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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简称“学会”）由中国

学研金介用”协同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加

会平台，强化会员归属感，增强学会平台黏着力，

中，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参加今年的冷冻电镜戈

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先生于1979年创建。

快“智慧学会”建设步伐，全面提升面对面、键

同时着力做好托举平台建设、青年科技人才选拔、

登会议主席竞选工作成功申请到了资助，同时学

宗旨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普及，认真履行为科

对键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手段和能力，有效提升学

培养、评价等方面的工作。努力从现有人才培养工

会也匹配了相应资金协助分会的竞选工作，此举

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

会组织力和凝聚力。

作体系出发，依靠科学发展规律，积极探索适合中

得到了分会科学家的一致好评。

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
责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

国国情的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生命科学领域的
●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思想引领作用；贯彻国家

想，充分发挥学会作用，激发广大知识分子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技工作方针；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调研基层实际需求，组织党建强会特色活

才、尊重创造的风尚，倡导创新、求实、协作、
奉献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会的原则和

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这一总体思路。

充分发挥学会优势，打造国际学术交流平
台。通过提升民间学术交流平台影响力，高站
位、高标准、高质量的实现生物物理学科学术

发散性、创造性发挥学会优势，通过多种方

交流国际化的目标，以更好的展示我国科技软实

式助力学科发展，提升科研领域社会影响力

力。学会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承办了中国科学

动，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受中国科协委托，完成了《纳米生物学学科

院建院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中国科学院

大精神，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引领。加

发展研究》、《关于加快推进我国生物大分子相

前沿科学国际战略研讨会”。中科院院长、党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动员广大

强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建设，号召生物科技人才

分离与相变研究前沿的对策建议》等调研报告和

书记白春礼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生物物理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促进科学事业的

队伍自觉成为科学道德的维护者和严守科研规范

智库报告。总结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谢尔盖

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

的倡导者，直面学风道德方面出现的突出问题，

剖析了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面临的问题，提出了

耶夫等50余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和ANSO的九位代

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推动开放型、枢纽型、

始终坚持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促进科

加快学科发展的建议和对策，为我国强化基础研

表，与来自于前沿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科研

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成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

学发展。

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增强科技实力和国际竞

管理人员以及国科大在校学生1000余人，围绕

争力奠定基础。

“前沿科学与美好生活”的主题，结合国际学科

大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团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

充分利用挂靠单位的专家及设施资源，使

优化提高学会内部工作机制，推进分支机构

发展态势和实际科技需求，以思想性、前瞻性的

建设

科普工作本地化、常态化，影响面积扩大化，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

建立健全民主议事、民主监督机制，民主、

立科普基地，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让科研“走出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之年。

公正开展学会活动，充分发挥学会监事会的作

去”，将公众“请进来”。5月份与中科院生物物理

2019年也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40周年，是学

用，参与学会重大事项及决议的监督、检查和建

所共同主办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接待来访近千

响力

会创新发展的关键之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坚定

议，为学会内部管理制度改善建言献策。积极提

人，取得了公众的一致赞誉；开发了“IBP Tour”

对标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创建特色鲜明的学

不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高学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职业化建设力度，细分

项目，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给出相应的科普

术期刊品牌。学会参与主办的英文期刊 Protein &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工作岗位和职责，建设素质高、稳定性强的学会

内容，让每位参加活动的学生都不虚此行。

Cell 始终践行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为及时、公

神，按照“四个着力”的要求，突出“服务发

工作队伍。规范分支机构活动，推进学会治理

在学术年会上尝试借助新媒体直播的方式，

正地发表中国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提供一个国际

展年”的主题，创新机制，完善组织体系，打造

结构和治理方式社会化进程。学会今年重新修订

让专家与大众在线上面对面互动。与教育部门合

化平台和绿色通道；公平公正，在世界范围内积

品牌、增强服务实效，以“建成世界一流学会”

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新

作，让专家走入中小学课堂，通过实验为学生解读

极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以促进人类的进步作为创

为目标，加强学会党建工作，围绕“弘扬爱国奋

建分支机构的评估机制；召开分支机构秘书长会

生命科学的复杂现象，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

刊原则。

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主题，加强对科技

议，引导分支机构正确解读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工作者的政治引领；突出学会优势，发挥学术交

分支机构行为。新增、升级7个分会，目前，学会

流主渠道作用，繁荣学术交流，强化学术交流品
牌，加强国内外学术合作，促进学科发展，提升

●

发挥学科优势，从多方面展示学会科研影

从奖项国际化入手，打造“贝时璋国际奖”
继续推进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增强学会

品牌，建立奖项社会化、国际化的评奖制度，推

共成立23个专业分会，5个专业委员会，达到28

国际交往能力

进国际化建设和推广，助力我国科学家登上国际

个学术类分支机构。

通过推荐、支持学会科研工作者在国际性机

学术舞台。

学会学术引领力和科学传播力；“请进来、走出
去”，深入了解基层需求，提供精准服务，着力

视野，进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

构任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为参与国际科
全面推进会员服务系统建设，为青年人才成

技治理积聚力量。重点加强了对分支机构参与国

创建学会自有科普服务品牌，提升学会科普服务

长提供畅通完善的支撑体系

际组织事务的支持力度，不仅将学会作为一个整

能力；大力推进“体医融合大健康产业前沿决策

为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增强会员的参与体

体以生物物理学科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希望生物

咨询智库项目”的建设，完成“体医融合产业协

验，学会积极提升会员服务系统和会员服务能力，

物理学科涵盖的各分支领域能够精准地与相应领

同创新助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推动“政产

优化系统建设，推进办公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学

域的国际组织对接，全方位地加强国际合作。其

●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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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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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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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长

徐涛 院士

副理事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和平 院士

刘志杰 教授

秘书长

雷鸣 研究员

李蓬 院士

许瑞明 研究员

张明杰 院士

总干事长

张宏 研究员

刘平生 研究员

蔡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

宋保亮

武汉大学 教授

陈    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苏晓东

北京大学 教授

陈    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隋森芳

清华大学 院士

董宇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孙    飞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顾    宁

东南大学 教授

王宏伟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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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强

北京大学 教授

邢    达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何士刚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颜    宁

清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

蒋澄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教授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院士

蒋太交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杨    诚

李    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南开大学 教授

梁兴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杨    力

重庆大学 教授

刘俊平

杭州师范大学 教授

张传茂

北京大学 教授

刘    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张先恩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龙    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周    专

北京大学 教授

施蕴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院士

朱    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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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国勇

河南大学 教授

李根喜

南京大学 教授

曲晓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熊    巍

清华大学 研究员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士

李国红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沈月全

南开大学 教授

徐彦辉

复旦大学 研究员

曾旭辉

南昌大学 研究员

李国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苏    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教授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常彦忠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

李前忠

内蒙古大学 教授

孙    宁

复旦大学 教授

许文青

国家蛋白质科学上海设施/
上海科技大学 教授

陈春英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李    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教授

唐    淳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研究员

薛    磊

复旦大学 研究员

唐惠儒

复旦大学 教授

杨崇林

云南大学 研究员

滕脉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杨    光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 教授

田    捷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杨国强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田亚平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教授

杨茂君

清华大学 教授

王    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叶    升

浙江大学 教授

王    凡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

尹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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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晨

北京大学 研究员

王吉华

山东省德州学院 教授

张令强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王江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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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炜

南京大学 特聘教授
章晓辉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王艳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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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垚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李文辉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陈    政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李正强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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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立
梁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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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荣呈

黄   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教授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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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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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蓓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

吴    乔

厦门大学 教授

武    一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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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广军

南昌大学 教授

欧阳松应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李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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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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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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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化细胞研究所 研究员

副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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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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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伟  

北京大学 教授

韩   晓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监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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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生物学分会

李   蓬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分会

刘   扬

		

