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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理事长简介
                      吴德昌院士（1927年10月-2018年5月），江苏武进人。1949年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0年2月入党，1955年5

                   月入伍，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助教、讲

                   师，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原

                   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党的十四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

                   协委员。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德昌院士先后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特等奖、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被原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称

号。曾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主任委员、辐射防护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放射防

护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国政府副代表等学术职务。

中国毒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3-2001）。

     叶常青研究员（1933年9月-2019年10月）。1956年底毕业

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即分配至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直从事放射

毒理与防护研究。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3和1995年分别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1988年后是7部专著的主编或副主编，是5项国家标

准或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起草人。曾任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1997-

2001)、第三届理事长(2001-2005)

     庄志雄教授,1946年5月生于福建省惠安县。1970年毕业于中山

医学院,1988年在北京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1-1993在美国纽约大

学学习。历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深圳疾控中心主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职业卫生标准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预防医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

环境、职业与健康，生化与分子毒理学研究。曾任中国毒理学会第

四、五届理事长(2005-2013)。

      周平坤研究员,1963年9月生于湖南衡山县。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辐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委主任。1985年毕业

于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大学)，在原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硕士、

博士学位，1998-2000年法国居里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从事放射生物学、

核辐射损伤防护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授权美国专利1项，国家发明专利6

项、被亚洲辐射研究协会授予“辐射研究杰出贡献奖”。曾任

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2001-2013)，第六届、第七届理事长

(2013-)。



中国毒理学会简介

    中国毒理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CST) 成立于1993 

年，是中国毒理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经中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法人社

会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国家一级学会。

    中国毒理学会是国际毒理学联合会（IUTOX） 和亚洲毒理学会

(ASIATOX) 团体会员。学会挂靠单位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学会

现有30个专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学会理事从全国各地优秀毒理学

专家学者中推荐，在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中

国毒理学会每两年组织举办一次全国毒理学大会，至2020年已举办了九次

全国性学术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中青年学者科技论坛。每年举办一

次现代毒理学基础与进展高级研修班。

    学会现有30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和省级学会每年组织各种不同

类型的专业学术会议，以及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班。

    自2001年起，学会与中国台湾毒物学会合作，每两年举办一次海峡两

岸毒理学研讨会，至2021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

    学会还组织参加各种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

动。

                         学会的出版刊物有：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主办单位之一)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主办单位之一)

　　　　　　　　 　     《Toxicology Research》( 主办单位之一)



中国毒理学会组织机构
中国毒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

（2018.10 -2022.10）

理  事  长：周平坤 

副 理 事 长：（以汉语拼音排序）陈景元、李     桦、彭双清、浦跃朴、沈建忠、
                   孙祖越、吴永宁、杨杏芬、赵宇亮、周建伟
秘  书  长：刘　超
副 秘 书 长：（以汉语拼音排序）陈     雯、高志贤、关　华、胡向军（常务）、
                  马    璟、王全军、袭著革、周丽君

         中国毒理学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我国毒理学事业发展和公众健康
保障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有力推动毒理学的学科发展和科技进步，已成为中
国毒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这与广大会员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
的。

         学会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在理事和广大会员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21年底，学会已有207个团体会员单位，注册会员19000 余人，其中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会员约占50%，学会会员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大学、
科研院所、政府管理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机构等。

31844731536859786813
976510850110831233513916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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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现有专业委员会
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亚洲

管理毒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庆生

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邱泽武

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廖明阳

毒理研究质量保证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   毅

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骆文静

纳米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 员：赵宇亮

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 员：彭双清

毒性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彭瑞云

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    玲

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岳明

计算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江桂斌

呼吸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志伟

生物技术与药物毒理安全性评价专业委
员会
主任委员：岑小波

表观遗传学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蒋义国

工业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戴宇飞

食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　宁

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时    杰

临床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宋海波

生化与分子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雯

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志辉

遗传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江波

免疫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姚　武

生殖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祖越

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 员：刘征涛

生物毒素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 　云

分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永宁

兽医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建忠

灾害与应急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　桦

放射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茂祥



组  织  建  设
    根据理事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确保学会工作依章依规开展。本年

度召开常务理事会二次，各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召开会议，为

推动学会整体工作科学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依照科协要求，今年

继续深化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督导分支机构全部成立党小组。

    根据《中国毒理学会所属专业委员会组织管理细则》规定，专业委

员会每届任期3-4年。2021年因届满组织换届会议的专业委员共9个。新

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由专业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换届改

选会议由一名学会副秘书长以上领导主持，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监督改

选全过程，确保改选过程民主、公平、公正、公开。

    食品毒理专业委员会、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毒理研究质量保证专

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毒理专业委员会、兽医毒理专业委员会、生化与

分子毒理专业委员会、工业毒理专业委员会、纳米毒理学专业委员、放

射毒理专业委员会共9个专业委员会进行了换届会议。

    筹备成立特种医学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会 员 服 务
      2021年，围绕科协以“智慧学术”精准服务学会和科技工作者，学

