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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

编者按：在2018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处感谢所有会员及兄弟学会对秘书处
工作的支持。恭祝大家新年愉快!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处 

前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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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一批知名科学家，包括30多位院

士，多名国家“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

划”引进人才。

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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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九大

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

民政部、中国科协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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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会各级组织和自

身建设，大力推进学会事业创新发展。先后获

得了“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全国学会科

普工作优秀单位”等荣誉。学会主办的英文期

刊《Protein & Cell》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学会

在国际交往、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科学知

识、服务科技工作者、促进创新创业等多方面

充分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为促进生物物

理学科进步，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强国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主渠道作用

树立学会会议品牌

打造学术综合交流平台品牌，组织召开

了第十五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推进专

题学术交流品牌建设，促进分支学科发展。各

分会、专业委员会围绕生物物理相关领域的前

沿科学问题，紧贴学科建设需求，积极开展专

题学术研讨，举办分子生物物理、膜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生物信息学、自由基生物学、光

生物学、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生物力学与生

物流变学、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冷冻电子显微

学、纳米生物学、分子医学影像、生物磁共

振、单分子生物学等专题学术研讨会数十项，

交流研究成果，研讨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促进学科发展。

组织开展专项研究，为有关部门科学决

策提供参考。以学科前沿问题为导向，组织专

家针对纳米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合成生物学

学科的现状、趋势、存在问题、发展战略与重

点研究领域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兄弟学会合作

共同完成了《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

组织完成了《世界知名科技社团治理方式及管

理模式研究》《建设生命科学学术会议品牌研

究》等6项调研报告。

发挥对外科技交流优势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组织学术会议及互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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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年会上设立与美国细胞生物学

会、日本生物物理学会的联合分会场。在国

际组织大会上创办“BEI Shizhang Lecture”

（贝时璋冠名大会报告），邀请中国知名学者

作特邀报告，使国际学界更加了解中国生物物

理的历史和发展。

充分发挥科普主力军作用 不断探索科普新途径 

着力增强科普工作效果及影响

建立首个科普基地——“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科普教育基地”。在

科普工作委员会及广大会员的不懈努力下，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在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奖补项目的支持下，

持续不断地践行推动创新的国家发展新理念，

巩固目前已有的成果，并努力向深度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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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期刊改革 不断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

《Protein & Cell》（《蛋白质与细胞》）

获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评

审”C类期刊，在我国自然科学类4056种学术

期刊中名列第17位。拒稿率逐年上升，2012年

创刊时仅为39%，2017年升至81%。2017年公

布的SCI影响因子为5.374，比上年增长41%。

瞄准国际一流学术期刊，《Protein & Cell》已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牢记服务宗旨

努力为科技工作者做好服务工作

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提供短、平、快的

消息供会员所需。2017年，学会微信公众号

继续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平均单篇阅读量在

500次以上。立足学科、面向全国，打造高层

次、高质量、高水平的继续教育服务平台。围

绕生物物理学最前沿、最热门的技术领域，组

织开展多层次、多模式的系列培训，呈现出国

际教师授课全球开放招生、初中高分级培训、

网络视频同步教学的特点，特别是冷冻电镜系

列培训班今年已经第四次举办，深受学员的好

评。打造“贝时璋奖”品牌，提升奖项的国际

影响力。组织评选第五届“贝时璋奖”“贝时璋

国际奖”及“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

健全学会治理结构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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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法律和章程开

展工作有机地统一起来。坚持民主办会，完成学

会理事会换届，并进一步完善了会议制度。

推进分支机构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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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3个分会、1个工作委

员会。

落实群团改革精神

在学会联合体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作为联合体的责任学会，服务联合体工作

大局，组织了中英生命科学与医学高峰论坛，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评选、生命科学领

域人才评估、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工作。

2018年，学会将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会议精神这条主线开展工作，推动学会各

项事业取得新发展。在学习和贯彻落实党中央

重要精神中寻找新机遇，制定新措施，谋求新

发展。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建设学会品牌。围

绕科技创新和人才强会这个着力点搭建平台，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继续加强科技期刊质量建

设，培育精品科技期刊，提高期刊知名度和影

响力。在培育创新人才、举荐科技人才、表彰

奖励优秀人才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为科技人

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主动吸纳社会资源，共同开展科普工作，健全

科普工作激励机制，强化科技传播能力培训，建

立职业化科普队伍，壮大科普志愿者队伍，为会

员参与科普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

进一步加强学会能力建设。开拓创新，完

善机制，扩展学会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学会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建设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现

代化科技社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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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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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蓬 院士

刘志杰 教授

雷鸣 研究员

张明杰 院士

刘平生 研究员

徐涛 院士

许瑞明 研究员

张宏 研究员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秘书长 总干事长

蔡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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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宇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顾    宁	 东南大学	教授

郭爱克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院士

何士刚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蒋澄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教授

蒋太交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李    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梁兴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刘俊平	 杭州师范大学	教授

刘    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龙    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施蕴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院士

宋保亮	 武汉大学	教授

苏晓东	 北京大学	教授

隋森芳	 清华大学	院士

孙    飞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王宏伟	 清华大学	教授

王世强	 北京大学	教授

邢    达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颜    宁	 清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院士

杨    诚	 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南开大学	教授

杨    力	 重庆大学	教授

张传茂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先恩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周    专	 北京大学	教授

朱    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第十一届理事会组成
THE 11TH COUNCIL OF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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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理事会组成
THE 11TH COUNCIL OF BSC

安国勇	 河南大学	教授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士

曾旭辉	 南昌大学	研究员

常彦忠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陈春英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陈    垚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陈    政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丛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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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邓林红	 常州大学	教授

丁建东	 复旦大学	教授

丁文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高利增	 扬州大学	教授

高绍荣	 同济大学	教授

何建华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胡俊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黄   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研究员

黄亿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孔祥贵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李葆明	 南昌大学	教授

李根喜	 南京大学	教授

李国红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李国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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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辉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李正强	 吉林大学	教授

李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教授

梁    斌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林荣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刘    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教授

刘光慧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刘剑峰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刘    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刘铁民	 复旦大学	教授

刘迎芳	 中山大学	教授

娄智勇	 清华大学	教授

麻锦彪	 复旦大学	教授

苗    龙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聂广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欧阳松应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曲晓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沈月全	 南开大学	教授