都培双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

王宏伟

           

沈庆涛  

上海科技大学 研究员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

周红文

衰老生物学分会

刘俊平

           

田长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听觉、言语和交流研究分会

王小勤

           

王一国  

清华大学 研究员

纳米生物学分会

梁兴杰

生物磁共振分会

唐   淳

临床分子诊断分会

杨正林

代谢组学分会

唐惠儒

生物微量元素分会

王福俤

体育医学分会

郭建军

纳米酶分会

曲晓刚

运动科学分会

王   茹

材料生物学与智能诊疗技术分会

聂广军

表型组学分会

邬堂春

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

张   宏

低氧与健康科学分会

李   靖

神经生物物理分会

曾旭辉

专业委员会

主 任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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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

THE PARTY COMMITTEE OF BSC

书 记

雷   鸣

男

副理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副书记

陈   畅

女

常务理事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纪检委员

梁兴杰

男

常务理事

国家纳米中心

委 员
李   蓬

女

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

王宏伟

男

常务理事

清华大学

宋保亮

男

常务理事

武汉大学

顾   宁

男

常务理事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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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FFAIRS

BRANCHES OF BSC

2019年学会持续推进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交流，并以学会为依托为所属分支机构的国际组织间合作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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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工作委员会

吴   皓

2019年8月，美国细胞学会和日本生物物理学会在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期间，举

青年工作委员会

孙   飞

办了第三次联合session。此次联合session充分发挥了学会分支机构的积极性，由分支机构与国际

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

沈   恂

奖励工作委员会

程和平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赫荣乔

学术工作委员会

张   宏

2019年2月，在学会的支持下，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积极组织2019年中国科协国际民间科技

学会发展与规划工作委员会

刘平生

组织事务专项的申报工作，成功申请到“生物物理学会出席2019年度三维冷冻电镜戈登研究会议

组织建设工作委员会

薛   天

会员工作委员会

周   政

会议（3DEM GRC），于2019年6月9日-14日在香港成功举办。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的荣誉会长

宣传与推广工作委员会

刘铁民

隋森芳院士、会长王宏伟、副会长孙飞、委员高宁等一同参加了会议。王宏伟教授为本次会议的

扎根·巩固已有国际合作

学会直接合作组织session，使双方邀请报告人更具针对性，同时，将国内组织者主动推向国际舞
台，为国内专家搭建学术交流以外的展示平台，让国际科技组织更全面的了解中国学者。

精准·推进分支机构国际合作 精准对接国际组织

并参加竞选”专项。戈登研究会议（GRC）是具有国际顶级声誉的学术会议系列，每个不同的科
学主题有其单独的会议，主席由该领域最为突出的科学家担任。2019年度三维冷冻电镜戈登研究

主席，孙飞研究员为主题讲座的主席，并参与了2022年度会议主席的竞选活动。此次活动对于提
高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提升了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

拓展·扩大国际合作范围 多样化
合作形式

学会出版物

主 编

《Biophysics Reports》（生物物理学报）

徐   涛

《Protein & Cell》

饶子和

与澳大利亚生物物理协会建立了良好合作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王大成

关系，并于今年年会上开设了首个澳大

学会一直积极开拓新的合作机会。通
过2018年亚洲生物物理学会年会的机会，

利亚国际session，促进了中澳学者的交
流。与美国生化学会共同发起两年一次的
双边前沿高端学术会议，并合作举办首届
ASBMB-BSC基因组稳定性与表观遗传调
控国际研讨会，探索学会间共同培育品牌
学术会议的合作模式。

↑. 居理宁博士与Boris Martinac院士、		
Matthew Baker博士
↗. 学会名誉理事长饶子和院士与澳大利亚代表
↓. 澳大利亚国际session合影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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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会国际事务交流
着力培养青年科研工作者
ASCB-BSC Travel Award获奖青年科技工作者赴美参
加2019 ASCB|EMBO 联合会议

႓
ࣾᆂⵁ⾣

作为服务于生物物理工作者的社会团体，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上始终秉承着“聚才用才，为青年科
技工作者成长搭建平台”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开始，为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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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ឭ⇬ݺ
☚◦䔪䍗

持青年学者，给予青年学者更广阔的国际化展示机会，与美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ASCB）共同设立了 “ASCB-BSC青年
差旅奖”。奖项用于支持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ASCB的年
会，为其免除参与会议的摘要投递费。在2019年第十七次中

总结学科发展成果、研究学科发展规律、预测学科发展趋势，推动新兴学科萌芽、促进优势

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上，共选出8位获奖者。其中，来自中

学科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方向。2019年，学会在积极推进实施2018年学科发展项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学生会员李敏、曹震和张彦若赴美

目的基础上，继续申报中国科协2019年学科发展项目，获得两项支持，分别是：

国华盛顿参加了2019年底举行的ASCB | EMBO会议。
●

2019年学科发展研究项目
“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研究”
项目负责人：梁兴杰  国家纳米中心
具体内容：基于前期的调研结果，通过文献信息检索、专题研

讨会等形式，整合领域专家团队，总结梳理近年来我国纳米生物学
学科的发展现状，并与国外的学科发展状况进行比较，预测未来十
年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提供建
设意见。最后汇总信息，形成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 学会常务理事阎锡蕴院士（右一）为ASCB-BSC差旅奖获奖人颁奖
↗ . ASCB-BSC差旅奖获奖人曹震在生物物理大会期间讲解墙报内容
↓. ASCB-BSC差旅奖获奖人曹震、李敏、张彦若在2019 ASCB|EMBO 联合会议上

●

2019年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研究项目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研究”
项目负责人：左西年  中科院心理所
具体内容：发展认知神经科学面向未来，以研究毕生发

展脑认知的神经机制为主体，通过文献情报学分析、专家访
谈及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家脑计划等分析，在首席科学家
总体负责下，汇总各个研究领域的学科预测及路线图，深入
研讨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完成项目总体
的编制研究报告。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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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

THINK TANKS

完成“智慧学会”试点建设
进一步发挥学术共同体专业和网络优势，全面实施学会信息化提升计划

发挥引导规范作用
坚定推进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

积极配合科协实施的“智慧学会”工作试点建设，先后完成学会会员系统与科界系统的对

自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

接，以及学会会员资料在科协信息系统的上传工作。完善了学会的科技人才数据库，加强了学会

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积极倡导广

“两微一端”和分支机构及会议平台建设，为会员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和知识分享的完整信息共享

大科研人员学习《意见》精神，并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生态圈。
为更加深刻认识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发挥智库作用，助力学科发展
开展技术预见研究，为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问题建言献策

的重要意义，勇于担当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
历史重任，扎实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
教育工作，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EMDB/EMPIAR中国镜像网站正式发布

期间，举办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展区，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分

针对近年来在科研领域出现的学风浮躁、学术

会与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生物信息研究所

不端行为滋长，违反科研伦理、滥用学术权

(EMBL-EBI) 2016年建立合作以来，在中国

力、学术失范行为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通

搭建EMDB/EMPIAR中国镜像站点(http://

过图解形式，深入浅出地面向学界各领域各层

www.emdb-china.org.cn/)。该点于2018年

次人员进行了学习普及工作。

正式发布上线，于2019年初进行了升级改版，正式发布为EMDB/EMPAIR-China网站。
经过可视化升级改版后的EMPIAR镜像服务器，目前已迁移至中国科技云的云存储平台，整体
提升了数据的同步速率和安全性。该网站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测试数据集，同
时也可用于实践练习。

智库报告《关于加快推进我国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
变研究前沿的对策建议》
组织召开“生物大分子相分离和相变前沿科技论

