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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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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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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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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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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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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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届理事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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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

    陈景元教授,环境毒理学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8-2013）、973首席科学家（2011-2016）、美国毒理科

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军事预防医学)、

“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军事特殊环境医学）和教育部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教育部“特殊作业环境健康危害与

防护”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全

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委员、

国际神经毒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等职。

    长期从事环境毒理学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国家“973”首席项目、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基础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10余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国家发明和

实用新型专利11项。主编专著、教材12部，共发表SCI收录论文90余篇。培养博士、硕

士研究生70余名。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抗震救灾医药卫生先进个人、

全军医学科技先进个人，获中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毒理学会第八届理事长(2022-2026)。



中国毒理学会组织机构

中国毒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
（2022.12 -2026.12）

理事长：陈景元 

副理事长：（以汉语拼音排序）岑小波、陈春英、陈雯、韩玲、骆文静、马璟、

浦跃朴、沈建忠、吴永宁

秘书长：胡向军

副秘书长：（以汉语拼音排序）卞  倩、关  华、郭家彬、黄瑞雪、王全军、

王治东、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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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学会已有213个团体会员单位，注册会员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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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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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现有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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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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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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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医学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申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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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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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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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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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仞

分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思金

兽医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郝智慧

灾害与应急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永安

放射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茂祥

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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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召开理事会1次，常务理事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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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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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成立专业委员会1个；因届满组织换届会

议的专业委员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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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立特种医学毒理专业委员会；生物毒素毒理专业委员会、免疫

毒理专业委员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管理毒

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完成换届选举。        

会 员 服 务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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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大力发展个人会员，学会个人会员总数在2021年底的基础

上整体增加了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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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民政部、中国科协批准，2022年12月10日下午，中国毒理学

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形式在北京隆重

举行。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桂华致辞并讲话；中国毒

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周平坤研究员，副理事长陈景元研究员、

沈建忠院士、吴永宁研究员现场参会；线上参会的专家和领导还有

陆林院士，副理事长李桦研究员、浦跃朴教授、周建伟教授、杨杏

芬教授、彭双清研究员、孙祖越研究员，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郑玉

新教授；来自全国各地295名会员代表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并在线上进

行议案表决和投票选举。

     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中国毒理学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件大事，大会克服了疫情影响，紧凑高效地完成了所有既定目标。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中国毒理学会第八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标志着学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起

点，全体会员凝心聚力担使命，踔厉奋发谱新篇。中国毒理学会将

在新的征程中团结引领全国毒理学科技工作者，继续发扬传统，再

接再厉，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毒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
大会顺利召开



    8月16日晚，第八届生物毒素毒理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成功举行。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刘超研究员主持了换届改选工作。

36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专委会委员。全体委员投票选举产生了常

务委员、秘书长和正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赖

仞研究员当选为主任委员；广西大学罗素兰教授，军事医学科学

院王景林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刘中华教授、武汉大学曹志贱教

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东北林业大学杨仕隆教授当选为秘书长。

赖仞研究员代表新一届专委会，简要汇报了今后的工作计划及任

务分工。

第八届生物毒素毒理专业委员
会换届会议成功举行



     经中国毒理学会批准，中国毒理学会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于

2022年6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中国毒理学会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换

届工作会议暨学术会议。受疫情影响，此次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

     刘超秘书长主持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六届

主任委员姚武教授做工作报告，对专委会在完成总会工作、专委

会自身发展等工作做了总结。根据中国毒理学会程序，大会选举

了新一届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共48名。

     刘超秘书长主持了第七届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会议选举了第七届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姚武教授再次当选主任委员，刘超秘书

长向姚武教授颁发了聘书。姚武主任委员就新一届专委会工作计

划进行了大会发言。

第七届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
换届会议成功召开



     7月13日-16日，由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的第十二次全国分

析毒理学大会暨第七次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

泰安举行。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当选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刘思金研究员当选第七届分析毒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南大学匡华教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李敬光研究员、山西大学桑楠教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刘倩研究员当选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刘稷燕研究员当选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专委会领导

机构中的常务委当选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研究员、复旦大

学屈卫东教授、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环境物理与

技术研究所吴李君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谢剑炜研

究员和同济大学尹大强教授。

第七次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在泰安成功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毒理学史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深入探究