会秘书处有效提升了实体化规范化职业化建设。基本实现学术资源共享、

科技工作者网上社交、学会管理服务。 

      2021年大力发展个人会员，学会个人会员总数在2020年底的基础

上整体增加了7%以上；学会积极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学会官

网”等网络信息化，为会员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持续加强学会党的建设

2021年，中国毒理学会党建工作，按照中国科协学会

党组的统一安排，以深入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为重点，围绕建党百年，开展“学党史、践初心、做贡

献” 系列活动，全面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

经理事会党委批准,30个分支机构，全部建成功能性

党小组。

刘超秘书长9月23-25日，参加中国科协党校学习；

学会组织临床毒理专委会选送报告，参加中国科协

“百年风华，青春向党”青年演讲大赛，荣获二等奖。

积极参加中国科协党建活动



　　2021年5月28至30日，周平坤理事长、卞倩理

事，被推选为我学会代表，光荣出席“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学会理事会党委组织多种形式会议，听取周平

坤同志传达大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

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十五次院士大

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参加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会

党委在京成员和秘书处党支部，在理事长周平坤

同志带领下，于6月17日赴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了

“缅怀先辈涤初心，科技创新担大任”为主题的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组织在京党委成员和秘书处党支部
赴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活动



临床毒理专委会开展专家

讲党课活动。党小组组长

宋海波主任药师、副主任

委员赵志刚主任药师讲授

党课

专业委员会开展科学家讲党课、
参观革命圣地等丰富多彩党建活动

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

业委员会党小组开展

线上党史党课教育活

动

表观遗传专业委员会

主任蒋义国教授，通

过网络会议形式，讲

授《百年华诞，风华

正茂》主题党课。



   生物技术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专业委员会党支

部联合华西海圻党支部，开展了以“学党史、学英雄、

做新时代奋斗者”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主题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

   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党支部，结合第四次全国计

算毒理学学术会议，组织60余名党员，在革命圣地延

安，登宝塔山，参观南泥湾革命纪念馆，实地学习延

安精神。



承办科协项目

   本年度，学会积极申请中国科协的青托人才工程、国

际毒理学联合会会费项目等项目，共计申请4项，获批2项，

总经费为49.6万元。分别是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

目，获批经费45万元；中国毒理学会国际毒理学联合会会

费项目4.6万元。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大会暨中国毒理学会
第八次中青年科技论坛成功举行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大会暨中国毒理学会第八次中青年科
技论坛于2021年10月20-2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成功举行，大会主题为“大数据时代的亚洲毒理
学：从公共健康到环境安全”。大会由中国毒理学会主办，
浙江省毒理学会、浙江大学药学院联合承办。重庆威斯腾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湖北
天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给予
大力的赞助和支持。来自亚洲毒理学会各成员组织的专家学
者近百人以线上方式参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毒理学界及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研究生
以及相关企业专业技术研发人员共600余人以线下方式参加
了会议，在线观看人数最多时达到近9千人。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大会秘书长陈春英研究员主持，中国毒
理学会理事长周平坤、亚洲毒理学会主席付立杰博士及国际
毒理学联合会主席Peter N. Di Marco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学会副理事长沈建忠院士、李桦研究员、陈景元教授、彭双
清研究员、孙祖越研究员、浦跃朴教授、周建伟教授、杨杏
芬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与会领导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肯定了学会各项工作跨越性发展，规模和地位持续提升，
在海内外学界、业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由于多方联
合、精心筹备、鼎力支持、共同办会，会议达到了组织方满
意、承办方满意、与会者满意之目的。



 与会者针对大数据时代毒理学的创新发展，以及在保障

和促进公共健康与环境安全中的实践应用，开展广泛深入的

交流研讨。会议共收到国内外交流论文400余篇。会议邀请

了亚洲毒理学会主席付立杰博士，日本毒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Tetsuo Satoh教授，及Hoonjeong Kwon教授、Yoshito 

Kumagai 教授、Lalit Kumar Verma、Meei-Ling Sheu教授、

朱凤才教授、顾忠泽教授等国内外知名毒理学专家做大会报

告。这些大会报告就毒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为阐述环

境暴露与人类疾病发生病因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的方法手段。

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毒理学的发展与展望，并就国际动态与

发展趋势，学科前沿和高新技术以及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进

行了深入交流。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

由于国内外疫情形势，本次会议采用境外线上与境内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交流方式新颖，讨论问题广泛。为充分