2019年10月通过微信平台解读《科研

坛”聚焦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核心机制与方法学研

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号召生

究, 从而取得国际领先的重要发现，促进退行性疾病防

物科技人才队伍自觉成为科学道德的维护者

治新靶向策略的开发。相关智库报告《关于加快推进我

和严守科研规范的倡导者，直面学风道德方

国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研究前沿的对策建议》已上

面出现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以弘扬科学精

报中国科协。

神、维护科学尊严、促进科学发展为己任。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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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BSC CONFERENCES

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2019年学会着力提升学术会议组织水平，力求突出学会优势，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
会议。通过发挥学会学术交流主渠道作用，繁荣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加强国内外学
术合作，提升学会学术引领力。发扬学会的独特学科优势，通过强化以生物物理大会为核
心，培育膜生物学、钙信号和细胞功能、冷冻电镜、代谢生物学、纳米生物学等一系列国
内国际专题会议为特色的学术交流品牌。

2019年恰逢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40周年，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于2019年8月
2日-5日在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大会主席、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徐涛院士主持了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处书记宋军，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
誉理事长饶子和，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陆为民，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许瑞明，以及本次大会协办单位南开大学副校长王磊等到会
并致辞。宋军书记代表中国科协向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和本次学术大会的召开表示祝

高站位

贺，对中国生物物理学会40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高度肯定。
与会诺奖获得者和
中外院士超过80人次

国际会议
占50%以上

2019
学术会议
特色
高质量

高标准

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徐涛主持开幕式，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宋军及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陆为民分别致辞

学术水平及会议服务
获得与会者一致好评

具体措施
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饶子和，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许瑞明及
南开大学副校长王磊分别致辞

网站功能集成化

专家接待分层化
会务体验定制化
参会手续简便化

2019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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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CONFERENCES
交流时刻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汪尔康院士，董绍俊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蕴渝院士，复
旦大学金力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王红阳院士，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院士，北京大学程和平院士，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润生院士，清华大学隋森芳院
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种康院士，斯坦福大学Axel Thomas Brunger院士，日本国立材料研究
所陈国平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程亦凡教授等出席了本次大会。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沙特阿拉伯、尼日
利亚1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000余位科技工作者和企业代表，围绕“生物物理与人类健康”这
一主题，展开热烈的学术交流。9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作大会报告和前沿报告，大会还设置了24个专
题分论坛及企业卫星会、学术卫星会、女科学家论坛、科研生涯规划系列讲座等特色论坛，与会
者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分享了国内外生物物理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就学风道德建设设
立了专门的区域，进一步提高学会的学术以及思想道德领域引领力和组织凝聚力。

Axel Thomas Brunger、Anna Marie Pyle、程亦凡、王红阳、金力、季唯智、许文青、胡海岚、柳振峰
作大会报告

宋军书记向饶子和院士颁发贝时璋杰出贡献奖
施蕴渝院士和阎锡蕴院士向范克龙研究员、王昌河教授颁发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

施蕴渝院士向优秀墙报奖获奖人颁奖，阎锡蕴院士向ASCB-BSC差旅奖获奖人颁奖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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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高端国际学术会议，提升学会国际影响力

BSC CONFERENCES
展商略影

2019年10月20日-24日，由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与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组织的
“第一届ASBMB-BSC基因组稳定性与表观遗传
调控国际会议”在江苏苏州成功召开。
作为探索学会国际化的新途径，经过与美国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历时两年的多轮磋商，
双方达成一致：选定表观遗传学这一前沿热点科
学问题，分别在中国和美国，每两年以召开国际
会议的形式，为中美两国科技工作者搭建学术交
流平台，2019年首届会议在中国召开。
会议以“表观遗传学与人类健康”为主题，将国内外基因组稳定性与表观遗传
学相关领域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集合在一起，邀请了包括两名美国科学院
院士、一名欧洲科学院院士在内的30位来自美国、法国、荷兰等
国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以及我国在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做邀请
报告。共设3个特邀报告、26个邀请报告、13个口头报告以及
1个技术交流报告，同时设置了2个墙报展示。展示了国内外
近年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了解国内外领域内的最
新进展以及科学前沿。会议促进了表观遗传学在人类疾病诊断
和治疗中的应用，推动了精准医学的发展。
大会还设立了Travel Award、最佳墙报奖等多样活动，包括
SCIENCE在内的7个全球高端杂志主编也应邀参会评
选，这些活动为我国表观遗传学和染色质生物学领域年
轻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机会，为国内研究团队及青年
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与国际高端杂志编辑面对面交流的可
能。提高中国学者在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几率的同时，
也为领域内最新技术和研究方法提供了交流
推广的平台，创造国内学者与国外著名研究
团队的良好合作环境，对培养青年人才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会者在墙报前讲解交流

↖ . 为Travel Award获奖人颁奖
←. 学会总干事长刘平生研究员与组委会
一起为优秀墙报奖获得者颁发奖状
→ . 左起分别为来自Biochemic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Science、Science China-Life
Sciences、Genome Biology、
eLife、Protein & Cell的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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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承接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彰显学会执行力
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学会承办了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中国科学院前
沿科学国际战略研讨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诺
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谢尔盖耶夫等50余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和ANSO的九位代表，
与来自于前沿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科研管理人员以及国科大在校学生1000余人，围绕“前沿
科学与美好生活”的主题，结合国际学科发展态势和实际科技需求，以思想性、前瞻性的视野，
进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 丁肇中院士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 Alexander M. Sergeev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

↖. Lonnie G. Thompson院士
俄亥俄州立大学
↙. Colin Blakemore院士
香港城市大学

国
诺奖 2名
获
得
者

位 学家
64 尖科
顶
际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李寅主持开幕式，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徐涛主持了闭幕式

专题涵盖
数理、化学、生命、地理
信息、技术等多领域

各

开幕式现场

国 52 名
科
学院
院

士

1
0
参 00多
会
代表 名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国际战略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白春礼院长担任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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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年4月11日-14日，安徽 黄山

2019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学术年会
暨“创新纳米药物”雄安论坛
2019年4月24日-28日，河北 保定

↓.

↘.

张明杰院士
Harvey
McMahon作
大会报告
代表合影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生物学分会与欧洲分子生物学会联合举办的“2019
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会议邀请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阎锡蕴院士、国家

了30余名生物膜形态动态研究的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做学术报告，并吸引了来自

纳米科学中心梁兴杰研究员担任会议主席。会议以

中国、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200余名学者注册参会，会议针对膜生物学及

“创新纳米药物”为主题，设立影像与分子诊断、

相关领域的国际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凸显了形变、相变、

纳米递送与治疗、纳米生物效应3个学术专题会场。

互作和重装研究中的学科交叉，精彩的研究进展中不仅用到了生物物理、细

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及海外的200余名学者参

胞、生化、遗传和电生理等手段，更引入了化学、物理和数学等专业技术，在

加了本次大会，近10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受邀进行学

规模和内容上达到该系列会议举办至今的最高水平。

术报告。
↑. 第六届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纳米生物学
分会学术年会暨
“创新纳米药物”
雄安论坛开幕式
←. 大会合影

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的精准医疗研讨会
2019年4月13日-14日，江苏 昆山
本次会议主题为“精准医疗在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及拓展应用前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徐涛院
士、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临床罕见代谢病专业分会会长周红文教授、英国邓迪大学
医学中心教授、英国健康大数据研究院-苏格兰分院院长Ewan Pearson教授等
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一线临床医务工作者及昆山市医疗卫生相关领导等200
余位参加了大会。特邀嘉宾Ewan R.Pearson教授作了题为《从遗传视角看：糖
尿病的靶向治疗（Targeting therapy in diabetes: insights from genetics）》的
特邀报告，徐涛院士作了题为《Precision Medicine in Diabetes in China》的报