苏    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教授

孙    宁	 复旦大学	教授

唐    淳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	研究员

唐惠儒	 复旦大学	教授

滕脉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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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王    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王    凡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

王宏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王吉华	 山东省德州学院	教授

王江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王    炜	 南京大学	特聘教授

王艳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王一飞	 暨南大学	教授

卫涛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吴蓓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吴    乔	 厦门大学	教授

武    一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熊    巍	 清华大学	研究员

徐彦辉	 复旦大学	研究员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薛    磊	 复旦大学	研究员

杨崇林	 云南大学	研究员

杨    光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
	 教授

杨国强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杨茂君	 清华大学	教授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	教授

叶    升	 浙江大学	教授

尹长城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

张    晨	 北京大学	研究员

张令强	 军事医学科学院	研究员

张    鹏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章晓辉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赵雨杰	 中国医科大学	教授

周红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

朱    平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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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
BRANCHES OF BSC

 分  会 会  长

 分子生物物理分会		 许瑞明	

	 膜生物学分会	 陈   佺

	 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分会	 蔡建明

	 单分子生物学分会	 苏晓东

	 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	 李   蓬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	 刘   扬

	 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	 王宏伟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	 周红文

	 衰老生物学分会	 刘俊平

	 听觉、语言和交流研究分会	 王小勤	

	 纳米生物学分会	 梁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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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女科学家分会	 陈   畅

	 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苗   龙

	 青年工作委员会	 孙   飞

	 学术审定与推荐工作委员会	 程和平

	 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	 沈   恂

	 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	 吴   皓

监事会
BOARD OF SUPERVISORS

监事长 丁建平		中国科学院生化细胞研究所	研究员

副监事长 陈晓伟		北京大学	教授

	 	 韩   晓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监事 都培双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沈庆涛		上海科技大学	研究员

												 田长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王一国		清华大学	研究员

 专业委员会 主  任

	 神经生物物理与神经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曾旭辉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杨   力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	 唐   淳

	 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	 王   凡

	 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蒋太交

	 光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董宇辉

	 现代生物物理技术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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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积极参与

国际组织工作
扩大

国际话语权

第十九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由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盟（IUPAB）主办的第

十九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于2017年7月16-21日在英国爱

丁堡隆重召开。IUPAB主席、学会第十届理事长饶子和院

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阎锡蕴院士等5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

出席了会议。

饶子和院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简要介绍了IUPAB

的历史, 对大会承办单位英国生物物理学会表示感谢，并

主持了贝时璋冠名报告。哈佛大学/北京大学谢晓亮教授应

邀作了此次贝时璋冠名报告。

会议期间，饶子和院士主持召开了IUPAB理事会议，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执委会。学会还特别组织了专场交流

会，与IUPAB成员学会代表进行工作交流，增进学会间的

友好往来，并对广大会员和各国学会的支持表示感谢。

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是国际纯粹与生物物理联盟的系列

学术会议，每三年举办一次。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于1984年

加入该组织，并曾于2011年在北京成功承办第十七届国际

生物物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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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UPAB主席饶子和院士
在大会上致辞

2. 饶子和主席主持IUPAB
执委会议

3. IUPAB新一届执委合影
4. 部分中国参会代表合影

11

1

2

1

2
2

3

4

参与筹备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ABA）
2018年大会
 

第十届亚洲生物物理大会（The Asian Biophysics 

Association Symposium）将于2018年12月2-6日在澳大

利亚墨尔本召开，由澳大利亚生物物理学会承办。本次

研讨会的主席由墨尔本大学的Danny Hatters教授和悉尼

大学的Renae Ryan教授共同担任。大会专题报告涵盖结

构生物学、纳米生物物理学、膜生物物理学等丰富的前

沿研究主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作为ABA主席国，积极

支持和配合大会筹备工作。

大会学术委员会邀请饶子和院士作大会报告。阎锡

蕴院士将出席此次大会并主持召开亚洲生物物理联合会

理事会议。本次研讨会，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生物物理

学研究和教育以及对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将会起到有

力的推动作用。

与国外科技社团和机构的学术合作

美国细胞生物学会（ASCB）

继2016年与美国细胞生物学会建立合作联系

以来，2017年首次在第十五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

理大会上设立了ASCB-BSC分会场，学术报告现

场热烈，交流效果十分显著。

2017年12月，学会秘书长张宏教授与美国细

胞生物学会CEO Erika C. Shugart女士会面，讨论

了关于两学会合作的事项，特别交流了在合作办

会、吸纳会员、资助中国年轻学者出国参会等方

面的合作想法。

1. 会见美国细胞生物学会CEO
2. 中美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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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团
管理机制

研究

科技发展
前沿和战略

研究

高端学术
交流模式

研究

吸引专家，汇聚智慧，建设高水平、国际化智库
提升学会软实力、话语权

与国外科技社团和机构的学术合作

美国生物物理学会（BPA）

2017年2月，学会总干事长

刘平生教授、国际事务工作委员

会秘书长与美国生物物理学会理

事长Lukas Tamm教授及CEO Ro 

Kampman女士，就增进两学会间

的友谊与合作进行会谈。

日本生物物理学会（BPJ）

2016年开始与日本生物物

理学会合作，在双方的学术年会

上设立联合分会场。2017年，在

第十五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

会组织了主题为“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embrane proteins 

related to disease”的分会。

Keystone Symposia

接待Keystone Symposia主

管Jeannie Kallen Dalrymple，交

流组织学术会议经验，探讨合作

模式。

3 会见美国生物物理学会领导
4 中日分论坛主要嘉宾
5 与Keystone Symposia负责人会谈

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智库建设
THINK TANKS 

4

5

3

> 主动开展国际科技社团治理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调研，从会员服务与管理、分支机
构建设与发展、学会管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了解和学习国际一流学会的先进做
法和经验，提升自身水平，建立更广泛的合作。

> 促进学会管理模式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为学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 “培育学术会议示范品牌”课题调研了国际品牌学术会议，如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EMBO workshop, Keystone 