利用会议平台，让更多的学者和科研单位有交流学术和科研

成果的机会，大会同时开设了6个分会场，来自日本毒理学

会7位毒理学领域专家，来自中国台湾毒物学会的2位专家、

来自泰国毒理学会3位专家，来自印度毒理学会2位专家，来

自马来西亚毒理学会2位专家，以及澳大利亚、伊朗、爱沙

尼亚、美国、德国、法国等地的毒理学专家，参加了国际分

会场12个主题的口头报告。



 会议期间还展出了140余份壁报，这些壁报制作精美、内

容丰富。大会还专门组织了学术委员会专家开展了优秀青年

论文评审，分别从口头报告和壁报中评选了12篇优秀论文报

告，和15篇优秀壁报。大会同时还举行了毒理学家资格认证

考试，认证考试170余人参加。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毒理学会党委会、监事会和理事会。

兽医毒理专业委员会完成了换届改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进行了项目结题汇报。

会议期间，举行科技奖颁奖仪式，向荣获“中国毒理学杰

出贡献奖”的刘征涛、孙志伟、杨杏芬颁发了奖励证书和奖

杯；同时，对2020和2021年度荣获“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

奖”的贾旭东、李国君和王慧、王韫芳也颁发了奖励证书和

奖杯；表彰了学会2021年校园科普大赛的9个获奖作品、5个

获奖单位以及6个优秀作品。还颁发了优秀口头报告和壁报

证书及中国毒理学家资格认证证书。



第十届海峡两岸毒理学研讨会
在线上成功举行

 2021年11月27日，由台湾毒理学会主办的第十届海峡两

岸毒理学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行。海峡两岸毒理学研讨会是

海峡两岸毒理学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

由台湾毒物学会和中国毒理学会轮流组织。2001年在南京由

中国毒理学会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

 在第十届海峡两岸毒理学研讨会开幕式上，台湾毒物学

会会长李继恒教授和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周平坤研究员代表

大会组织者致欢迎辞。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毒理学对健康

和幸福的影响，涵盖计算毒理学，靶器官毒理学等议题。8

名来自中国毒理学会和台湾毒物学会的专家应邀作了口头发

言。超过180名获授权人士参加了在线研讨会。



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

 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
员会第一届“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召
开。该论坛由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广
西医科大学承办。论坛分分为四个分会场，有共25所院校17
位博士研究生和23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该论坛，来自于全国
各高校的14位博士导师评委和16位硕士导师评委为毒理学研
究生的精彩演讲进行了点评、建议和评分。
   “春之声”研究生论坛举办的目的是增进全国高等院校
的卫生毒理学专业或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
术交流，助推毒理学学科的发展。本论坛旨在希望年轻的毒
理学研究生能在每年春天通过演讲，发出声音，重点关注毒
理和健康，让春天不再寂静。
   “春之声”研究生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党小组牛
丕业，郑金平和唐焕文教授等人专门制作了党史学习PPT，
论坛开始和中场休息时，全体师生进行了党史学习。这次论
坛对于选择毒理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而言，也是一场不忘
“毒理学教育和研究”初心，牢记“公共卫生和全民健康”
使命的学习机会。
   本次网上学生论坛，总计400余人次出席了线上的研究生
论坛。本次线上论坛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对于学生而言效果好，方便，经济，也减轻了组办方和评委
的实际负担。广西医科大学姜岳明，卢国栋，李少军和区仕
燕等老师认真筹备和组织了该次论坛工作。该论坛的顺利召
开，为本专业委员会加强毒理学专业教育，促进全国毒理学
研究生的交流和学习迈开了第一步。经姜岳明主委提议，建
议每年有一个院校承办“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的工作。



临床毒理专委会在线主办了“2021
紫禁城国际药师大会药物警戒与药品

风险管理国际分会场”

 2020年5月17日，临床毒理专委会在线主办了

“2021紫禁城国际药师大会药物警戒与药品风险管理

国际分会场”。专委会主任委员宋海波担任分会场共

同主席。   

分会场邀请了来自国

内外专家围绕药物警戒

制度的实施、药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以及临床

药师在药物警戒活动中

的角色与作用等做报告，

从临床、科研和监管等

不同角度分享实践经验

与研究前沿，共同探讨

药物警戒热点问题，以

积极推进合理用药，保

障公众用药安全。收看

分会场课程的人数近

7000人。



临床毒理专委会在广州市主办了第三
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

 2021年5月21日至23日，临床毒理专委会在广州市主办了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会议围绕“药品

安全·从科学证据到临床实践”的大会主题，组织主会场及

“传统药物安全性的科学认知与风险防范”等七个专题论坛，

专委会主任委员宋海波担任大会主席，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王玲副局长、学会领导副理事长杨杏芬教授、北方健康医

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宁总经理、中国农工民主党贵州

省委彭丹冰秘书长到会致辞。

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侯凡凡教

授，WHO药物警戒中心主任、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CIOMS）主席 Prof. Herve Le Louët，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审评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研究员，解放军