第三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学术研讨会

告，其他大会报告人也做了精彩报告，现场讨论互动，气氛热烈。

2019年5月9日-12日，上海
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和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
研究院主办，大会旨在促进我国代谢生物学发展战略和学术交流。分会会长
李蓬院士在开幕式上介绍了国内代谢相关的两个重大项目：基金委的“糖脂
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重大研究计划和科技部的“发育编程及代谢调节”重
点研究计划。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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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会议

第二届中国临床分子诊断大会

2019年5月26日-31日，北京

2019年5月30日-6月1日，四川 成都

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会议(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临床分子诊断

Radiopharmaceutical Sciences，ISRS）是国际放射性药物领域最具

分会、四川省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

权威的学术会议，每两年在世界各国轮流举办一次。本次会议是ISRS

办。包括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近40名来自

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主席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

美国、新加坡及国内顶级临床分子诊断及遗传的专

会主任、北京大学王凡教授。该会议展示出国际放射性药物领域对中

家，围绕感染性疾病、遗传病、肿瘤等疾病的分子

国放射性药物以及核医学、分子影像发展成就的认可。

诊断及质谱技术的临床应用等主题进行广泛的学术
交流。大会充分展示了目前临床分子诊断的前沿技
术、理论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

第六届全国冷冻电子显微学与结构生物学专题研讨会
2019年6月16日-19日，北京

↑. 会议主席王凡教授致开幕词
→. 大会合影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主办，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中
国电子显微镜学会低温电镜专业委员会协办。清华大学隋森芳院士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辞；清
华大学王宏伟教授、北京大学尹长城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孙飞研究员、北京大学高宁教授担

第三届全国生物磁共振研讨会

任大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尹长城教授、高宁教授担任组委会主席。研讨会的主题为“中国冷冻电

2019年5月29日-6月2日，湖北 武汉

子显微学的新时代”，围绕冷冻电子显微学新技术新方法、生物大分子复合物的高分辨率动态结
构及细胞器、亚细胞及原位结构生物学研究三个专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共组织安排了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生物磁共振与多学科交叉，旨在促进生物磁

52场精彩报告，文安德尔研究所教授李慧林和普渡大学教授江文应邀作了Keynote报告。会议期间

共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强化生物磁共振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的

颁发了2019第二届“中国冷冻电镜杰出贡献奖”，获奖者清华大学王宏伟教授作了获奖报告。大

进一步整合，为分会成员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

会还专门组织了Poster Session，经投票评选出了8位优秀Poster获奖者。

平台。

作为今年冷冻电子显微学重要的盛会之一，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
业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共400余人与会。本次研讨会为国内外学者在冷冻电镜技术方法上的交流
提供了平台，推动了结构生物学的进步和发展。

研讨会现场

与会代表合影

与会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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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

第十三届同步辐射与生物学国际会议

2019年7月20日-24日，重庆

2019年9月21日-24日，上海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力学学

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上海张江实验室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中国生物物

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了此次会议，

理学会、中国晶体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同步辐射与生物学国际会议，旨在展示、交流和讨论

本次会议邀请了400多位生物医疗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报告内容涉及

同步辐射、自由电子激光和电子衍射等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物学前沿的应用。会议邀请饶子和院

心血管生物力学、分子生物力学、细胞生物力学、软组织修复的生物力

士进行了关于其领衔研究最新成果《猪瘟病毒全结构解读及其科学意义（包括表面蛋白与内芯核

学、康复工程与生物力学等领域，为来自全国各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者

酸全部大分子的三维结构原子水平的空间排列）》的精彩报告，对于促进全世界养猪事业健康发

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展与今后疫苗的制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饶子和院士作为首位大会主旨演讲嘉宾，为大家带来了《Architecture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nd implications for viral assembly and vaccine design》的精彩报告

第五届（2019）中国听觉科学大会

首届 “细胞铁死亡与疾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年9月20日-22日，北京

2019年10月14日-16日，四川 成都
为促进我国听觉研究的发展，加强国内

本届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铁死亡领域的专家学者，以“细胞铁死亡 (Ferroptosis)

外听觉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生

与多学科交叉融和”为主题，共同探讨本领域内科学研究前沿问题，传播铁依赖的细胞程序性死

物物理学会听觉、言语和交流研究分会主办，

亡新方式。旨在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铁死亡与技术领域的学术繁荣、开展多学科间的交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承办了“第五

融合、提高华人学者的全球影响力。

届中国听觉大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数十名国
际知名学者和数百名国内听觉领域的专家、教
授和学生参会，设立专题报告及会议发言近百
个，内容几乎涵盖当前听觉研究的所有领域。
会议就当前听觉研究的数个热点问题展开专题
研讨，为国内外听觉领域专家学者搭建沟通与
交流的学术平台。
↖. 大会现场
←. 部分演讲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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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生物信息与传染病交叉论坛

2019年国际创新药物会议

2019年10月19日-20日，江苏 苏州

2019年10月31日，浙江 杭州

论坛共设29场学术报告，邀请多位专家围绕传染病和生物

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材料生物学与智能诊疗

信息这一新兴交叉领域，就传染病的数据采集分析、方法开发整

技术分会协办。大会邀请了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

合、模型应用推广和药物、疫苗的设计评估等问题，覆盖传染病

研究所谭蔚泓院士、韩国首尔大学Taeghwan Hyeon院

的“问题→数据→方法→模型→应用→防控”全链条，分别报告

士、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赵宇亮院

最新的前沿进展。

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院士、中国科学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陈学思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樊春
海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王常勇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
Bong Jin Lee教授、北京大学王凡教授、南开大学庞代
文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研究员等多位生物、
化学、材料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会

会议部分专家报告

上展开了多学科研讨和深度交流，极大地推进了专业交

↑. 蒋太交教授主持会议
→. 第一届全生物信息与传
染病交叉论坛集体照

叉领域知识的更新，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2019年国际衰老及相关疾病大会
2019年10月25日-27日，浙江 杭州

第二届肥胖、脂代谢及罕见代谢病论坛暨
第三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临床罕见代谢病专业分会年会
2019年11月1日-2日，江苏 南京

会议围绕衰老细胞的特征、命运调控，衰老和长寿的基因组
机制，激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机制，

会议主要围绕代谢前沿热点、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

代谢、炎症与骨关节退化疾病的研究进展，端粒、DNA损伤与相

脂质代谢、糖代谢及罕见代谢病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

关疾病及衰老相关疾病的干预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讨

展、发展趋势展开学术交流。

论。展示了衰老及其相关疾病、健康长寿的最新研究进展，推进
了我国衰老相关领域的研究与转化应用。

清华大学生科院、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李
蓬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会长周红文

大会邀请了包括澳大利亚科学院和皇家学会院士，美国国家

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杨洪远教授、武汉大学生命

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天主教科学院和日本

科学学院宋保亮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世民教授、

科学院的外籍院士Suzanne Cory教授；法国马赛癌症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黄勋教授、税光厚教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总监Vincent Geli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

授、清华大学陈立功教授、徐俐教授、北京大学陈晓伟教授、复旦大学陈

法国尼斯衰老与肿瘤研究所所长，法国尼斯大学中央医院医学中

丰荣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高鑫教授、李小英教授、北京协和医院

心细胞生物学家Eric Gilson教授和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

于淼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铭教授、上海市同济医院张克勤教授、

院遗传学系Jan Vijg教授及国内外近60名衰老研究领域著名专家

北京安贞医院王绿娅教授、南京医科大学李仲教授等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著

参会。

名学者及临床专家、一线医务工作者等参与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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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BSC CONFERENCES

第三届中国神经控制代谢学术国际研讨会
2019年11月1日-3日，重庆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理事会2019高级学术研讨会
暨《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
2019年11月8日-11日，贵州 贵阳

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主办，邀请到10位国外学科资深专家、15位华裔外
籍专家和13位国内学科资深学者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报告。这次会议给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次非