Symposia等，并与国内生命科学学术会议进行对比，为基础研究

领域学术会议品牌建设提供思路。

· “小型高端前沿专题学术交流活动”项目，进一步完善学会学术

交流活动标准化建设，加强了学术交流活动质量控制，为学会开

展高端论坛活动提供支持。 

科技发展前沿
和战略研究

为政府在生命科学
领域发展的时空布
局及人才引进等提
供科学决策

· 在2016年参与“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并成功完成“结构

生物学前沿跟踪研究”（许瑞明研究员主持）的基础上，2017年

学会又承担了“合成正交生命前沿跟踪研究”（王江云研究员主

持），对合成正交生命分支进行预见研究， 对新技术、新发现和

新趋势进行动态跟踪和预判，并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提出这个

领域发展的时空布局建议。

· “全球科技领军人才流动趋势跟踪研究”中纳米生物医学和分子

影像学两个研究方向的调研，分别由梁兴杰研究员和王凡研究员

主持，在全世界范围内遴选比较优秀的前沿科学家，列入国家人

才库，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供依据及建议。

科技社团
管理机制研究

为我国科技社团的
改革，以及我国创
新战略发展政策的
制定和制度建设提
供多维参照

·“世界知名科技社团治理方式及管理模式研究”

 （与中国管理现代研究会和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联合承担）

· “国外科技社团服务高级会员方式和机制研究”

· “世界一流学会标准体系及建设方法研究”

高端学术交流
模式研究

立足于多年努力并
形成系列品牌会议
的特色工作，为提
升学术会议的质量
提供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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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严格按照《中国科协2017年科普 

工作要点》的要求，以科普信息化
为核心，着力优质科普内容资源和
机制建设，推动科普人才培养，强
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提升全面科
学文化素养服务。

建立首个科普教育基地
为当地青少年和普通大众的科学素养提升服务

1. 生物信息学科普专家团队首席专家陈润生院士
在“智慧大讲堂·江淮生态健康产业系列讲
座”上作科普报告

2. 都培双研究员对延安来访中学教师作科普培训

坚持不懈地加强科普队伍建设
注重科普人才培训 

· 不断吸纳科普专家充实学会科普工作委

员会，目前有34位专家分别负责不同领

域、不同层面的科普工作。

· 院士领衔科普专家团队，围绕学科前沿进

展和科技常识等，开展科普创作和传播。

· 分别面向科普工作志愿者、中学教师等进

行了多场科普工作培训。

科普信息化与传统传播形式相结合
实现科普内容的定向、精准推送 

学会微信公号、官网、微博及头条号

2 0 1 7 年 ， 学 会 微 信 公 号 （ I D : 

BPSC1979）推送科普文章近80篇，阅读量

10万次，公号订阅者近4000人。科普内容包

括：脑血管病防治、帕金森病、乳腺癌、癌

症的免疫治疗、脐带血、热痛传导机制、冷

冻电镜研究、2017年诺贝尔奖解读等，其中

多篇原创文章单篇阅读近1万次，并被千人计

划网、中国生物技术网、生物帮微信公号等

转载。

学会在官方网站、微博、头条号等推送

文章近60篇，阅读近3万次。

生物医学大讲堂

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苗龙研究员与美国

科学院院士、拉斯克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旧

金山分校Ron Vale教授合作创建的生物医学

大讲堂（iBioChina），其腾讯视频账号自 

2015年6月创建以来，总浏览量已达400

多万。2017年上传视频114个，演说者均

为生物医学领域世界知名科学家，内容包

括向科研人员传播的科学前沿进展；针对

民众的对热点科学问题的通俗讲读、科学

家的科研故事、科学发现故事等；针对中

小学生的实验技术介绍和讨论等。此外，

生物医学大讲堂微信公号2017年推送470

篇，阅读量18万次，订阅者超过1.2万人。

学会科普专家叶盛副研究员通过自己

的知乎主页及举办知乎live，回答公众生命

科学相关问题，有4万多人关注。

谢灿教授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号，

传播关于科学的思考及关于自然的探索，

其原创文章在果壳网的单篇传播率达到10

万+。

7 8

1

4

2

5

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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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创始人贝时璋先生曾任苏州市第十

中学校董。在贝老精神的指引下，学会在苏

州十中学建立首个科普教育基地，并于2017

年11月举行揭牌仪式，面向学校师生普及科学

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

科学精神，并通过这个平台逐渐辐射到苏州

地区，为学会在其他省市建立科普基地积累

经验，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 

1. 饶子和院士在科普基地揭牌仪式上致辞   2-4. 苏州市教育局高国华副局长、陆建伟处长、苏州十中周颖校长
在仪式上讲话    5-6. 阎锡蕴院士、王书荣研究员在苏州十中作科普讲座
7. 苏州十中科普基地挂牌仪式    8.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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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学会专家积极承担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以及

应急科普宣传

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陈润生院士通

过为《科普中国》录制视频，及接受媒体采

访等方式，向公众讲述精准医学；赫荣乔研

赫荣乔研究员在凤凰卫视作科普访谈

究员应邀去凤凰卫视作科普访谈；都培双

研究员多次到北京新闻广播电台对听众作

科普讲解，针对禽流感等话题作应急科普

宣传，其在《首都科学讲堂》关于安全用

药、流言榜等多次报告的单次点击率超过5

万；浙江大学田梅教授组织并主持“学术+

咖啡馆”精准医学学术沙龙活动，网易、

腾讯、华数都进行了同步直播；叶盛副研

究员为《人民日报》“科技大观”栏目撰

写多篇科普文章；2017诺贝尔化学奖揭

晓后，孙飞研究员、王宏伟教授等专家会

员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为公众解读获奖项

目——冷冻电镜技术。

策划科普主题活动 科普讲堂丰富多彩

策划科普主题活动 科普讲堂丰富多彩

科技活动周

中科院公众
科学日

全国
科普日

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

中国
科协年会

全国防灾
减灾日

普及科学知识
提升科学素养

培养科技创新能力

1. 刘颖教授在北大附小作科普报告
2. 科普志愿者在科技活动周上演示趣

味科学DIY
3. 科普志愿者在科技活动周上为公众

现场讲解

1. 郭建军研究员在“科技工作
者日”为科技人员科普怎样
科学运动

2. 蔡建明教授、崔建国副教授
赴海军进行防灾科普

3. 田梅教授组织主持学术沙龙
4. 叶盛在中科院附属小学作科

普讲座
5. 陈畅研究员在广西百色高中

进行科普的现场
6. “中科青云计划”的学子在

苗龙实验室观察线虫
7. 都培双研究员带领“中科青

云计划”的学子参观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

8. “英才计划”学员贺婉卓在
欧盟青少年科学家竞赛中向
外国专家做讲解

9. 柳振峰教授在广州市黄浦区
玉泉学校作题为“光合作
用：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 破解生物超分子机器的
奥秘”的科普报告