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研究员，

广东药科大学副校长张陆勇研究员，以及医学、药学、流行

病及药物警戒等领域的60余名国内国际权威专家做大会报告

或专题报告。受疫情限制，从事药品安全相关工作的临床、

科研、教育机构及产业界的专家学者共300余人线下参会。



第十届药物毒理学年会
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

 2021年5月21-24日,中国毒理学会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级

专业委员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

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等十个毒理相关的专委会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药物毒理学年会”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本次年会

历时4天，参会人员900余人，基本涵盖了中国主要的GLP机

构、CDE、CDR、药检药理、大学科研机构、制药企业等专业

领域，有99位志愿者积极参与会议服务，使得本次年会如此

顺利圆满完成。本届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摘要563篇，本次

年会报告年会报告14项，本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

书长王全军研究员做了《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评价研究》和

副主任委员岑小波研究员做了《小核酸药物非临床评价研究》

的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113项，会议报告精彩纷呈，

参会代表认真听讲，积极发言、热烈讨论，在休会期间和圆

桌会议时还就科研协作、信息交流，试验平台的共享等事宜

进行了广泛交流，为以后进一步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



临床毒理专委会在济南市召开北方健康
医疗大数据与上市药品评价专家研讨会

 2021年6月19日，临床毒理专委会在山东省济南市

召开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与上市药品评价专家研讨会。

詹思延、贺佳、夏结来、姚晨、薛付忠教授等十余名

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参会，研讨健康医疗大数据在药品

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场景的应用价值，在准确

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等数据质量方面，以及

标准化、可信性、互操作性、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局限

性；改进措施及研究重点内容等。



神经毒理与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
2021年联合学术年会圆满召开

 6月20-23日，由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与表观遗传毒理

专业委员会主办、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中国毒理

学会神经毒理与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2021年联合学术年

会”在南昌圆满召开，贯彻了中央决策部署、助推科技自立

自强的具体行动，为毒理学工作者搭建了高层次交流平台。

为期三天的会议，来自全国近300名从事神经毒理和表观

遗传毒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和参与。

会议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邬堂春院士等知名专家学者作特邀

大会报告，并设优秀青年学者、神经毒理学、表观遗传毒理

学、研究生学术报告、研究生课题设计创新大赛等分会场报

告。同时，还同步进行科学家讲党课环节，全面提升科技人

员党性修养，凝心聚力不断推动毒理学科创新发展。



第四次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暨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由中国毒理学会计算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环境化学与

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延安大学和延安市生态环境局

承办，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四次

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21年7

月21-23日在延安市成功举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江桂斌院士、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刘超、以及来自全国科研

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系统、高校和企业等约90个单位的220

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延安大学副校长付峰教授主持，延安大学校

长高子伟教授、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军、中国毒理学会秘

书长刘超、中国科学院江桂斌院士分别致辞。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副厅长张霖琳、陕西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刘亚

军、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田兆虎等相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7月22日，还举行了计算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46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专委会委员。



2021（第五届）毒性测试替代方法
与转化毒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沈阳圆满召开
 2021年7月7日-10日，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

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毒性测试与替代方

法专业委员会及中国毒理学会食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在

沈阳召开2021（第五届）毒性测试替代方法与转化毒理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沈阳化工研究院承办。

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彭双清研究员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开幕式由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磊明教授主持，大会

主席彭双清教授、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周平坤教授、沈阳化

工研究院院长胥维昌教授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党委书记郝卫东教授，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南方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杨杏芬教授，中国毒理学会食品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贾旭东研究员，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院长皮静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王慧教授参加了开幕式。



全国分析毒理第二届青年论坛
在无锡成功举办

  全国分析毒理第二届青年论坛于2021年10月8日-10日在

无锡成功举办。会议由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环境化学学科共同举办，江南大学承办。

 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吴永宁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江桂

斌院士、自然基金委庄乾坤处长担任会议顾问，由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中心刘思金研究员及江南大学匡华教授担任主席，

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任洪强教授，欧洲科

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陈建民教授，自然基金委环境毒理学云

洋主任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北京大学、南开

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和江南大

学等相关领域知名专家一百多人参会。

 该会议主题为“环境分析化学与毒理健康”，内容主要

涉及典型污染物的毒理分析与评价、环境安全性及生物效应

等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前沿，交流和探讨当下环境、

食品污染物风险分析和毒理评价的新途径，为风险物质的毒

性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会议安排了40多个精彩的学术报

告，涵盖了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分析毒理新方法、环境污染

暴露风险评估、纳米技术与生物效应、膳食污染与健康危害

研究相关技术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研讨会。



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与陕西省毒理学会以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成功召开2021年学术研讨会

 2021年10月10日，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与

陕西省毒理学会联合举办了第八届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

业委员会暨陕西省毒理学会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线下地点为西北大学博物馆，青海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参会人员在线上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毒理

学会副理事长王亚洲研究员主持，青海师范大学毒理学史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丁柏峰教授致开幕词，随后西安医学院附属