研讨会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主办，中国生物物理

常好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也为海外参会专家提供了一次了解中国该学科研究状况以及中国近几

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北京理工大学、国家纳米科学

十年来突飞猛进发展的国家现状的机会。

中心、河北大学共同承办。会议就药物递送与纳米生
物效应、创新纳米生物医药两个主题进行了报告和研
讨。同期，会议还就《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战略》进
行了研讨，邀请了中科院学部学科中心、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出席，就纳米生物学学科发展、
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科协第384次青年科学家论坛暨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生物纳米医学青年科学家论坛”

↗. 会议主席、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梁兴杰研究员主持学术会议
→. 与会专家合影

2019年11月2日-3日，河南 开封

第一届生物相分离和相变国际学术研讨会
该学术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河南大学、中国生物物理研究

2019年11月14日-17日，安徽 合肥

所、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承办，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河南大学药学院、河南生物物理学会协
办。中国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院士、国家纳米中心王琛研究员担任论坛名誉主席，国家纳米科

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和荷兰等国的350余位生物、物理、

学中心梁兴杰研究员担任论坛主席，河南大学师冰洋教授担任执行主席。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

化学与材料等生物相分离和相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国科学院院

机构近5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近2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受邀进行学术报告。论坛围绕“生物纳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杜江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生物

米医学”这一主题，针对癌症以及神经变性疾病等领域在临床中所遇到的共性

体系中的相变、相分离是当前国际前沿研究热点，是生物、物理、

和核心科学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为纳米生物学领域的科研工作

化学与材料等多学科深度融合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次会议成功

者提供了交流纳米生物学领域的新成果、新思想、新趋势的机会，搭建

地为与会专家搭建了理想的交流和学习平台，为不同学术思想提供了

了增进相互了解、探讨交流合作的平台。

↑. 会议执行主席、河南大学师冰洋教授主持
本次论坛开幕式
→. 与会者合影

碰撞和交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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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韩国高等研究院-北京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讨会

学术会议

2019年7月3日-5日，韩国 首尔

BSC CONFERENCES

第四届中国国际生物微量元素大会

由韩国高等研究院（KIAS）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生物物理分会共同主办的首届韩国高等
研究院-北京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讨会在韩国高等研究院成功召开。会议邀请了多名中韩蛋白质科

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浙江 杭州

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参会并作大会报告，其中10位来自中国北京。分会会长许瑞明研究员、副会
长黄亿华研究员、秘书长杨娜教授等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会议约定2020年由分子生物物理分会

本届大会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微量元素分会学术年会暨第

主办，一起相聚北京。

四届中国国际生物微量元素大会，王福俤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多名
国内外微量元素代谢及转化医学研究的优秀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基
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等前沿研究方向，展开了一系列报告和讨论。

生物微量元素分会会长、大会
主席王福俤教授致开幕辞

大会报告人合影

中方会议报告人合影

组织参加第八届亚太核磁共振研讨会
与会专家及报告人合影

2019年7月3日-6日，新加坡
生物磁共振分会组织专家学者数十人参加了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八
届亚太核磁共振研讨会（The 8th Asia-Paciﬁc NMR symposium）。
分会会长唐淳研究员应邀在本次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展示了其研究团

第一届中国人类表型组大会暨
第一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表型组学分会年会
2019年12月22日-24日，广东 广州
会议由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表型组学分会主办。会议以“推进
表型组研究，解密人类生命信息”为主题，围绕表型精密测量、表
型组数据分析、表型组临床应用等相关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发展趋
势，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和专题报告。

队在应用及整合生物磁共振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动态结构和功能的最
新成果，获得了参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亚洲晶体学联合会
2019年12月17日-21日，新加坡
2019亚洲晶体学联合会（AsCA 2019）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
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许瑞明研究员、北京大学苏晓东教
授、高宁教授、南开大学杨娜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吴蓓
丽研究员、丛尧研究员以及广州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刘劲松研究员等受邀在会议上作了特
邀报告及专题报告。学会单分子生物学分会
会长苏晓东教授当选新一届亚洲晶体学会联
合会主席。
↗. 许瑞明研究员做大会报告
→. 中国参会代表合影

分会会长许瑞明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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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与培训
BSC COURSES

关注
前沿热点

第五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冷冻电子显微学分会发起并承办，中科院生物物理
所、清华大学和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联合主办。由清华大学王宏伟

第五届中国结构生物学冷冻电镜培训班
培训内容
冷冻电镜技术的基本使用技能
2019.11.23-11.28

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孙飞研究员及Thermo Fisher Scientiﬁc公司的Marc
Storms博士担任主席；清华大学雷建林研究员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黄小俊高
级工程师担任执行主席。本届培训班吸引了众多申请者注册报名，经委员会
遴选，共有80名学员入选。

拓展
平台合作

第二届（2019）
中国听觉﹣平衡觉科学研究培训班
培训内容
掌握神经科学、听觉和平衡觉的基本知识以及
解剖和生理等基本技术
2019.7.22-7.28

坚持
持续化发展

特色 本培训每年举办，此次为该系列第五次培训，除了基础的冷冻电镜使用
及操作课程外，还密切保持与科研进展的同步性、紧扣科技前沿热点，
每堂讲座均安排了自由讨论环节。进行课程培训的各位专家不仅解答了
培训内容的相关问题，还根据科研工作中的实际经验为学员提供了即

相关专业医生
体育医学知识培训系列
培训内容
面向相关专业医生进行体育医学知识培训
2019

时、有效、合理的思路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专家 培训演示和实习操作指导的教师队伍由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长
期培训电镜用户和数据处理的一线技术工程师组成，特别邀请清华大学
的李雪明、李赛、王佳伟，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孙飞、章新政、朱平、
黄小俊，以及北京大学的高宁等十位在冷冻电镜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参
与技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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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听觉－平衡觉科学研究培训班

继续教育与培训
BSC COURSES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听觉、言语和交流研究分会主办，与
复旦大学合作并在该校举行。随着近年来国内听觉研究团队的日
益壮大，许多实验室需要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从事相关工作，为提
供听觉研究基本技术的全面的培训，分会及复旦合作方闫致强教
授，参照美国 Woods Hole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MBL)
的Inner ear biology summer course 的模式，邀请了国内外相关
专家授课。

特色 参照国际已有模式，进行领域内跨平台合作。
专家 加拿大 Dalhousie 大学王坚、香港科技大学黄平波、中科院
神经所刘志勇、清华大学熊巍、东南大学柴人杰、南方科技
大学陈放怡、山东大学徐志刚、复旦大学闫致强等。

内容 继第一届培训成功基础上，延续了包括神经科学、听觉和平
衡觉的基本知识，以及ABR测试、小鼠耳蜗解剖和毛细胞电

内容 本次培训班旨在为结构生物学科研工作者

生理等基本技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供冷冻电镜技术讲解，希望参会学员可
以掌握使用冷冻电镜技术的基本技能。培
训内容涵盖：透射电镜的发展历史、基本
概念、工作原理、操作要领以及冷冻电镜
三维重构的原理、流程、负染、冷冻样品
制备、常温和冷冻电镜观察操作到数据收
集、数据处理等，使学员从理论到实践全
面接触和了解冷冻电镜技术。来自全国多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位学员圆满完成了
培训课程，获得了结业证书。

相关专业医生体育医学知识培训系列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体育医学分会倡导，同医疗机构合作开展，
面向相关领域医疗从业者及有关人员。为响应国家号召，推动体医结
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为广大糖尿病患者在科学用药以外进
行科学锻炼和运动指导，提升健康指数，自2018年起，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体育医学分会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开展了糖尿病专项
运动处方专题培训，作为一项健康服务，培训学员为众多病患实施糖
尿病运动处方诊治，收效明显。

