43（4）
特邀编辑：赫荣乔、刘力
专刊的策划出版，邀请了10余位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基于自身研究经验和专业视野，撰写论文18篇（其中包括综述13篇，研究报告5
篇），论文或深入讨论和阐释了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研究新进展，或介绍了自身
最新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实验依据和新
知识、新思维。

地方学会活动

上海生物物理学会

◎	 举行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与理事会的改选换届	

2016年5月8日，上海生物物理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
会和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上海
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学院、医学研究所单位的119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上海市科协的陈怡文同志应邀参会并指
导工作。

大会由副理事长蔡建明教授主持。理事长丁建平教授
作了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本届理事会4
年来在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推荐优秀人才、继续教育、
科技评价、科技出版与印刷、自身建设和内部管理等方面
所开展的工作，凸显了本学会开展的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
活动和本学会活动特色及组织特色，并介绍了本学会2016
年主要工作计划。陈季武秘书长作了学会章程修改报告，
常务副秘书长施永德教授作了第九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
告，充分体现了学会财务规范，财力稳步增长。副理事长
孙真荣教授向会员代表汇报了本次代表大会筹备过程，并
介绍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候选人情况，新任理事候选
人23位，平均年龄43岁，为学会作出重要贡献的19位理事即
将卸任（平均年龄55岁），与会代表以热烈掌声对这19位卸任理事表示衷心感谢。
新任理事候选人的加入，不仅为为理事会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也大大降低了理
事会的平均年龄，使学会继续充满活力。随后，孙真荣副理事长就“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与“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双重会员的新举措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与会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民主投票方式，通过了45位理事候选人、3位监事候选
人、上述4项报告及会费标准。计票期间，吴倍丽教授应邀作了“G蛋白偶联受体

理事长丁建平教授作第九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

副理事长孙真荣教授向会员

代表作汇报

十届会员代表大会-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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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单分子及荧光技术在生物学与医学
中的应用学术会议暨全国第七届医学生物物理学术会议在
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发起、上海市生物
物理学会主办、上海科技大学与iHuman研究所承办，由
上海科技大学钟桂生教授领衔召开。参会代表200人，除
上海代表外，还有北京、江苏、安徽、山东、青海、香
港、吉林、重庆等省市代表参与。

单分子和荧光技术是一门前沿科学，是揭示生命本
质的重要手段；同时是一门先进的新技术，涉及荧光基团的设计与标记、仪器硬
件与软件的原理与应用；单分子与荧光技术还是一门艺术，通过高分辨率图片与影
像的拍摄，捕捉单分子的形态和动态变化，以精彩的图像向人们展示生命活动的本
质。

此次会议力求将科学、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收到论文30篇，其中13篇口头
报告，其余为论文摘要及科学墙报。中科院院士杜江峰教授率领其研究团队，交
流了“蛋白质单分子自旋波谱学与成像系统”的研究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
教授报告了单分子及荧光技术在生物学与医学中的应用的最新成果。还有14篇论
文以科学墙报的形式作了交流（其中3幅科学墙报评为“优秀奖”，授于奖证、
奖金）。此外，上海开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10个单位展出他们的新产品、新仪
器、新试剂，体现了本次会议产、学、研三结合的特征。

会议的主要成果有：检阅了近年来在单分子荧光技术及其在医学生物学中的
论文与成绩，并作了交流；把全国致力于单分子及荧光技术的同行组织起来，成立
了新的专业委员会，为今后的学术交流、科研教学合作打下了基础；为单分子及荧
光技术的产、学、研同行组成一个平台；对从事于结构生物学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进

地方学会活动

◎	 首届单分子荧光生物学医学学术会议	

的结构和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的精彩报告。大会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和积极
配合下成功落幕。

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45位当选理事召开了新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了理事会领导班子，丁建平当选本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孙真
荣，胡钧，丁建东，李百龙，刘志杰和吴蓓丽当选为副理事长，陈季武当选为秘书
长兼法人。秘书长陈季武代表理事会聘任施永德教授为常务副秘书长，李宾教授和
王松梅副教授为副秘书长。秘书长陈季武代表理事会宣读新一届工作委员会与专业
委员会（9个工作专业委员会和14个学术专业委员会）新任主任、副主任和部分委
员名单。