医院肾内科李露主任等做报告。本次会议是在国内疫情仍然

复杂的情况下举行的，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是本

专委会在多个地点联合举行相关会议的有益尝试，报告交流

结束后，陕西省毒理学会理事长尉亚辉教授致闭幕辞，线下

参会人员参观“吸烟有害健康邮票展”并集体留影。



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
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圆满召开

 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于2021年10月14-16日在贵

州省贵阳市召开了中国毒理学会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

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毒理学会秘书处的指导下完成

了专委会第四届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组织换届工作。

学术研讨会由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南京

所、生态环境部华南所、中国疾控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生态中心、沈阳生态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检测中

心、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昌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国内

知名机构的100多名科研人员参会，并做有关：环境与生态

毒理学、环境安全基准、环境健康暴露与风险、化学品风险

管理与检测技术等方面的专题分会场报告和交流。



2021年度校园科普大赛

   本届大赛共收到文字、漫画、视频等各类科普作品70个。经学

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8名，组织奖4名。

   获奖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在本次颁奖典礼上授奖。

一等奖：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兴利“厨”弊》

二等奖：南京医科大学选送作品《“铅”年一预》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藏在霉物中的致癌杀手  

-黄曲霉毒素》

三等奖：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南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常态化疫

情防控，你做到了吗？》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美之名，重金属之祸》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微不可察的“塑”命》

优秀组织奖：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佳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毒理学会



2021年度资助专委会
科普项目

   学会2021年继续重点资助2-3个科普项目，

经各专业委员会申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评

审选定，现公布资助名单。

江苏省毒理学会《加强吸烟防控科普，构建和谐

无烟环境》

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基于疫情防控需求的合理

用药宣教“云说科普，听出健康”模式的探索与

搭建》



各专业委员积极开展
科普工作

 工业毒理专委会在河北省青少年科普知识竞答网站发

表科普文章，组织实验动物的伦理科普宣传讲座等；食品

毒理专委会多位委员参与重大活动的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参与疫情咨询和科普工作，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疫苗接种注

意事项、往返的核酸检测政策等问题。食品毒理专委会5月

在福建省疾控中心举办了“2021年福建省全民营养周”暨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9月在西南大学通

过“第1眼-重庆广电”，向市民详细介绍食品的保质期、

保存期、临期食品等概念以及食品储存条件、食品类型与

储存时间和条件的关系等。5月19日，食品毒理专委会通过

由杭州医学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赛能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全民营养周活动。传播营养健康理念，

指导合理膳食。9月在江山实验小学开展“均衡营养、健康

成长”小学生饮食与健康知识讲座。



各专业委员积极开展
科普工作

 临床毒理专委会组织各类科普活动34场（期），其中

科普咨询活动1场，科普宣讲活动5场，播出线上科普节目

28期，发放相关材料5000余册。申报《基于疫情防控需求

的合理用药宣教“云说科普，听出健康”模式的探索与搭

建》项目获总会立项支持。目前，已研制“基于疫情防控

需求的合理用药宣教”云说科普系列节目共28期，受众超

过82,000余人。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积极参加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的有关“一带一路”生态环保能力建设科

普活动。生物毒素专委会举办科普宣讲活动10次，其中专

家科普报告会3次，举办青少年科普活动1次等，科普活动

受众人数高达23154人次。



各专业委员积极开展
科普工作

 毒理学史专委会为配合科普日和世界无烟日，制作

《吸烟有害健康》专题邮票展，为600多中小学生进行了烟

雾中已知的化学物质的科普，在全国科普活动日陕西临潼

主会场，毒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又进行了《请掐灭你手中的

烟》专题邮票展介绍。纳米毒理专委会赵宇亮院士在2月22

日给广州黄浦区中小学生开讲的新学期第一课上深入浅出

地介绍了纳米科技，全区100多所中小学校近12万师生通过

网络收视收听了这特殊的一课。6月5日赵宇亮院士登上央

视《开讲啦》节目，向全国电视观众和网友介绍纳米技术

给人类社会和生活带来的各种改变及纳米产业发展的前景。



各专业委员积极开展
科普工作

 毒性病理专委会彭瑞云主任委员团队受邀赴我军某部

等进行“电磁辐射与健康”相关内容科普知识授课，普及

辐射毒性病理学相关知识；黄振烈副主任委员团队科普作

品《塑料袋的一生》获2020年中国健康科普大赛环境卫生

主题作品“三等奖”，2020年广东健康科普大赛活动（视

频类）二等奖；黄佳宁委员参与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

宣传活动。表观毒理专委会主任委员蒋义国教授团队指导

学生荣获2021年全国大学生健康科普大赛优秀奖并荣获优

秀组织单位；张正东教授团队成员在中国毒理学会举办的

2021年校园科普大赛中获得优秀奖，同时获批中国毒理学

会科普项目1项。



2011年合作办刊仪式

   《 Toxicology Research》主

编 Nigel Gooderham 教授来自伦

敦帝国理工大学。中国毒理学会周

平坤教授为副主编，陈雯教授为编

委。由中国毒理学会和英国毒理学

会( The British Toxicology 

Society)联合举办，2021年刊登了

49篇来自中国大陆作者的论文。

  《 Toxicology Research》是发表

毒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的期刊论

文，发表形式包括原创性研究论著、

综述以及述评。涉及领域包括环境与

职业化学物毒性及其机制食品和药品

毒性及其机制、人群健康效应和风险

安全性评价等方面。

国际刊物合作



国内刊物合作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CJPT）是由中国药理学会、中国毒理学会和军事