特色 发挥体育医学在提高医疗健康方面的作用，携手医疗机构，持
续开展健康服务。

专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俊清，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体
育医学分会会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医融合中心
主任郭建军教授，北大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昂，中国生物
物理学会体育医学分会委员、美国物理治疗师郭威，高级营养
指导师井路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体育医学分会高级科学锻炼
指导师汤双双。

内容 以提高糖尿病运动处方服务水平为目的，系统讲解糖尿病有关
理论、糖尿病运动康复概念及案例分析、体育医学理论、体医
融合中糖尿病康复的各种模式以及实操课程等，快速推动医体
结合的疾病管理方式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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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会学术优势
推动科普工作本地化
常态化
影响面积
扩大化

科学传播

SCIENCE EDUCATION

2019年是学会科普工作改革之年
·

43

新媒体与传统科普相结合
通过电视电台进行体医融合、健康科普
体育医学分会会长郭建军博士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多个地方
电视台多种健康栏目宣讲体育医学，促进全民健康，体医融合。

秘书处下设了专门的科普部门，安排专人专职从事学会科普工作，使

多地连线进行科普报告

学会科普工作地进行更加具有持续性和针对性。
·

生物磁共振分会理事雷皓研究员为武汉市新洲区第一初级中

力争将知识性、前沿性与实践相结合，使加强服务、提高全民科学素

学师生带来题为《玩网络游戏真的会上瘾吗？》的科普报告。并

质方面的工作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新局面。
·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通过“智慧教室”连线，向其他三所中学的学生进行第二现场同

加强了与依托单位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合作，充分利用研究所的专家

步听讲座。

及设施资源，使科普工作本地化、常态化，影响面积扩大化，将更多
公众“请进来”。
·

·

门户网站直播科普对话尝试

加强了对科普工作的品牌化及精准化建设，开发了“IBP Tour”项

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期间，学会以

目，一年内开展近20次活动。

《人类衰老与健康》为主题，进行了科普talk直播的尝

始终坚持让科普活动“走出去”，2019年尝试了借助新媒体直播的方

试。直播活动邀请了刘平生研究员、王昌河教授、范克

式，以及与教育部门合作，让专家走入中小学课堂，并与地方合作建

龙研究员分别就各自的研究方向共同探讨了生物学研究

立科普基地，扶持地方科学教育工作。

和人类衰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学会总干事长刘平生研究员（左二）、王
昌河教授（左三）、范克龙研究员（右
一）与主持人和听众热烈互动

科普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13个分会
参与并开展科普工作
吸引了逾百名青年科学家
及在读硕博生
加入到专家队伍中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8049人
年发文量161篇
年阅读量222895次
最高点击量1765次

科学传播
专家团队建设

线上传播率

“生物医学大讲堂”
年发文量260篇
年阅读量218134次
最高点击4890次
订阅人数20968人

↖. 王昌河教授以“帕金森病的前世今生”为题，针对帕金森病的研究与发现史、临床表现、病理机
制、治疗瓶颈及近期突破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生动的阐述。
↑. 范克龙研究员通过“带你走近纳米药物——铁蛋白纳米药物：新型癌症治疗‘导弹’”这个话题，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纳米药物研究在医药领域的前沿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 刘平生研究员对直播内容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介绍了生物物理学科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并通
过对两位青年科学家的肯定，鼓励与会观众在未来科研道路上砥砺前行。

利用新媒体平台展开科学传播普及
代谢生物学分会会员主办了 “戏说美脂”“脂理
名言”“BioArt”“巡山报告”等科普微信公众号，

线下传播率
组织科学家
开展40场以上科普讲座
大小科普活动50场
惠及人数1.5万人以上

科普书籍

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和普及。
2位科普专家
2019年分别出版科普书籍
受到广泛关注

生物微量元素分会创办了作为其主要科普宣教平台之一
的“营养发现”微信公众号，2019年发表微信公众号文章超
过600篇，累计阅读量超过100万次，关注总人数达到8万，
在营养和微量元素代谢研究领域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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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科普工作

SCIENCE EDUCATION
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依托科普基地丰富内容

2019年10月，学会组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30余名在读博士生与北京市西城区五路通
小学共同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手拉手进校园科普活动”。学会科普部门为一至六年级设计了近10

携手科研单位将公众“请进来”

种简单易操作的趣味实验，实验设计紧扣活动主题，突出“科学无处不在”的内容，通过实验为学

2019年5月18日，学会与中国科学院生

生解读生命科学的复杂现象，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广泛互动。为实现提高全民素质，弘扬科学精

物物理研究所联合组织了别开生面的大型科

神，普及科学知识，加快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略尽绵薄。活动中，由学会制作开发的教具

普活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公众开

“DNA双螺旋模型”和“肺模型”，还分别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首届科普展教品DIY大赛一等

放日”。在持续一天的开放日活动中，敞开

奖和三等奖。

大门欢迎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

公众开放日活动

的社会公众走进神秘的科研院所，了解科研
生活、体验科学实验、接触前沿进展。

扶持老区 建立科普基地开展科学教育工作
2019年9月26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认知科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当

↖. 科普活动志愿者合影 ↑. 在科普课堂上讲课 ↗. 孩子们在科普课上认真做实验

地科技教育部门一同为临沂华盛学校科普教育基地揭牌并开展了两场科普报告会。学校小学初中
部全体教师学生参加仪式并听取报告。
同年12月12日，学会党支部再次来到华盛实验学校，面向科普基地科学教师开展为期一天的
教师培训。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科学教学技能，为后续开展科普教育工作奠定人才基础。

→. 中国科学院北京分
院首届科普展教品
DIY大赛一等奖获
奖证书

←. 中国科学院北
京分院首届科
普展教品DIY
大赛三等奖获
奖证书

诺奖解读报告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女科学
家分会会长、中科院生物物理
↖. 徐涛理事长和科普基地代表共同为基地揭牌 ↑. 学会科普主管吴帆在为科普基地师生进行培训
↗. 临沂科普基地科学教育课堂

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陈畅研究员，在2019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揭晓

科学家进校园活动走进苏州科普基地

后，作为主讲，以“Sensing

2019年10月23日，学会在江苏省苏州十中科普

oxygen, Sensing life”为题对

基地开展了“科学家进校园”的科普讲座，中国科学

生理或医学奖进行高端科普解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平生研究员主讲了以“生命科学

读。报告会在王志珍院士的支

与大众健康”为题的科普报告，近200名学生教师参

持和主持下进行，300多位科

加并与科学家展开热烈讨论。

研人员和研究生聆听了报告。

刘平生研究员在主持科普报告

↖. 王志珍院士主持报告会
↗. 陈畅研究员对诺奖进行解读
↓. 报告会现场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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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新媒体时代下的科普工作经验

SCIENCE EDUCATION

纳米酶分会会员高楠副研究员作为分享
嘉宾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青促会小

临床分子诊断分会
着重关注“卫生下基层”工作

组联合举办“新媒体时代的科普”学术沙龙
活动。高楠介绍了“善思科学”团队在新媒

分会对活动进行统筹筹划，组织

体时代下的科普经验，并做了题为“在黑暗

专家开展下基层以及义诊活动，如：

中大雪纷飞：百年孤独的阿尔茨海默症”的

郑芳委员与湖北省黄梅县人民医院签

科普报告，分享了在学术研究科普中的经验

订“黄梅县检验专科联盟”卫生下乡

和体会。

活动；关秀茹委员在哈尔滨开展“黑
龙江省临床检验专科联盟基层培训哈
尔滨站”卫生下乡活动等。
青促会学术沙龙活动现场

临床罕见代谢病分会科普及社会公益活动

科普宣传工作和科研体验实习课程的开展
光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组织了面向中小学开展科普宣传、科研体验的实习课程。与建
华中学、北京东直门中学、人大附中合作开展中科院科技英才计划，让中小学生进入到实验室真切
体验科研，与科研工作者近距离接触，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了解科研工作的意义和最前沿的科学技
术，并动手学习和参与部分实验工作，进而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一些同学的工作
甚至在北京青少年翱翔科学论坛发表。