1 2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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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8 9

学会多位专家参与了北京市青少年

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由中国科协和

教育部联合开展的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

致力于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其

中，由秦志海研究员和陶宁副研究员指

导的“英才计划”学员、北京八中学生

贺婉卓因传统中药改善肿瘤微环境的一

个重要发现，荣获全国科技创新大赛银

奖、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金奖、

全国英才论坛优秀项目、法国国家科学

中心“The Universcience Prize”等多

项荣誉，中国青年网、未来网等多家媒

体进行了报道。 

> 为鼓励更多的科学家及会员积极参与科普，学会于2017年首次设立“科普奖”，并在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的年会上进行颁奖，首届“科普奖”由叶盛副研究员获得。

> 未来，学会将继续加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建设及科普信息化建设，建立更多的科普基地，
并将科普活动与扶贫行动更多地结合起来，让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于生物物理领域的研究成
果。

科普信息化与传统传播形式相结合
实现科普内容的定向、精准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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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BSC CONFERENCES 

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主渠道作用
树立学会会议品牌 

组织学术会议一直是学会的重要特色工作，我们致
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
流，推动学科发展，不断培育学会的独特优势和专
业化的服务，形成了生物物理大会的综合交叉交流
平台，膜生物、钙信号、电镜、脂代谢、纳米生物
学等一系列专业高端品牌会议的格局。

第十五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学会2017年学术大会——第十五次中国

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于2017年11月3-6日在

上海科技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400

名学者参会。

大会围绕生物物理与人类健康的主题，

设置了23个专题，8位大会报告人和237位专

题报告人奉献了精彩的报告，冷冻电镜卫星

会，青年科研生涯论坛，“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专题研讨会，女科学家论坛等专题研讨

为大会增添了丰富的交流平台，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多个分会场听众爆满，特别是今年

新增的中美、中日联合分会场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会上颁发了中国生物物理领域最高

奖——“贝时璋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石

发展博士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宗伟健博士获得

“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王书荣研究员获得“贝时璋奖”；

剑桥大学Tom Blundell教授获得“贝时璋国

际奖”。此外，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于今年首

次设置“科普奖”，该奖项由中科院生物物

理所叶盛副研究员获得。

多家媒体，包括C C T V 1 3《朝闻天

下》、中国新闻社、《科技日报》《中国科

学报》、中国科技网等都对本次大会进行了

报道。

1. 饶子和理事长致欢迎辞
2. 上海科技大学江绵恒校长致欢迎辞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学会新任

理事长徐涛院士主持大会开幕式
4.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学会副理

事长许瑞明教授出席大会并致辞
5. 学会副理事长刘志杰教授宣读中国

科协怀进鹏书记贺信

1.  “贝时璋国际奖”获得者Tom Blundell爵士作大会特邀报告
2-8. 饶子和院士、袁钧瑛院士、邵峰院士、宋保亮教授、林圣彩教授、王宏伟

教授、朱冰教授作大会报告

大会开幕式

大会报告会

颁发“贝时璋奖”

1

1

5

4

2

2

6

5

3

3

7

4

8

饶子和理事长为Tom Blundell爵
士颁发“贝时璋国际奖”

邵峰为王书荣颁发“贝时璋奖” 施蕴渝、雷鸣为“贝时璋青年生
物物理学家奖”获得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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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掠影 墙报交流

会间交流

大会闭幕式

刘平生总干事长为叶盛颁发“科普奖”

注册现场

敬业的摄影师

分会场

优秀墙报奖新任秘书长张宏教授
主持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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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女性与生物物理之美论坛” 2017中国生物物理大会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论坛成功举办

青年科研生涯规划论坛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德育处主任金蕾萍副教授应邀作

《高端女性 优雅礼仪》讲座。她着重讲授了形象礼仪、着

装礼仪、握手礼仪、生活就餐礼仪、品茶礼仪等。

50多位女科学家代表及女博士生参加了论坛，气氛轻

松、讨论热烈。

第四期青年科研生涯规划论坛邀请了著名微生物学

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院士分享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为了生命科学的人生 ”。

会上，赵院士向大家生动而亲切地

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上山下乡”到

上大学，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历程，

并诚恳分享了他的人生经验与感

悟。与会者深受启发，并表示要

像赵老师所说那样——理解并坚

持自己的初心、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祖

国的青年，要有一份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国

家的决心与责任。 

2017年11月4日，第15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分论坛“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论坛在上海科技大学会议中心举办。该论坛由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孙飞

研究员担任主席并致辞，北京大学陈良怡教授担任共同主席。

孙飞研究员首先从项目总体思路、项目目标、组织实施方

案、候选人遴选、资助统计、培养方案和项目托举团队7个方面，

介绍了“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随后，5位入选“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的优秀年轻学者做了精彩的工作展示，并且交流了他们在项

目支持下的成长情况。这5

位入选者分别是：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范克

龙，2017年刚刚入选的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李静宜，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的刘佳男，北京大学的

李宁宁以及中科院动物所

的郑克威。现场座无虚

席，气氛热烈。

范克龙展示了他在铁

蛋白和纳米酶新性质上的发现，以及它们在纳米药物中的应用；

李静宜报告了对通过检测血浆中游离DNA的甲基化CpG岛实现肝

癌筛查方法的开发；刘佳男的工作是关于纳米感应探针在生物医

学领域中的应用；李宁宁则利用冷冻电镜研究胰腺ATP敏感的钾离

子通道；郑克威研究一种新型G四链体的发现和应用。大家在会上

积极讨论，相互获益。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是由中国科协2015年启动的人才支持

项目，旨在帮助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留在国内的青年人才，力争

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国内发挥科研中坚力量，避免青年骨干人才流

失，从而提升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力，为国家主要科技

领域高层次领军人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培养后备力量。该人才支持

项目采用稳定的支持方式，给予每位入选者连续3年、每年15万元

的支持。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自2015年启动以来，通过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申报的年轻学者中有8位获得该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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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冷冻电子显微学与结构生物学专题研讨会