理事长丁建平教授表示将不负重托，在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采取新的举措，
开创新的局面，作出新的成绩，为学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钟桂生教授在会议上作报告

地方学会活动

◎	 第17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合作网络会议	

2016年5月7日，由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承办的“第十七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合作网络会议”在上海光源顺利召开并圆满
落幕。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营养科学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光源、上海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院校的
近40个课题组的250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上午会议安排为：由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部主任何建华研究员致开幕词，并随后作了题为“基于X
射线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机遇与挑战”的综述报告，介绍了未来X射线在结构生物
学领域可能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来自浙江大学的赵烨教授详细介
绍了耐辐射球菌核酸水解酶RecJ蛋白与DNA的复合物晶体结构，并阐述该蛋白作
用于DNA底物5’-3’端方向选择性的分子机制；来自同济大学的王春光教授介绍
了生动有趣的分子马达蛋白kinesins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上海有机所新晋研究
员、百人计划入选者王婧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恶性皮肤癌靶向蛋白MITF的结构生物学
研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梅晔教授介绍了利用从分子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能量加权
的自由能计算方法。此外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丁建平研究员组的研究生王嵘同学
介绍了BIG蛋白通过其氮端DCB结构域与小G蛋白Arl1相互作用并将其锚定于高尔
基体的结构基础；来自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及Quantum 

行了一次以单分子及荧光技术为专题的学术培训，该技术将会被结构生物学、生物
学、医学青年工作者掌握，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医疗中发挥作用。

本次会议是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结构生物学系列专题之一，该专业委员会曾经
举办过HKL3000蛋白质晶体衍射最新软件、冷冻电镜理论与技术、计算生物学药物
设计与理论生物物理等专题的学术会议。

单分子参会代表合影

上海生物物理学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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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会活动

量子科学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介绍了各自产品和技术在结构生物
学领域的应用，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关注。下午会议安排为：由自蛋白质中心的黎
彦璟、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齐晓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张凯华和李琦、复旦大学
的袁红和杨文静、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勇和陈柳青、华东师范大学的夏飞等一批青年
学者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最后上海科技大学王丁杰
博士介绍了利用X光进行分子成像的方法和仪器发展，蛋白质中心刘广峰博士则介
绍了在上海光源NCPSS BL19U2开展生物小分子小角散射实验的的相关情况。本次
会议共安排了19个报告，与会的老师及研究生们不仅认真地听取了报告，也积极
踊跃的参与讨论，会议气氛非常热烈。报告结束后，经过专家评委投票评定，王
嵘、齐晓峰及张凯华共三位青年荣获了报告优秀奖，由何建华研究员、冯雁教授及
向嵩研究员分别向三位获奖者颁发了由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丁建平研究员签
署的“青年原著性学术报告优秀者荣誉证书”。

本次会议为沪浙地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最新成果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也为该领域研究生展现自己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
Quantum 量子科学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
有限公司、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上海澎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默乐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知楚仪器有限公司、英国应用光物理公司、广州聚能纳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及上海洁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10
家公司的大力支持。

 会场 何建华研究员作报告

参会代表合影

◎	 2016上海市学术年会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专题分会场——流变学理论与技术在
医学生物学、工农业中的应用研讨会

2016年9月24日，研讨会在上海市普陀区科技馆809室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科
普教育中心举行。交流内容包括：介绍收录于钱煦院士文集39篇英文原著中文摘
要（其中1篇全文）；血液的屈服应力与衰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物物理学教
研室施永德教授）；如何选黏度计（上海航天部矫树魁高工）；如何区别黏度计与
流变仪（上海航天部矫树魁高工）；对上海地区血液黏度测定标准化的建议（漕北
地段医院检验科孙民强主任）。共计43篇摘要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了交流。