毒物历史文化传播机制和途径，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

会于2022年8月27日在西安西北大学召开“第九届毒理学史研讨

会”，研讨会期间同时召开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换届会，

会议采取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史志诚介绍了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历程，

最后，介绍了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下午召开“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换届大会”，会议由

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刘超主持，经过两轮线上投票，李方民同志

当选为主任委员，罗彩云同志当选为秘书长，会上第六届主任委

员王亚洲同志就第六届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工作作了总结汇报，

新任主任委员李方民同志在大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换届会
在西北大学成功召开



    受疫情影响，经中国毒理学会批准，中国毒理学会管理毒理

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于2022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六届线上换届

工作会议,并由中国毒理学会胡向军秘书长主持。第五届主任委员

张庆生所长就专委会在完成总会工作、发展自身等方面开展的相

关工作做了总结。根据中国毒理学会程序，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管

理毒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共38名。胡向军秘书长主持

了第六届管理毒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选

举产生了第六届管理毒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张庆生同志再次当选主任委员，并

就新一届专委会工作计划进行了大会发言。

第六届管理毒理与风险评估专业委
员会换届会议成功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22年，按照中国科协学会党组的统一安排，中国

毒理学会理事会党委及各党小组分别通过集中收看、分

散收看、广播收听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

幕盛会，认真聆听了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学会党委31

个党小组党员及进步青年分别线上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

开幕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会后上

交心得体会9篇。广大专委会党员群众纷纷表示，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历

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班子建设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的意见》并研究落实举措。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

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和专业训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领导班子；要围绕中心工作，抓落实、

转作风，杜绝形式主义，建设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的实干型领导班子；

要带头树正气、守廉洁，建设风清气正、忠诚可靠的领导班子。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做到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要不断

延伸学习内容、拓展学习平台，充分挖掘与学会相关的党史故事，发

挥互联网独特作用，积极探索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手段、方法、载体，

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

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学促用、以干增效，推动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体会

    2022年5月，为进一步引领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

技攻关岗位奋力攀登，为民族复兴建功立业。学会面向

青年会员征集学习总书记讲话心得体会，并对体会内容

进行集中多渠道宣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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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国际毒理学联合会执委项目等项目，

共计申请6项，获批5项，总经费为146.9万元。分别是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获批经费60万元；科创中国科

技服务团60万元；中国毒理学会竞选国际毒理学联合会执委

项目20万元，国际毒理学联合会及亚洲毒理学会会费项目

6.9万元。



“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在研发过程遇到的技术瓶颈，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毒理学会围绕“科创

中国”试点城市（园区）浙江温州市及相关城市重点产业需

求，组建“科创中国”生命健康产业科技服务团专家团队，

开展“企业技术需求与专家对接”精准服务。

    服务期间，50多家企业向服务团提出了50多项急需解决

的技术“瓶颈”和关键难题攻关等问题，服务团迅速组建对

口专家组，从专业领域出发，精准匹配专家，精准解析问题，

为服务企业建言献策，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积极加强产学

研机构的融合，推进科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单位与5家企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第二届“夏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
顺利召开

    2022年6月5日上午，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

二届“夏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在线上平台召开。本次会议由

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承办。会议分博士论坛和硕士论坛共8个分会场，涵盖神经毒

理、生殖毒理、呼吸毒理、心血管毒理、遗传毒理、环境暴露风

险特征、肿瘤、代谢与自噬等主题。

    来自全国36所院校的44位博士研究生和96位硕士研究生参会

并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汇报。同时，来自于全国三十多所高校

的40位毒理学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作为评委对同学们的汇报进行

了点评、建议和评分。会议结束后，专家评委对同学们的精彩汇

报进行总结，同时对毒理学未来的发展表示殷切的期盼。

    本次云端研究生论坛给在疫情当下的师生们提供了良好的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和各大院校毒理学专

业老师的鼎力支持。论坛期间，总计630余人次出席了线上会议。

本次会议正值东南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作为东南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校庆学术系列活动之一，“夏之声”研究生论坛也得到了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力支持！同时，论坛的顺利召开还得