2017年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冷冻电镜卫星会在

上海科技大学召开。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分

会首届会长隋森芳院士，现任会长、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

长王宏伟教授，北京大学电镜室主任尹长城教授，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正洪教授等多位国内外杰出的冷冻电

镜专家出席会议。

此次大会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支持。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细胞所、浙江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科

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计350余人参加了大

会。会上共有33位专家应邀做了大会报告，范围涵盖了冷

冻电镜三维重构技术与方法、生物大分子机器动态结构、

病毒与细胞器结构以及与冷冻电子断层与亚细胞器结构4个

专题。特邀报告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正洪教授

介绍了其在疱疹病毒结构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来自清华

大学的特邀报告人——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设施

清华基地冷冻电镜平台总管雷建林研究员，就大型电镜设

隋森芳院士、尹长城教授、周正洪教授作报告 

1.  周正洪教授为隋
森芳院士颁奖

2. 周正洪教授为孙
飞教授颁奖

3. 周正洪教授为雷
建林教授颁奖

4. 参会代表合影 

施的管理、运行与维护作了专题报告，分享了清华大学冷冻电

镜平台高效运行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大会报告的内容包括国内从事冷冻电镜研究同行的最新研

究进展，如植物捕光超级复合体的结构、RyR钙离子通道的动

态结构、DNA损伤修复相关激酶复合体的结构、核糖体组装复

合体的结构、ATP敏感的钾离子通道的结构、真核生物钠离子

通道的结构等，相关研究成果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更为可

喜的是，很多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也不断涌现，这也成为了本

次大会的亮点。正如新一届中国冷冻电镜分会会长王宏伟教授

所说，未来中国冷冻电镜将不仅仅是使用冷冻电镜解析蛋白质

的高分辨率结构，更会在原创性的新技术新方法上有所突破。

大会期间，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为隋森芳院士颁发了“中

国生物冷冻电镜终身成就奖”，为孙飞教授、雷建林教授颁发

了“中国生物冷冻电镜杰出贡献奖”。大会结束时，隋森芳院

士祝愿中国的冷冻电镜事业能像中国的高铁一样，在不久的将

来完成从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在国际上成为中国结构生物学研

究领域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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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学术年会

2017年11月18日-20日，2017中国生物

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学术年会暨首届纳

米生物医学交叉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成功举办。本次会议重点

聚焦纳米医学成像与诊断、纳米生物材料

及其生物学效应、纳米药物及其输送系统三

个研究方向，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全国科

学院联盟材料化工分会和宁波市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

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承

办。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天津大学、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国内外知名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CFDA药品与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国家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青年千人”计

划专家等近150人出席会议并作了精彩的学

术报告。

11月19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博思会堂举行，大会执行主席吴爱

国研究员主持了整个开幕仪式。开幕式上，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属材料技术所所长朱锦

研究员致欢迎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

物学分会会长、大会主席梁兴杰研究员致开

幕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当地政府相关

部门的领导也出席了开幕仪式。随后的大会

报告由梁兴杰研究员和高学云研究员主持，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研究员，

天津大学常津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陈航榕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张胜民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蔡林

涛研究员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11月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与会专家分别在“纳米医学成像

与诊断”“纳米生物材料及其生物学效应”和“纳米药物及其输

送系统”三个分论坛进行学术报告和交流。来自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的王浩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韩晓军教授、东华大学的史

向阳教授、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王振新研究员、华

东师范大学的步文博教授、德国马尔堡大学的Norbert Hampp教

授、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姜秀娥研究员、同济大学

的杜建忠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院的许海燕研究员、清

华大学的张小宁教授、西南交大的周绍兵教授、郑州大学的张振

中教授等做了精彩的报告。此外，大会还通过专家评阅，评选出7

个“优秀墙报奖”。

本次大会积极地促进了纳米生物与医药技术高端人才的深入

交流，实现了纳米生物与医学未来发展创新理念和研究方向的深

度探讨。

1

2

3

4

1. 大会执行主席吴爱国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2.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属材料技术所所长朱锦研究员 
  致欢迎辞

3. 纳米生物学分会会长梁兴杰研究员致大会开幕辞 4. 大会现场

4 5

1 2 3

6

1-5.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研究员、天津大学常津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陈航榕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张胜民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蔡林涛研究员作大
会报告      6. 高学云研究员主持大会报告     

上. 参会学者与报告人提问
交流

左. 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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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生物磁共振研讨会 2017冷泉港亚洲会议——“脂代谢与代谢紊乱”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

届全国生物磁共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

19-21日在青岛市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承办，

并得到了青岛腾龙微波等公司的赞助。会

议吸引了来自26个大学和科研院校的130

余位科研工作者参加。

研讨会设立了4个特邀专家（唐淳研

究员、金长文教授、夏斌教授、龙冬教

授）报告，34个口头报告以及近40个墙报

展讲。通过参会人员的投票，会议评选出

优秀墙报6名。与会期间，参会代表针对

近年来出现的生物磁共振领域的新原理、

新方法与新应用，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对

未来的科研合作和创新提出了新的目标。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增进了高校、科

研院所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生

物磁共振领域的合作。

会议期间进行了理事会的改选。

2017年冷泉港亚洲会议——脂代谢与代谢紊乱

（Lipid Metabolism and Metabolic Disorders）于2017

年4月10-14日在苏州独墅湖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召开。

清华大学李蓬院士/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杨洪

远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Peter Tontonoz教授和哈佛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Tobias Walther教授联合组织，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分会共同协办了这次学术

会议。来自国内外脂代谢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

等400多人出席会议。

会议根据研究方向分设11个专题，涵盖了胆固醇代谢

及运输、脂肪组织及脂类的合成和分解、脂肪肝、脂与炎

症、代谢的神经调控、以及脂代谢中的组学研究等，安排

了55个学术报告和43个墙报交流。

会议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脂代谢领域专家学者的聆听

和提问，现场问者积极，答者耐心，具有浓厚的学术氛

围。与会专家学者充分交流了近年来在脂质代谢和代谢紊

乱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深度探讨了相关研究领域前沿科

学问题。会议交流代表了国际脂代谢研究的最新和最高水

平，不仅加强了该领域国内外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的学术

交流，更促进了我国脂代谢和代谢紊乱的研究。

沃森报告厅学术报告现场

上. 李蓬院士为“优秀墙报奖”获得
者雷霞、王晓霞和“励志奖”获
得者赵杰修颁发获奖证书

下. 墙报展出和交流现场

上. 墙报展出和交流现场
下. 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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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4天的EMBO Workshop 2017———“线粒体质量