医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高级学术性刊物，1986年

创刊，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82-140，国外邮发代号：BM-1051。本刊读者对

象主要为从事药理学、毒理学、药学、医学和生

物基础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辟有前沿论坛、论著、

实验方法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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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刊物合作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Drug Dependence） 是北京大学和

中国毒理学会主办，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承办。

本刊为双月刊。登载有关药物（ 包括各类毒品、

烟、酒、镇静催眠药等） 依赖性研究、药物滥

用及其相关疾病的防治和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合

理应用的科学研究论著，内容包括实验、临床、

流行病、心理、社会学和管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以及综述、讲座、毒品与社会纵览、理论

与实践探讨、国内外最新动态等文章。 

本刊全名：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本刊级别：国家级别 统计源核心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中国毒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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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工程作物：经验与展望》

   本书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编写，编写委员会成员由4

个国家(美国、荷兰、德国、墨西哥)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

20名顶级专家组成，成员的专业领域包括植物育种、农学、

生态学、食品科学、社会学、毒理学、生物化学、科学传

播、分子生物学、经济学、法学、杂草学和昆虫学。本书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对20年来全球遗传工程作物

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性研究，以文献分析研讨

会、社会互动等多种方式所得到的共识为基础，全面地回

应了有关遗传工程作物的争论。本书包含的内容广泛，涉

及遗传工程作物的发展与应用、遗传工程作物对农业和环

境的影响、遗传工程作物与人类健康相关的风险和益处、

遗传工程作物的社会经济效益和风险、新兴的遗传工程技

术和未来的遗传工程作物，以及各国对于遗传工程作物的

监管体系等，堪称一本遗传工程作物的经典百科全书。                        

   本书可为生物科学与生

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提供

研发方向的指导，为遗传

工程作物的管理者提供政

策、法规和办法的参考，

为遗传工程作物的安全性

评价人员提供评价内容、

标准和方法的参考。



2021年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为了加速中国毒理学人才工程建设，推动学科

发展，表彰和奖励在毒理学科学技术领域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中国毒理学会第七届五次常务理事

会决定2021年继续实施《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的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第九届亚洲毒理学

会大会上颁奖。

2021年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刘征涛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基准与风险
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孙志伟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 杨杏芬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1年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会员为我国毒理学替代法的发

展和应用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按照《中国毒理学会

科技奖励章程》和《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实施细

则》的规定，启动2021年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的

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召开的中国毒理学会毒

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委会的学术会议或相关会

议上颁奖。

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获奖者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慧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 王韫芳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热烈祝贺陆林院士当选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

    北京时间2021年4月21日凌晨，中国毒理学会常务理事陆

林院士成功当选2022-2027年度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将作

为13名委员之一服务于国际麻醉品管制工作，在国际范围内协

调麻醉品管制活动，减少麻醉品等滥用导致的社会和健康问题。

陆林院士的当选将有助于中国在毒品管制、成瘾相关疾病的预

防和干预等方面成功经验的全球推广，对于提高中国国际话语

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监督国际禁毒公约履行的独立和准司

法机构，根据《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成立于1968年，与各

国政府保持对话，密切合作。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独立于各成员

国政府及联合国，共由来自全球的13名专家组成，其中3名专

家由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人选中选出，10名专家由54个成员国

推荐的人选中选出。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毒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

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

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临床心理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学

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他在

精神心理疾病和睡眠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干预策

略和公共卫生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在

Science、Lancet、JAMA Psychiatry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260余篇，总引用近1.7万次，H-index高达67，主编

（译）或参编中英文论著20余部，入选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

的2020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在国际成瘾医学领域产生了

重要影响，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2021年07月17日～22日，由中国毒理学会主办，昭衍（苏
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三期“现代毒理学基
础与进展”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在苏州太仓顺利召开。中国
毒理学会由陈君石院士和周平坤理事长发表开班致辞。有162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学习，远超往届参加人数，创历年人数之
最。
      今年研修班依据国内外毒理学研究进展及学科发展情况，
新增了医疗器械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和我国化妆品的法规变
化与指导原则等内容，原有内容也都结合最新进展进行了调
整 。课程涵盖了抗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我国化学品管理、
药物非临床研究与评价、农药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国家政
策法规及临床与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以及毒理学的相关方法
等。