到了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姜岳明主委的指导、中

国毒理学会总会和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以及广西医科

大学卢国栋老师和李少军老师的倾情相助。



    由中国毒理学会生物毒素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林业

大学承办的“第十五届（2022）生物毒素毒理学术大会”于

2022年8月15-17日在哈尔滨市成功举办。来自国内生物多样性

资源、毒素结构与功能、毒素与生理及病理机制、毒素与生物

医药、毒素与生物农业等领域的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和企业

等约50个单位的近140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

幕式由东北林业大学杨仕隆教授主持、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李

凤日教授致欢迎辞。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

院长邹红菲教授、副院长郑冬教授等相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赖仞研究员

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会议共安排主题报告33个，青年学者报

告5个，壁报交流11个，共收到论文摘要72篇。本次会议继承

并发扬了历届生物毒素毒理学术大会办会宗旨，深入开展了生

物毒素领域科研和学术交流，实现了学习互鉴、资源共享、合

作共赢，为全国生物毒素毒理学相关研究学者搭建了科研交流

合作平台。

第十五届生物毒素毒理学术大会
在哈尔滨成功召开



    经中国毒理学会批准，中国毒理学会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

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中国毒理学会免疫毒理专业委

员会换届工作会议暨学术会议。受疫情影响，此次会议以线上

形式召开，有来自全国的192名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参加了

会议。郑州大学医学院第一副院长、医学科学院院长、公共卫

生学院院长段广才教授到会祝贺并致辞。

    此次会议共收录论文58篇，安排大会发言12个。参会代表

就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污染物免疫毒性及其评价方法、免

疫毒性机制等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会议对于推动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和人群健康事业发展，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第七届免疫毒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会议成功召开



    6月30日至7月4日，“2021-2022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

在兰州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医学

与健康分会、中国毒理学会工业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毒理

学会生化与分子毒理专业委员会员联合主办，兰州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承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彭宾、兰州大学副校

长李玉民、大会主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郭新彪为大会开幕

式致辞，开幕式由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俊玲主持。会

议邀请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院士、兰州大学大气科

学学院黄建平院士、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童世庐教授、北京协和

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杨维中院长等专家做大会主旨报

告。

    本次会议以“新时代、新环境、新健康、新发展”为主题，

设立了5个分会场，共有139名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气环境

与健康”等专题进行报告交流。大会还举办了青年学者论坛。

会议采取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方法进行，线上观看接近20万人

次。各会场学术氛围浓厚，参会代表交流踊跃，氛围活跃。

2 0 2 1 - 2 0 2 2年环境与健康
学术会议在兰州成功召开



    7月13日-16日，由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的第十二次全国分

析毒理学大会暨第七次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

泰安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桂

斌研究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院）党委书记韩金祥、副校

（院）长赵家军出席并分别致辞、作主旨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师吴永宁研究员作第六届分析毒理

专业委员会工作报告，同时作主旨报告；山东省科技厅二级巡视

员董守义、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刘超研究员等出席会议。

    大会总结了近几年分析毒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探索

未来分析毒理学发展方向。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78篇，安排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和展报交流，体现了我国科学家在分析毒理研究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第十二次全国分析毒理学大会
在泰安成功召开



     2022年8月23日，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与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南方医科

大学等单位联合，在黄埔区科学城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了“2022年

化妆品评价与科学监管学术研讨会”。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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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双清研究员任此次大会主席。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解放军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刘超研究员出席此次大会。广东省药监局一级巡

视员苏盛锋、二级巡视员兼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化妆品专委

会主任委员谢志洁，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二级巡视员孙学伟，南方

医科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马骊，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邬斌，南方美谷（广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润强等

领导和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和多家媒体记者等出席会议。会议同

步开通了线上直播，线下人数近300人，在线观看人数超过3万人

次。

2 0 2 2年化妆品评价与科学监管学术
研讨会在广州成功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毒理学史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深入探究

毒物历史文化传播机制和途径，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

于2022年8月27日在西安西北大学召开“第九届毒理学史研讨会”，

研讨会期间同时召开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换届会，会议采取

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研讨会由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