↑. 赴贵州铜川市万山人民医院对
口帮扶大型义诊活动
↘. 参加高新区健康科普讲师团科
普宣讲

←. 苏州电视台《天天健康》
科普活动
↙. 宜兴市中医院“糖尿病营
养膳食”科普讲座
↓. 参加高新区健康科普讲师
团科普宣讲

小学生在实验室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动手完成一些科研实验，亲自感受生物成像荧光纳米探针的
制备合成与性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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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分会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2019年，学会办事机构党支部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遵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原则，认真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工作，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两个坚决维护”，认真梳理和整改在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保障科研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纳米酶分会
会    长

曲晓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会长

高利增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高兴发

江西师范大学

刘俊秋

吉林大学

张连兵

西北工业大学

秘书长

魏 辉

南京大学

副秘书长

范克龙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表型组学分会
长

邬堂春

华中科技大学

副会长

丁艳峰

南京农业大学

高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所

会

调研基层实际需求，组织党建强会特色活动，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在中国科协“党建强会”项目的支持下，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
山东临沂建立科普教育基地，首次尝试在革命老区开展科普工作。通过“大师讲堂”“教师科技
培训”“科普实验教学”等活动，与当地政府的科普工作有效结合，辐射周边中小学及社区，切
实开展科教惠民工作。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

翔

耿道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翁建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袁慧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学遗传中心

秘书长

丁

琛

复旦大学

副秘书长

樊少华

复旦大学

围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开展了“专注科研，关注健康”——中

生物大分子相分离和相变分会

国生物物理学会女科学家分会2019“女性与生物物理之美”系列论坛、“坚定的科研之路”——
陈润生院士主讲大会青年科研生涯规划讲座、中国生物物理学会“2019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

名誉会长

张明杰

香港科技大学

列活动之《科技工作者风采视频展映》《贝时璋的故事》舞台剧演出等系列活动。同时，在学会

会    长

张

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公微上进行了《春天的信息：与女科学家探讨科研与人生》《贝时璋的故事》舞台剧幕后花絮、

副会长

何

彦

清华大学

《人物访谈——国家纳米中心聂广军研究员》《科研工作者与父亲的故事》等的宣传和报导，引领

李丕龙

清华大学

广大知识分子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伟大的奋斗事业之中。

姚雪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秘书长

科

关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弘扬科学精神，繁荣学术发展

低氧与健康科学分会

加强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建设。加强对科技信用管理和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对通过学会申
报的各类项目加强诚信情况记录和评价。开展科学道德和诚信讲堂，面向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道

名誉会长

吴天一

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

德宣讲教育。在学术年会期间，举办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展览，针对近年来在科研领域的

会    长

李

靖

北京医院

副会长

张

新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不端行为、学术失范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学习普及工作。通过微信平台解读《科研诚信案件调查
处理规则（试行）》，号召生物科技人才队伍自觉成为科学道德的维护者和严守科研规范的倡导

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者，直面学风道德方面出现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以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促进科学发

李

林芝市人民医院

展为己任。

秘书长

欣

刘铁民

复旦大学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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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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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ϧ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材料生物学与智能诊疗技术分会

超

苏州大学

樊海明

西北大学

陈美婉

澳门大学




ϧ




神经生物物理分会
名誉会长

周

会    长

曾旭辉

南昌大学

副会长

薛

天

中国科技大学

章晓辉

北京师范大学

魏丽萍

北京大学

王昌河

西安交通大学

王昌河

西安交通大学

秘书长

专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提升会员服务能力，全面推进学会信息化建设
· 为增强会员的参与体验，完成了会员服务系统第一阶段改
革，会员系统实现了网页端和手机端同步在线注册、自
助缴费、生成电子会员卡等；同时优化了集体会员注册流
程，增加会员费在线付费通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学会
的会员管理功能和网站的信息化建设，为精准会员服务夯

运动科学分会
会    长

王

茹

副会长

马新东

清华大学体育部

陈

武汉体育学院

宁

上海体育学院

肖俊杰

上海大学

秘书长

董贵俊

山东体育学院

副秘书长

李

雪

成都体育学院

朱

琳

广州体育学院

李玉周

河南师范大学

实基础。

· 积极配合科协实施“智慧学会”工作试点建设，先后完成学会会员系统的与科界系统
的对接，以及学会会员资料在科协信息系统的上传工作。完善学会的科技人才数据
库，加强学会“两微一端”和分支机构及会议平台建设，为会员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和
知识分享的完整信息共享生态圈。

推进学会办公信息化建设
加速开发财务网上报销模块、固定资产模块、项目管理模块、人事管理模块。



吉林大学

汪



李全顺



华中科技大学



亮



罗




ϧ

中山大学

ϧ

林



梅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黄容琴

ϧ

于海军



厦门大学



刚




ϧ

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ϧ

颖

ϧ

赵



副秘书长




浙江大学



凌代舜


ϧ

秘书长

10年
会员人数
持续增长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聂广军



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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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生物物理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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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生物物理
学会

吉林
生物物理
学会

山东
生物物理
学会（筹）

江苏
生物物理
学会（筹）

江西
生物物理
学会（筹）

新疆
生物物理
学会

安徽
生物物理
学会（筹）
上海
生物物理
学会

浙江
生物物理
学会

湖北
生物物理
学会

广东
生物物理
学会

↑. 2019年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
学术大会 理事长邢达教授做大
会报告
←. 2019年广东省生物物理学会
学术大会合影
↓. 学会党员代表正在给大家讲解
葛洪博物馆的历史

↑. 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与图书出
版机构富兰克林读书会联合举
办面向青少年及其家长的科普
教育活动
↓. 上海市民政局 社团局 上海科
协组织检查团赴上海生物物理
学会视察，学会秘书长陈季武
做汇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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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研生涯规划讲座

女科学家论坛

第六期“青年科研生涯规划系列讲座”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张宏研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女性与生物物理之美”系列论

究员主持，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润生院士与青年科研工作者“谈

坛由女科学家分会主办，旨在凝聚和团结从事生命科学

谈生物信息学”。在面对科研生涯的一系列规划与抉择的时候，科研道路上的先

研究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展现其风采，助力职业生涯发

行者总是能给予不一样的启示。陈润生院士是我国最早从事理论生物学、生物信

展，挖掘女科学家的组织领导力。

息学以及非编码RNA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他的报告在讲述生物信息学科研道路

2019年女科学家论坛以“专注科研，关注健康”为主题，由国家纳米

上多年研究探索的同时，以其个人以及团队的发展历程重点谈到了几个转折点，

中心研究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女科学家分会秘书长陈春英主持。论坛发

通过将他主持研究的生物信息科学及个人科研生涯的穿插讲述，既阐述了生物信

起人之一陈畅研究员致辞回顾了“女性与生物物理之美”论坛自2011年以

息学的来龙去脉，又无处不在地提示着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对于科学的执着与坚

来举行的6次活动，并介绍了分会建立的初衷。分会荣誉会长阎锡蕴院士

持，以及对于科研走向敏锐的触觉和中国科学家的职业操守。讲座结束后，现场

表达了对女科学家分会的强烈支持，鼓励青年女科学家和女博士生把这一

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平台当做闺蜜之家，坚持学习、执着追求、热爱科研和生活。

↖. 陈畅研究员致辞
↗. 阎锡蕴院士表达对女
科学家分会的支持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董绍俊
先生以“走在科学研究的路上”为题目，分享了她在科学研究之路上的迂
回曲折与峰回路转；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协和医
学院教授、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蒋澄宇教授根据自己
←. 陈润生院士作了题为“谈谈生物信
息学”的报告
↓. 张宏研究员主持报告