        2021年7月22日上午中国毒理学会组织学员进行了模拟考
试，并给每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请学员们填写了学会
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下午部分学员实地参观了昭衍（苏州）
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本次研修班的成功举办，以及线上
会议平台直接视频授课的成功尝试，为学员与国内外专家的
近距离讨论和交流提供了机会，并使学员们比较全面的学习
到了现代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十三期“现代毒理学基础与进展”
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在太仓举办



肾脏及雄性生殖系统毒性病理培训暨第
十三届中国北方片区

毒性病理读片会（网络）

 2021年6月5日，中国毒理学会毒性病理专业委员会、

北京预防医学会卫生毒理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毒性病

理专业委员会等三个学术团体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毒理所，在线共同举办为期一天的“肾脏及雄性生殖

系统毒性病理培训暨第十三届中国北方片区毒性病理读片

会”，来自全国几十家机构的200多名从事毒性病理专业的

科研、教学、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会议邀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外科病理学专家陆敏教授、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张惠铭教授及华西海圻国家成都新

药安评中心胡春燕教授，分别就雄性生殖系统病变及诊断、

肾脏缺血性病变及大鼠精子发育分期进行专项培训。同时，

还对各机构提供的疑难病例开展了阅片及诊断讨论。培训

及读片会内容翔实，贴近实际工作，深入浅出，参与培训

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也积极互动，就雄性生殖系统病变及

诊断、肾脏缺血性病变及大鼠精子发育的重点、难点、疑

点问题进行提问及充分讨论。本次培训将理论与实践工作

相结合，实用性强，对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受到与

会同仁的广泛好评。



环境暴露与神经退化研究前沿技术及
风险评估培训班在深圳市成功举办

 围绕国内外神经毒物致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预测评估，

以及新的安全性风险评估技术在公共卫生中的应用，由广

东省环境诱变剂学会、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主办，

深圳市预防医学会毒理学评价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环境暴

露与神经退化研究前沿技术及风险评估”培训班在广东省

深圳市成功举办。该培训班邀请华中科技大学、空军军医

大学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

专题授课。与广大学员交流环境暴露致神经退化的毒理学

研究前沿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推广现代毒理学新技

术新方法在毒理学和环境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为毒理学、

环境医学、环境科学、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等领域的发展提

供新的方法、技术和思路。



资格认证和再认证工作
   第四届资格认证委员会于5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三次会议，就

2020年度资格认证工作进行了总结，通过了2020年度资格认证名单，

2021年度资格再认证名单；并就下一步国际互认、宣传等工作进行了

部署。

序号 姓名 学位

1 陈华英 博士

2 陈林 硕士

3 仇士东 硕士

4 戴结玲 本科

5 杜秀明 硕士

6 郝智慧 博士

7 洪丽玲 硕士

8 洪亮 硕士

9 侯欣媛 硕士

10 黄鹏程 硕士

11 黄欣悦 硕士

12 贾远源 博士

13 姜智换 硕士

14 李继超 硕士

15 李倩 硕士

16 李晓波 硕士

17 李晓卉 硕士

18 李晓瑜 硕士

19 李亚杰 本科

20 李延川 硕士

21 刘佳 博士

22 刘瑞芳 硕士

23 刘晓丽 专科

序号 姓名 学位

31 刘宇红 博士

32 刘羽晨 硕士

33 鲁静 硕士

34 陆欣欣 硕士

35 陆智 硕士

36 罗海兰 硕士

37 罗凌丽 硕士

38 马静 硕士

39 马明 硕士

40 祁磊 硕士

41 邱华成 硕士

42 邱宣 博士

43 任晓虎 博士

44 邵孝露 硕士

45 宋春黎 硕士

46 宋曼 博士

47 宋肖洁 硕士

48 苏霞 硕士

49 孙明 博士

50 孙晓霞 博士

51 覃娟娟 硕士

52 韦春晟 硕士

53 吴美欣 本科

序号 姓名 学位

31 向发 硕士

32 肖百全 博士

33 谢阳国 硕士

34 徐艳玲 硕士

35 许春花 硕士

36 许木林 硕士

37 严红 博士

38 杨娜 博士

39 杨云 硕士

40 张坤 硕士

41 张乐帅 博士

42 张龙生 本科

43 张敏 博士

44 张廷芬 博士

45 张骁 博士

46 张旭晟 硕士

47 章书理 硕士

48 赵金鸽 博士

49 赵俊利 硕士

50 赵凯 博士

51 赵显莉 硕士

52 周常 硕士

53 朱金秋 博士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单   位

1 曾丽海 女 硕士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2 陈水娟 女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3 陈文雄 男 硕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4 戴喆男 男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5 邓媛元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 丁观军 男 硕士 杭州皎洁口腔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8 付佳露 女 硕士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9 高璟春 女 博士 苏州华测安评化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 高梅 女 硕士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11 何芬 女 硕士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12 何良艳 女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13 纪晓琳 女 学士 康龙化成（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4 李玉峰 男 硕士 上海海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5 李昭元 男 学士 亨斯迈化学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16 刘颖 女 硕士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17 毛成佳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 沈美丽 女 博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9 石云波 男 硕士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 田宝莲 女 硕士 苏州华测安评化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1 王滢 女 博士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文雯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3 吴玉娥 女 硕士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24 武昕 女 硕士 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25 夏玉洁 女 硕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药物安全评价中心