地方学会活动

◎ 2016工博会科技论坛子项目——2016年磁共振技术暨纳米生物医学应用研讨会

2016年11月18～20日，由本会主办的2016工博会科技论坛子项目——“2016
年磁共振技术暨纳米生物医学应用研讨会”在东华大学召开。该会由东华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承办，上海纽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本会理事东华大学教授史向阳
教授任会议主席、郭睿老师任会务与财务负责人。史向阳教授主持了本次开幕式，
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领导肖君华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物物理
学会副理事长丁建东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词。来自中科院、全国高校、上海市各大
医院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紧紧围绕“磁共振和纳米生物
医学应用”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并邀请了该领域的专家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陈航榕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张贵祥主任医师、苏州大学刘庄教授以
及华东师范大学步文博教授进行了专题报告。大会征集到论文33篇，通过口头报
告、墙报、电子文档等形式促进了与会代表间的自由交流，并对优秀的海报进行评
奖。本次会议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医生提供一个交流专业知识和技术的

 副理事长丁建东教授致辞 史向阳教授主持开幕式 与会代表积极讨论

 会议颁奖 参会代表合影

上海生物物理学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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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网络合作会议

2016年11月19日，第18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网络合作会议在上海辰山植物园
科研中心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
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科院国家蛋白质中心、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健康所、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上海
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同
济大学等科研院校的32个课题组的250余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本会议。

杜嘉木、邢维满研究员任会议主席。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
心主任朱健康研究员和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永红分别致开幕
词。

江南大学的许菲教授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计算生物学的方法对胶原蛋白的生物
物理性质进行研究，如利用计算的方法设计胶原蛋白中氨基酸的序列使其单体间通
过静电作用发生自组装，以及胶原蛋白高聚物中基于形状互补的内部螺旋相互作用
的计算模型；中科院神经所的竺淑佳研究员介绍了N-甲基-D-天冬氨酸（NMDA）
受体抑制、激活和变构调节的结构机制；中科院营养所的杨成华研究员详细介绍了
以CBM复合体（CARMA1-BCL10-MALT1 complex）中MALT1为靶点设计的小
分子药物MI-2对侵袭性淋巴瘤的抑制性作用；浙江大学的任艾明教授详细介绍了
Pistol核酶的结构与催化机制；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何建华组的副研究员郁峰介绍
了SAM依赖的甲基转移酶TleD催化萜烯环化反应过程中手性选择的结构机制；上
海交通大学张良组的张琳研究生介绍了通过解析FabZ-ACP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揭示
了脂肪酸合成过程中脱氢酶的催化机制。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以及
Quantum 量子科学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介绍了各自的产品和技
术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应用，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关注。最后，来自东华大学的蔡
汝洁、复旦大学的张静、中科院植生所的鲍志浩、中科院生化所的金明梁、江南大
学的吕成等一批青年学者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会
议共安排了13个报告，与会的老师及研究生们认真听取报告并积极踊跃地参与讨
论，会议气氛非常热烈。

经过专家评委投票评定，张琳、张静、鲍志浩和王文帅4位青年荣获了报告优
秀奖，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丁建平研究员签署
了“青年原著性学术报告优秀者荣誉证书”，并亲自将证书与奖金授于他们，随后
作了本次会议的成果总结。

地方学会活动

平台，促进研究人员对最新科研成果、临床需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推进磁共
振技术和纳米生物在医学领域的发展。

地方学会活动

本次会议为沪、浙地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最新成果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也为该领域的研究生提供了展现自己的宝贵机会。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QUANTUM量子科学仪器贸易（北京）有
限公司等8家公司的大力支持。最后，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生物物
理学会理事长兼结构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丁建平研究员主持召开了结构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例会，确定了新一届该专业委员会组成，并决定明年5月左右在浙江大学
（由任艾明教授任会议东道主）召开第19次结构生物学系列会议。本系列会议由
丁建平研究员等结构生物学科学家于2008年创立，每年举行2次，至今已举行了18
次。这是一个集结构生物学产、学、研为一体的，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科学研究和
相关产业具有相当影响的系列会议。

◎	 项目及科普

• 2016年8月3日，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编译的《收录于钱煦院士文集39篇英文
原著中文摘要集》印出。这39篇原著讲述了钱煦院士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
从血液流变学研究心血管系统功能，到本世纪系统地研究心血管系统的力传
导是如何通过基因与分子生物学调控心血管系统功能，以及如何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发生的机制。希望本资料能成为广大读者阅读《钱煦院士集》英文原

上海生物物理学会（续）

 丁建平理事长讲话 杜嘉木报告 丁建平理事长为青年授奖

 会场 朱健康院士作报告 浙江大学任艾明发言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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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参考资料。