控制”国际研讨会于2017年7月5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届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议以“线粒体质量控制”为主题，围

绕线粒体自噬、泛素化与线粒体质量控制、线粒体蛋白酶与

应激反应、线粒体动态与生物发生、线粒体质量控制与疾病

5个前沿科学问题做了深入交流探讨。

这是国际上第一次聚焦线粒体质量控制的重要学术会

议。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分子机制是目前线粒体生物学研究的

焦点问题之一。线粒体质量异常与代谢和神经退行性等疾病

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本次会议得到国际和国内同行的

广泛关注。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印度、 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等16个国家、地区近160余位嘉宾参加论坛。会议邀请了

国际著名生物学家王晓东教授和Gerald Dorn教授做大会主

题报告，知名科学家Beth Levine和Thomas Langer教授等

20多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会议同时邀请10多位国内外年

轻学者做了专题报告，50多位学者参加墙报交流。会议报

告精彩，参会人员积极提问，讨论热烈。以

色列Fernada Cerqueira博士等5位优秀青年

学者获得会议Travel Fellowship资助，Koji 

Yamano博士等8位中外学者获得Nature Cell 

Biology和Oxygen Club of California提供赞

助的“最佳墙报奖”。会议不仅促进了同行

间的交流和友谊，也为国际同行展示中国文

化和科研及中国线粒体研究进展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

本次会议也是EMBO支持的，且为数

不多的在欧洲以外召开的高水平学术会议。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西安交通大学共同主办。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陈佺研究员为大会主席，德国

科隆大学Thomas Langer教授和西安交通

2017分子影像学厦门国际论坛于2017年

6月29日-7月2日召开。此次会议是继2013

年及2015年之后，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分子

影像学国际论坛，共有来自110个单位的382

位代表参加。论坛设置20个专题报告及6个

会前workshop报告，就分子影像学以及纳米

医学的不同热门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学

习。与此同时，还设置了青年科学家论坛，

为分子影像领域的新秀们提供交流和学习的

机会，也为全国分子影像学工作者提供了一

场丰富的学术盛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孔繁渊教授、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陈小元教授、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郑海荣教

授、北京大学侯仰龙教授、中国药科大学

顾月清教授、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王强斌教

授、北京大学王凡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蔡伟波教授、解放军总医院

曹丰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明远

教授应邀作学术报告。

大学刘健康教授为共同大会主席。此次会

议得到了EMBO、中国科学院和膜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支持，以及Agilent 

Technology、Olympus、Tissue Gnostics 

China Division、上海全人生物科技等公司

的参与及支持。

大会主席向“最佳墙报奖”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上. 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
东博士、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Gerald Dorn教
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
国西南医学中心Beth 
Levine教授作大会报告

右. 大会报告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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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与培训
BSC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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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标准化的延伸 

追热点

讲传承

保质量

标准化

- 高级班主题根据当年领域热点确定

- 讲课教师多是领域内热点技术的首创者

- 与领域内公司合作，使学员了解到最实际的先进技

术，培训结束后可以立即学以致用

- 沿续原有优秀的培训体系

- 沿续原有合理的分级培训系统，分成基础班和高级

班

- 严格、公平、公正的遴选机制，保证学员质量

- 根据课程主题选择讲课教师，保证教师质量

- 及时更新的实验仪器设备，保证实习的硬件质量

- 在几年的实践中，培训班形成了完整的学习闭环

- 培训证书给学员提供了相应的认证资格

培训班证书

初级总人数 初级实习人数

高级总人数

65

2015 2016 2017

30 30

0 0

28

80 8080 80

151 154

高级实习人数

> 从2015—2017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冷冻电镜培训班严格控制了总参会人数，但是
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基础班的实习人数，实现了基础班学员全部参加实验实习，为学员奠
定了冷冻电镜技术的坚实基础。

培训班
学习闭环

技术
理论

实践
实习

提问
答疑

资格
认证

基础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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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与培训
BSC COURSES

基础班·专家讲座 高级班·专家讲座/实习和答疑 

基础班·实习和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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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2017年11月4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在上海科技大学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理事长饶子和主持，200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本次会员代表大会中，饶子和理事长首先提出缅

怀学会常务理事钟扬教授，对其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并倡

导学会会员学习钟扬教授的科学奉献精神。随后饶理事长

发表致辞，感谢第十届理事会对学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

力和贡献。刘平生总干事长详细汇报了第十届理事会的工

作，阎锡蕴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介绍第十一届理事会规模及

候选人情况、监事会章程，并作章程修改报告。会议通过

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119名）和

监事会（监事长1人，监事6人）。此外，经过无记名投票

表决，通过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财务报告、监事会章程及学会章程修改意见。

1. 饶子和理事长主持代表
大会

2. 阎锡蕴秘书长介绍理事
推选原则

3. 徐涛理事长主持第一次
理事会

4. 刘平生总干事长做代表
大会工作报告

5. 为饶子和院士颁发名誉
理事长证书

在随后召开的第十一届一次理事会议

上，与会理事通过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产生

了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39名），

徐涛教授任理事长，张宏研究员任秘书长。

会议还推举刘平生研究员继续担任学会总干

事长，与张宏秘书长配合全面领导秘书处工

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分支机构负责人及分

会增补计划，并征询了关于2018年中国生物

物理大会（学会年会）的建议。

1. 认真投票的会员代表
2. 在统计选票的志愿者
3. 统计选票
4.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现场

2

3

4

1

5

1

4

2 3

健全完善
学会治理结构
深入推进学会

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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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党建强会

2017年，在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

思路，以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为契机和动力，以提

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重点，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员队伍的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扎实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有效地促进了学会工作全面发展。 

分支机构

3个 1个

专业分会 工作委员会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

衰老生物学分会

听觉、语言和交流研究分会

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

分子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膜与细胞生物学分会
 神经生物物理与神经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专业委员会
光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环境与辐射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现代生物物理技术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

2010

20
12

2006

20
1320

1520
16

2017
纳米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超微结构显微成像专业委员会
 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 