26 杨金玲 女 硕士 沈阳化工研究院安全评价中心

27 张水华 男 博士 福建医科大学安评中心

28 张延林 男 硕士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9 钟立香 女 硕士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30 周力强 男 博士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GLP质量保证专业能力考试及
考试合格人员的再登记工作

   2021年间质量保证专业委员会分别完成了第四回

GLP质量保证专业能力考试及考试合格人员的再登记

工作，共有80余人报名参加第四回考试，74人到场参

加考试，最终33人通过了考试并获得了专业能力考试

合格证书。此外，今年对考试合格已满6年的人员

（2015年考试合格）所提交的继续教育及相关专业活

动证明进行了审核，共有15人通过审核并被授予合格

证书。截止到本次考试，全国共有110余人拥有GLP质

量保证专业能力考试合格证书。



按照《中国毒理学会团体标准制管理办法（试行）》相

关规定，经过公开征集，2021年经中国毒理学会标准工作委

员会专家审查，批准以下四个项目立项。

一、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在个人消费品安全评

估中的应用规范

申请及编制单位：宝洁公司、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新一代化妆品安全评估整合测试策略和方法

申请及编制单位：江苏科标医学检测有限公司、联合利

华、欧莱雅、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微谱分

析测试中心、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抗病毒口罩

申请及编制单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

科一然未来（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药物吸入制剂刺激性和过敏性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申请及编制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安全评价研

究所、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新药安全评

价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安评中心、成都华

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学会开展团体标准工作



序
号

专业委员会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规模

（人）
地点

1

总会

中国毒理学会第十届全国毒理学大
会

学术会议 10月 1200
学术会
议

2
第十四期“现代毒理学基础与进展”
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2022年）

继续教育
培训

7月 200
继续教
育培训

3
中国毒理学毒理学家资格认证考试
(2022年）

继续教育
培训

10月 160
继续教
育培训

4
2022中国毒理学会青年委员会科
技沙龙

学术沙龙 第二季度 100人
学术沙
龙

5
临床毒理专
委会

第四届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
议（RARM2022）

学术会议、
继续教育
培训

2022.05 300 武汉

6
毒性病理学
专业委员会

毒性病理尸检规范学习班与案例讨
论

继续教育
培训班

下半年 100
汕头或
年会

7 计算毒理学 计算毒理与环境健康学术研讨会
学术会议
+科普活
动

2022 200 线上

8
分析毒理专
业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国分析毒理学大会暨第
六届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会议

学术会议 2022上半年 150 泰安

9

药物毒理与
安全性评价
专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
价学术大会（2022年）
暨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第二
届高峰论坛

学术会议 第二季度
500-
800

深圳

10

工业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
/生化与分
子毒理

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 2022年待定 500 兰州

11 纳米毒理学
第十次全国毒理学大会纳米毒理学
分会场暨第十届全国纳米生物效应
与毒理学会议

学术会议 待定 150 待定

2022年学会学术交流计划



序
号

专业委员会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规模

（人）
地点

12
生殖毒理专
业委员会

2022年（第十一届）药物毒理学
年会

学术会议 待定 500 待定

13
2022年生殖毒理药理学理论与技
术及科技产品研发学术交流会

学术会议
2022年下半
年

200
山东济
南

14
质量保证专
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毒理研究质量保证年
会委员会暨第一届中国质量保证学
术年会

学术会议
2022.3.17-
19

400人
深圳坪
山

15
遗传毒理专
业委员会

器官芯片技术在遗传、生殖毒性研
究与安全性评价中的应用

学术会议 2022年3月 200人
福建厦
门

16
食品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

食品毒理学计划培训会
学术会议、
继续教育
培训

2022.05 150人 北京

17

神经毒理\
表观遗传毒
理

2022年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
业委员会和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

学术会议
2022年4或5
月

300人
广西桂
林

18
神经毒理专
委会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
2022学术年会

学术会议
2022年4或6
月

300人
广西桂
林

19

药物依赖性
毒理专业委
员会

第十七届全国药物依赖性学术会议
暨国际精神疾病学术研讨会

学术会议 2022年 300人 待定;

20
毒理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

2022年“春之声”研究生论坛 学术会议 2022年4月 120人 线上

21

毒理学替代
法与转化毒
理学专业委
员会

2022（第六届）毒性测试替代方
法与转化毒理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

学术会议 2022年7月 300人
湖南衡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