• 2016年8月30日，由陈季武、施永德代表学会，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验收
专家组汇报本学会承接的“2015—2016年度促进市级基础研究类学会发展项
目”之“结构生物学青年科技工作者培养学术计划”。丁建平、周佳海、刘
志杰、何建华、许叶春、丛尧、钟桂生等人主持汇报会工作，财务及网络工
作人员协同完成，汇报的总结书稿和幻灯由周佳海、陈季武、施永德等书写
完成。

• 配合上海科技节和全国科普日，学会分别于2016年5月22日和9月24日在上海
市普陀区科技馆、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科普教育中心举行了科普画栏橱窗解
读、科普资料展示、赠送科普读物活动，并通过学会网站进行科普宣传。主
要内容有：“流变学技术在医学生物学工农业中应用：流变学知识与每个人有
关”“只要相信科学，就会远离迷信与邪教：人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与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有关”“生物物理学理论与技术在医学、生物学、工农业中应
用：每个人需要生物物理学知识”。

◎	 本年度征集学术资料

• 2016年1月，印发《以结构生物学为主攻方向推动生物物理学科各个领域深入
发展——回顾2015年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工作并展望2016年规划》

• 2016年4月，印发《2016单分子荧光技术在生物学医学中应用学术会议论文
摘要集》

• 2016年5月，印发《第17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合作网络会议论文摘要集》

• 2016年5月，印发《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与理事会改选换
届文件汇编（一）、（二）》

• 2016年6月，印发《蛋白质功能结构的计算模拟研讨会》《冷冻电镜理论与技
术在医学生物学中应用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 2016年8月，印发《收录于钱煦院士文集39篇英文原著中文摘要集》

• 2016年9月，线上刊发《2016年上海市学术年会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分会场
“流变学理论与技术在医学生物学工农业中应用”》

• 2016年11月，印发《第18次上海市结构生物学合作网络会议论文摘要集》

• 2016年11月，线上刊发《上海市工博会科技论坛子项目：2016年磁共振暨纳
米生物学医学医用研讨会资料汇编》

广东生物物理学会

地方学会活动

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成立于1990年12月，首任理事长是华南师范大学熊钰庆
教授，名誉理事长是著名光学家刘颂豪院士。学会理事会目前已是第七届。本学
会接受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的业务领导，接受广东省民政厅的监督管理。自成立以
来，在团结全省生物物理学工作者为促进生物物理学科在我省的发展、促进生物物
理学的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为人民身体健康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2016年6月28日，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于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四楼

401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主题包括：学会日常
工作汇报；2016年广东生物物理学术年会暨粤港生物物理研讨会筹备进展；为鼓
励科研创新，针对青年科学研究人员（30岁以下）设立“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青
年创新奖”（个人）；学会其他常规性事务沟通4个方面。学会理事长华南师范大
学邢达教授、秘书长曾礼漳主持会议。

◎	 2016年（第十二届）粤港生物物理学研讨会暨广东
省生物物理学年会	
2016年11月26～27日，由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主

办，华南农业大学承办，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深圳
大学协办的“2016年（第十二届）粤港生物物理学研讨
会暨广东省生物物理学年会”在广州市从化区成功举行。
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何真出席并致辞，学会
理事长、大会主席华南师范大学邢达教授致欢迎辞，学会
副理事长、大会执行主席华南农业大学邓诣群教授主持会
议。此外，香港生物物理学会代表、香港科技大学黄平波
教授，学会名誉理事长、暨南大学黄耀熊教授，学会副理事长、南方医科大学申洪
教授，学会常务理事、汕头大学张国君教授，学会秘书长曾礼漳等出席会议。11
月26晚，召开了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理事会会议。

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何真致辞

 大会开幕式 邢达教授、黄平波教授作特邀报告

上海生物物理学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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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 学会邀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伍灼耀教授、台湾大学的杨志忠教授、北
京化工大学的徐福建教授等开展学术交流和生物物理知识科普活动。

• 组织参加了2016IEEE国际光电大会、亚洲光子学国际会议、第27届国际药物
及生物药物分析大会、第八届国际信息光学与光子学学术会议、2016世界生
命科学大会、2016全国生命分析化学学术大会等国际国内会议，参会人数达
300人次。 