求学的体会，分享了以“科研悟道，穷达随缘”为中心的关于本科生、研
究生教育的思考；天津市人民医院心内科负责人、南开大学人民医院心脏
内科魏丽萍主任在“潜精研思，心脑健康”的讲座中，提出在基因大背景
和环境影响下怎样关注身体、避免疾病的问题。女科学家代表、女博士生
和女科学家之友等百余人参加了论坛，气氛轻松、互动活泼、反响热烈。
→. 董绍俊院士、蒋澄宇教授、魏丽萍主任
作报告（由上至下）

↖. 陈润生院士与报告嘉宾
和学会工作人员合影
↑. 陈润生院士与参加报告
的学生们合影
←. 报告现场

↖. 女 科 学 家 分 会 与
嘉宾合影
↙. 气 氛 热 烈 的 会 议
现场
←. 参 与 互 动 的 女 科
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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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MEMBERSHIP SERVICES

JOURNALS

对标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创建特色鲜明的学术期刊品牌
女性主题科研与人生的探讨

学会参与主办的英文期刊《Protein & Cell》始终践行立足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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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作为“三·八”妇女节的特别活动，5位女

公平公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原则的创刊原

性科学家作为嘉宾共同探讨了科研经历与人生感悟。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女科学家

则。2019年ISI发布的SCI期刊JCR报告统计，刊物2018年影响因子跃升至7.575，

分会会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Cell biology分目录的193本期刊中排名30位，处于Q1区。2019年SCI影响因子

的陈畅研究员，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院重点实验

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继续保持了高速发展势头和趋势。获评中国科协等七部委

室的刘志华研究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中科院生物物理

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及40万元资助。

研究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的王凡研究员，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理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核酸生物学院重点实
验室的王艳丽研究员，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识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杨艳研究员坐在一起，以女科学家的成长经历
为主线，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其他科研人员也积极
参与，以科研道路上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话题与嘉宾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 女科学家座谈会现场
↓. 众多女科研工作者参与了座谈

搭建科技工作者成才平台，推动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遵循“通过实施人才托举工程，建立起一整套人才遴选、人才培养及人才评价的流程，并逐
步扩展到现有人才培养工作体系中，构筑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规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人才培养
体系，实现生命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这一总体思路，在托举平台建设、青年科技人

生物物理大会第一届学术期刊专题会议报告人及参会合影

才选拔、培养、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期间，为了体现学会四十年工作成就，

5届青托评选，学会推荐的17位候选人

同时展示学会学术期刊历年的工作成果，集合学会旗下期刊共同主办了“生物物

共计11位青年学者获得项目资助

理大会第一届学术期刊专题会议”，与会者逾150人。会场外还首次设立了期刊封
面展示，并进行了最美封面评选。

王祥喜

刘佳男

范克龙

郭  宇

张名姝

李静宜

郑克威

兰鹏飞

李宁宁

刘  亮

万  伟
期刊封面展示及最美封面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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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JOURNALS

Protein & Cell
www.protein-cell.org
开放获取（OA）
英文月刊，2010年创刊
目标：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性期刊（美国的Cell / 欧洲的EMBO J）
2019年发布SCI影响因子7.575
SCI收录/Medline收录
主编：饶子和

www.biophysics-repor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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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PROFIT / OPEN-ACCESS /
GREEN CHANNEL FOR YOUNG RISING STARS

2019年《Protein & Cell》已走过10年的发展历程。P&C的创刊初衷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New theory/New technology/New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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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

· ScholarOne投稿平台

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以上也是办刊过程中始终践行的原则。

投稿/审稿体系

· 同行评议国际化

国际化开放获取

· SpringerLink数字化发布平台

出版平台

· 单篇在线优先出版（最快2周）

数字纪录 · 2019年P&C共出版12期，107篇文章，页码共928页。发文量继续保持稳定。
· 据2019年6月ISI发布的SCI期刊JCR报告统计，P&C 2018年影响因子跃升至
7.575，在Cell biology分目录的193本期刊中排名30位，处于Q1区。
· 2019年SCI影响因子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

· 由Sprin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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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情况

· 2017—2018年可计入引用的文章42篇，共被引用99次

总结及展望

· 2019年Biophysics Reports共出版5期（5-6期合刊出版），25篇
文章，页码共264页。
· Biophysics Reports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期刊。
在2019年CSCD-JCR报告中，影响因子为0.6087，在生命科学
80本期刊中排名第24。
· 自测2019年影响因子为2.3，在SCI-生物物理技术分目录下处于中
等水平。
· 未来将督促编委加大约稿力度，在文章数量、国际化比例上达标；

另据中科院情报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SCI期刊JCR报告统计，P&C的期刊影响力排名也从
Q2区上升至Q1区。解决了近几年国内国外不同评价体系对P&C期刊评价不一致的问题，利于吸引
高校优质高源。
2019年6月聘请知名科学自媒体BioArt创始人丁广进博士出任P&C执行主编，成为新媒体与传
统期刊的首次深度融合，2019年下半年BioArt加大了对P&C国际一流水准文章的推送宣传工作。
2019年期刊增大了宣传工作的投入力度。多次组织、参加学术会议。包括中国暨国际生物物
理大会、细胞生物学会年会、Science编辑座谈会、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等。同时，尝试组织社
会传播活动，提高期刊品牌形象和影响力。7月在生物物理所组织了首期“Protein & Cell学术论文
写作系列培训”，参会者逾100人，获得良好反响。8月在生物物理大会与学会其他兄弟刊物共同
主办了“生物物理大会第一届学术期刊专题会议”。

考虑改变出版模式，由结集出版改为国际OA刊物广泛采用的连续出
版模式；申请SCI收录。

获   奖

2019年11月获评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
刊，获得40万元资助。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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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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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学术期刊

CONGRATULATIONS

JOURNALS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www.pibb.ac.cn

开放获取（OA）
中文月刊，1974年创刊
2019年发布的SCI影响因子0.219
SCI、CA、Scop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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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和院士

徐涛院士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

策划与出版
· 诺奖解读专题，2019，46(11):1041-1054
· 特邀论文1篇：吕明康，等. 脑胶质瘤治疗相关时空演化机

制及其在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2019,46（11）：1055-1062

引证指标
· 在2019年公布的SCI引证数据中，总被引频次305次，影响

因子0.219
· 《2019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总被引

频次725次，影响因子0.429，综合评价总分55.1，位列该类
期刊第6位
· 在中科院文献情报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SCI期刊分区表中

从Q4区上升到Q3区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卞修武院士

阎锡蕴院士

许瑞明研究员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9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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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CONGRATULATIONS

第六届贝时璋奖

张宏 秘书长
2019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宋保亮 常务理事
2019年“科学探索奖”
（生命科学领域）

王宏伟 常务理事
2019年“科学探索奖”
（生命科学领域）
2019年第二届中国冷冻电镜
杰出贡献奖

颜宁 常务理事
2019年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陈春英 理事
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刘光慧 理事
2019年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陈鹏 会员
2019年“科学探索奖”
（化学新材料领域）

高璞 会员
2019年中源协和生物医学
创新突破奖

胡海岚 会员
2019年何梁何利奖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生命科学奖）

李栋 会员
2019年“科学探索奖”
（前沿交叉领域）

柳振峰 会员
第十二届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邵峰院士 会员

饶子和院士

第十二届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2019年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贝时璋杰出贡献奖

Robert G. Roeder教授
2019贝时璋国际奖

范克龙研究员

王昌河教授

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
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

2019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
2019年度全国学会科普工作表扬单位
2018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刘颖 会员
2019年“科学探索奖”
（生命科学领域）

谭敏佳 会员
2020年中源协和
生物医学创新突破奖

王晓群 会员
第十二届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