女科学家分会

单分子生物学分会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
衰老生物学分会
听觉、语言和交流研究分会
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

12

4
2

2
111

2017年新增
徐涛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0年8月出生，湖北宜昌人

1996-1999年 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生物物理

化学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1999-2000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级研究员

2000—2003年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副院长

2003—2017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所长

2017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主要从事糖尿病分子机制研究和超分辨成

像技术的研究，在囊泡分泌调控的分子机制、

GLUT4储存囊泡转运及其调控机制、钙释放激活

钙离子通道（CRAC）的激活机制和分子构成、超

高分辨率显微成像等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绩。

曾获“中国五四青年奖章”、第三世界科学

院（TWAS）“青年会士”（Young Affiliate）称

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何梁何利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等。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新任理事长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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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国际事务工作委员

会成立大会于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科技大

学举行，美国院士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吴皓教授受聘为会长。期间选举产生了

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张志国教授 (Columbia 

University, USA)、朱曦教授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USA)、杨洪远教授（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 ia)、刘铁民教授（复旦大

学）。孔星星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当选为秘书长。

分会理事均为美国和加拿大

的华人科学家，他们是强力 

(Columbia university, USA)、窦

亚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崔建民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USA)、

楼振昆 (Mayo Clinic College of 

Medicine，USA)、徐勇 (Baylor 

衰老生物学分会成立

听觉、言语和交流分会成立

2017年11月4-5日，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衰老生物学分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会

议选举杭州师范大学刘俊平教授任首届会

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畅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陈佺研究员、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刘峰、南昌大学田小

利教授任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刘光慧研究员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同

期召开了学术研讨会，邀请百名科技工作

者参会，学术讨论气氛热烈，取得了良好

的学术交流效果。

2017年10月28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听

觉、言语和交流分会成立大会在南京鼓楼医

院科学会堂隆重召开。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

事张晨教授出席本次大会。会议选举清华大

学王小勤教授任会长，清华大学洪波教授、

东南大学柴人杰教授任副会长，清华大学熊

巍教授任秘书长。

分会的发展目标是：壮大听力基础研

究队伍，整合国内外听觉基础研究资源，

建立基础研究的战略合作联盟，临床需求

和基础研究有效结合。 

听觉、言语和交流分会的成立将为国

内学者与国外专家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提

供一个更为专业的平台，让基础研究更好

地服务于临床。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成立

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成立

Col lege of Medic ine,  USA)、许文清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陈小江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丁军(Stanford University, USA)、刘均利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9位教授。学术

研究包括晶体结构、癌症、神经学和代谢

等多个国际前沿学科。

中国物理学会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致

力于组织国际性、权威性、高知识性、高

互动性的学术交流与访问交流；积极协助

促进总会与国际性学术组织合作交流；并

统一协调规范外事工作管理。国际

事务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将有

助于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沟通对话、积极联动，拓展

国际交流合作网络，推动

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共享，并

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的长远

发展贡献力量。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2017年11月5日，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召

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周红文教授

任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会长，会议选举产生

临床罕见代谢病专业分会第一届副会长（南

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陈宏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黄

恺教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萍

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吴伟华教

授）、秘书长（南京总医院杜宏教授）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3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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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INNOVATION DRIVEN SUPPORT PROJECT

学会在2016年度助力工程工作中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成效。2017年，依

托于阎锡蕴院士研究组在纳米酶方面的开创

性及引领性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协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奖补项目的支持，在助力纳米酶的

2017年5月，深圳纳米生物学研讨会部分与会专家参观
深圳二院转化医学研究院

2017年10月，纳米酶催化机制与应用研究”会议与会
专家合影

为地方党委、政府
开展咨询活动

3次

服务科技工作者与
企业开展技术成果

对接

3次

开展共性关键技术
联合攻关项目

4项

产生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10
万元

建立学会服务站/
院士（专家）工作站

2016年1个
2017年1个

培训企业技术人员

120
人次

与地方、企业开展
对接服务

6次

服务地方发展

深圳、淮安

数读助力工程
开展情况

提供决策规划报告
或咨询建议

1次

解决企业技术需求

3次

举办相关会议、
论坛、展览、培训

等活动

6次
形成咨询报告或

建议规划

纳米酶：
中国原创领域的

机遇与挑战

组织专家对接

16人院士
2人

可控制备与规模化生产的研究方面，以及促

进纳米酶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培养肿瘤

转化医学研究（特别是纳米酶）的专业人

才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多项新举措 更好地服务会员

会员管理
网络化

从传统的线下excel表管理转型为线上在线注册

2017年，学会建立了自己的网上会员库，不仅将学会

原有会员全部入库，并且实现了会员注册网络化。这

对于会员服务、会员管理以及学会信息化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基础性保证。

会费支付
多元化

开通支付宝在线支付

在保留原有银行汇款等传统支付方式的同时，学会今

年增设了支付宝支付，方便更多尤其是年轻会员缴纳

会员费。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就完成会员注册和会费缴

纳。

会费票据
电子化

响应国家新政，实现会费票据管理电子化

为积极响应国家财政部对社会团体会费票据电子化改

革的号召，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于2017年实现了会费

票据电子化，更加标准化了会费票据的管理和开具工

作，对今后会费的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会员人数稳步增长

自2015年学会实施分支机构改革以来，学会会员人数

以平均每年20%的水平增长。
20%的
平均增长率

开通年会微网站

调整学会微信公众号设置，增加了学会年会栏，开通

学会微网站，通过手机端实现与学会会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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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奖
SHIZHANG BEI AWARD

2017贝时璋奖

2017贝时璋国际奖

2017贝时璋国际奖

王书荣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陈列平
美国耶鲁大学

Tom Blundell 爵士
英国剑桥大学

2017
贝时璋青年生物

物理学家奖

2017
贝时璋青年生物

物理学家奖

石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宗伟健
军事医学科学院

荣誉表彰
CONGRATULATIONS

徐涛院士 理事长
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阎锡蕴院士 常务理事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奖状获得者

宋保亮教授 常务理事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奖状获得者

卞修武院士 理事
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田捷研究员 理事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奖状获得者

隋森芳院士 常务理事
2017第一届“中国冷冻

电镜终身成就奖”

孙飞研究员 常务理事
2017第一届“中国冷冻

电镜杰出贡献奖”