 颁发首届“青年创新奖” 颁发大会“优秀墙报奖” 大会现场

参会代表合影

徐福建教授、伍灼耀教授、杨志忠教授应邀作学术报告

地方学会活动

◎	 服务科技工作者情况和自身建设情况	

• 进一步加强学会建设，完善学会制度，这些基本建设工作为学会各项工作开
展奠定了基础。

• 完善新疆生物物理学会网站，并在网上及时发布学会的相关通告、信息，学
术动态，为会员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建立学会理事联系的QQ群及微信
群，便于及时交流。

• 2016年3月，以通信方式召开学会理事会，向各位理事汇报了2015年学会所
开展的各项工作，包括学会自身建设、申报自治区科协资助项目、开展学术
活动、科普活动、财务情况等方面。学会在2015年科协社会组织评估中获得B
级学会。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要点，制定了2016年工作计
划。

• 加强了会员队伍建设，继续做好发展会员工作，今年新增会员10名。

• 参加科协和民政厅举办的培训和会议。2016年2月18日，新疆科协八届三次全
委会议；2016年4月7日，新疆科协八届四次全委会议；科协自治区专家库通
报会；2016年7月18日，参加李象益教授科普报告会及研讨交流会。

◎	 积极申报自治区科协资助项目	

• 积极申报自治区科协资助项目3项。分别是：“新疆高校教师亚健康现状调查
及对策研究”，项目类型是中国科协八大代表调研课题，获得资助；“2016
年新疆生物物理学会学术论坛”，项目类型是重点学术交流，获得资助；
“新疆生物物理学会在塔城地区开展各民族多发病早期防治科普活动的项目
申请”，项目类型是“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服务重点活动，未获得资助。

• 积极完成资助项目。“2016年新疆生物物理学会学术论坛”已按计划于2016
年10月22日召开；国科协八大代表调研课题“新疆高校教师亚健康现状调查
及对策研究”已完成。

新疆生物物理学会

新疆生物物理学会于2013年9月成立。本着加强学会基本建设、稳妥开展各项
活动的原则，在广大会员的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制定了2016年度工作目标：加强
学会的基本建设，使学会工作进一步提升；积极申报项目，开展学术活动和学术交
流；组织会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立足学会实际，稳妥开展富有特色的科普活
动；稳妥发展学会会员。

广东生物物理学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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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学术活动		

• 承办了第四届新疆生物物理学术会议，本次研讨会汇集了来自新疆内外的专
家学者，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大家以新疆生物物理学的发展为主
题，从多角度进行了广泛交流，既有最新进展和前沿介绍，又有新疆生物物
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交流，还有实践工作的心得和经验分享，这对
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疆生物物理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促进了新疆生物物理领
域研究水平的提升。

• 组织会员积极参加各会员单位的学术交流会议，为不同单位的相关研究搭建
交流平台。

• 组织召集会员积极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

◎	 开展科普活动		

• 学会联合新疆预防医学会，于2016年6月4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中南
湾社区进行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抵御宗教极端化”为主题的科普活动，为社
区居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发放了关于生理科普小知识的宣传单。

• 利用新疆医科大学人体奥秘展馆，开展各类科普学习教育活动，宣传、普及
人体基本知识。

◎	 学术推荐与服务

• 推荐自治区“自然科学专家库”专家。为推进专家资源管理的科学化、合理
化、规范化，充分发挥自治区自然科学领域专家的智力和技术优势，为自治
区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更好作用，经自治区科协研究， 决定建立自治区
“自然科学专家库”。学会推荐专家8名。

• 推荐第十四届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奖条例》规定，以及科协2016年将开展第十四届自
治区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工作通知，学会推荐了2篇优秀论文，均获得
2等奖。

• 推荐申报新疆青年科技奖。根据科协《开展第八届新疆青年科技奖推荐工作
的通知》，为激励我区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按照《新疆青年科技奖实施办法》，学会在
2016年6月24日，组织专家评选，推荐新疆农垦科学院的甘尚权研究员申报
“新疆青年科技奖”，甘尚权研究员最终获奖。

新疆生物物理学会（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