武维华院士 会员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李国红研究员 理事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张令强研究员 理事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贺福初院士 会员
第三届“树兰医学奖”

颜宁教授 常务理事
2016—2017年度“影响世
界华人大奖”提名/首届清
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

施一公院士 会员
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生

命科学奖”/2017第二届
“中源协和生命医学成就奖”

高福院士 会员
第三届“树兰医学奖”

张宏研究员 秘书长
2017年“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荣誉称号

吴蓓丽研究员 理事
第三届“树兰医学奖”



46 47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2017年报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2017 ANNUAL REPORT

荣誉表彰
CONGRATULATIONS

徐彦辉教授 理事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许琛琦研究员 会员
2017第二届“中源协和生

命医学创新突破奖”

柳振峰研究员 会员
2017第二届“中源协和生

命医学创新突破奖”

陈春英研究员 会员
中国科学院

“十大杰出妇女”称号

郭宇博士 会员
中国科协2017—2019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支持

李静宜博士 会员
中国科协2017—2019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支持

沈恂 主任/荣誉会员
亚太光生物学会
“杰出贡献奖”

万明习 会员
2017中国十大医学进展

王佑春 会员
2017中国十大医学进展

2016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2016年度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2017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编纂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2017年度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叶盛副研究员 会员
中科院网络科普联盟颁发的

“科普启明星”个人奖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奖”

毕利军研究员 会员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奖状获得者

高宁教授 会员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开放获取（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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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数据库收录
主编：徐涛

宗旨 发表生命科学领域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New theory/New technology/New method）

国际化投稿、审稿体系 · ScholarOne投稿平台

 · 同行评议国际化

国际化开放获取出版平台 · SpringerLink数字化发布平台

 · 单篇在线优先出版

 · 由Spr inger推送至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常用数据

Medline，所有文章可被其搜索引擎Pubmed搜索

2017年度概况 · 2017年依然处于艰苦的创刊初期，稿源是现阶段的最

大问题，这也是很多新创办期刊都会面临的挑战。由于

稿源不足，今年进行了合刊出版。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学术期刊
JOURNALS

推进期刊改革
不断提升期刊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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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OA）
英文月刊，2010年创刊
2017年发布SCI影响因子5.374
SCI收录/Medline收录
主编：饶子和

《P r o t e i n  &  C e l l》（以下简称

《P&C》）至今已走过8年的发展历程。

《P&C》的创刊初衷是立足中国、面向世

界，为及时、公正地发表中国学者的最新科

研成果提供一个国际化平台和绿色通道。

同时，做到公平公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

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是

办刊过程中始终践行的原则。自创刊以来， 

《P&C》始终坚持学术期刊非营利性，坚持

免费开放获取（OA）出版，成为展示中国生

命科学发展的重要窗口，为中国乃至世界的

科学传播做贡献。

在国内外同仁的鼎力支持下，通过几年

努力，以上办刊方针使《P&C》具有鲜明的

特色，获得了较高的国际知名度。2010年创

刊当年即被Medline收录，2012年被SCI数据

库收录。在2017年6月发布的2016年度《SCI

期刊引证报告》中，《P&C》影响因子为

5.374。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目前期刊正稳

步前进，力争打造一个学术水平高、可读性

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品

牌。

目标 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性期刊，美国的Cell 、欧洲的EMBO J。

文章情况 发文量稳定。2017年12期共106篇文章，931页。

拒稿率 反映一本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拒稿率逐年上升。2012年

39%，2013年49%，2014年62%，2015年71%，2016年75%，

2017年85%。

引用情况（JCR报告） 93%文章被引，自引率2%。

获奖情况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与清华大学图书馆遴选的“2017中国

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在我国自然科学类4056种学术期刊

中，排名第17。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Beijing Institutes of Life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Protein & Cell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专刊策划与出版

· 青蒿素分子结构测定首报40周年纪念专题

 2017, 44（1），编委会&编辑部

· 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专刊

 2017, 44（8），特邀编辑：宋尔卫

· 糖组学研究专刊

 2017, 44（10），特邀编辑：李铮

· 免疫光子学专题

 2017, 44（12），特邀编辑：张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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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2017年公布的SCI引证数据中，总被引频次375次，影响因

子0.341，较上年有所增长。

 ·  《201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总被引

频次960次，影响因子0.568，分别排在生命科学期刊第8位

和第14位。

 ·  刊物常年严守编辑出版质量标准，坚持规范出版，获得同行

认可。刊物在院传播局组织的2017年审读中获得学术质量、

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及总体评价全优的成绩。

引证指标与编辑出版

学术期刊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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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会
LOCAL SOCIETIES

广东
生物物理学会

陈润生院士在第二届山东省
生物物理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2017.10. 28-29

山东省生物物理学会（筹）第二次
筹备工作会议
2017.10. 27

2017年海峡两岸光电医学
学术交流研讨会
2017. 4. 11-14

新疆
生物物理学会

江西
生物物理学会
（筹）

河南
生物物理学会

辽宁
生物物理学会

吉林
生物物理学会

江苏
生物物理学会
（筹）

安徽
生物物理学会
（筹）

浙江
生物物理学会

山东
生物物理学会
（筹）

上海
生物物理学会

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
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1次会议

2017. 3. 11

首届华东地区暨第19次上海结构生物学会议
2017. 4. 22-23，杭州

2017年广东省生物物理学术大会暨第八届理事会换届会员代表大会
2017. 12. 8-10

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
2017.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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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15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Membrane Biology 
March 29–April 1, 2018   Anhui, China

第二届脂质代谢与生物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4月1-3
日 上海 http://cslmb2018.csp.escience.cn

第二届肥胖、脂代谢及罕见代谢病论坛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临床罕见代谢病专业分会年会 2018年4月6-7日 南京

2018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学术年会暨“后基因
组时代的纳米科技”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 2018年4月6-8日 
婺源

第四届中国听觉科学大会 2018年5月 上海

第九届全国光生物学学术会议 2018年7月11-14日 银川

第12届国际钙信号和细胞功能研讨会 2018年7月18-22日 
沈阳 http://scsc2018.csp.escience.cn

第十六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2018年8月24-27日 成都

国际衰老生物学大会 2018年10月17-19日，长沙

2018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2018年10月27-29日 北京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