委员会名誉主任史志诚教授致辞，研讨会期间，史志诚教授就《世

界防控毒物对人类健康危害的新动态与新发现》做了报告，此外，

张全喜教授作了《双碳背景下生态毒理学新方法新技术在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中的应用》的报告，何玮、尚季芳、谭江丽教授分别作了

《黄花棘豆及其内生真菌共生及毒素合成的生物学基础》、《新中

国成立初期禁毒斗争述论——兼论我国禁毒的制度优势》、《黄蜂

尾后针的毒害》的报告，参会代表认真听讲，积极发言、热烈讨论。

第九届毒理学史研讨会
在西北大学成功召开



       2022年7月23日至8月12日，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

会主办的第四届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RARM 2022）以线上

形式召开。该次会议由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为主办单

位，中国药学会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为共同主办单位，清

华大学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为承办单位，中国中药等单位为支持单位。会议主题为

“药品安全·从早期临床到上市后研究的安全管理”。会议共举办

大会报告、学术论坛、专题培训等学术活动9场，组织学术报告/授

课74场，为方便参会人员收看线上直播，经讨论将原定的平行论坛、

培训调整到四个周末举办。

      会议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邓子新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周宏灏教授，北京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思延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

病医学部学术主任肖小河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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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百余名专家参会。

      通过本次会议的举办，与会专家和代表共同研讨、凝聚共识，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药品风险研究、临床评控和社会共治的能力，为

促进药品安全合理使用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目标。

第四届药品风险评价及
风险管理会议成功召开



      第十一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计算毒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

分析分会”于2022年7月26 - 27日在哈尔滨顺利召开，历时1.5天。

大连理工大学陈景文教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张爱茜研

究员、浙江大学庄树林教授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陆达伟

副研究员为分会召集人。分会共设33个口头报告，其中11个主旨报

告、22个口头报告，另有墙报81个。众多知名学者和研究生齐聚分

会，交流计算毒理化学、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研究的最新进展，

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分会精彩纷呈，座无虚席。

计算毒理专委会承办第十一届全国环境化学大

会“计算毒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分会



      第28届中国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大会于2022年11月21-27日以

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山东大学张庆竹教授、大连理工大学谢宏彬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张秀辉教授作为召集人，举办了“大气量子化

学与环保大数据”分会。

计算毒理专委会承办第 2 8届中国大气环境科学与

技术大会“大气量子化学与环保大数据”分会



2022全国中毒救治武汉论坛
暨第十三届全国中毒及危重症救治学术研讨会议

     由中国毒理学会主办，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和湖北省中西结合医

院暨国家化学中毒湖北救治基地承办的“2022全国中毒救治武汉论坛暨

第十三届全国中毒及危重症救治学术研讨会议”于2022年12月10-11通过

线上形式成功召开。

     会议内容包括主会场、毒物检验分会场、血液净化分会场、动物致

伤分会场、临床病例分享分会场。会议秉承“博采众长，不断创新”的

理念，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中毒控制首席专家孙承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方邦

江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吕传柱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菅向东教授、

武汉大学人名医院魏捷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围绕中毒防治的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重症中毒的院前院内处置、中毒流行病学调查、中毒救

治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作了专题报告，让参会者受益匪浅，也对中毒急危

重症的规范诊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解决基层医院急诊科共同关

注的常见问题，特设了毒物检验、血液净化、动物致伤、中毒案例分享4

个分会场，各会场专家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纷呈的专题报告，对毒物检

验、血液净化、动物致伤相关的新技术、新理念、新发现进行了阐述与

分享。



2022年全国毒性病理研讨会
暨第三届全国毒性病理网络读片会

     2022年11月12日，由中国毒理学会毒性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办，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国家成都新药安全性

评价中心）协办的2022年全国毒性病理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毒

性病理网络读片会（线上）召开。

     会议邀请多名国内外专家针对呼吸系统和特殊感官进行讨

论学习，为广大毒性病理从业人员提供了绝佳的学习、培训和

交流的机会，大家受益匪浅。通过学会网站及片区微信讨论群，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学习的平台，让病理从业人员逐步出户

也可和专家进行切片交流、分享经验心得等。同时成功邀请多

名国外专家作为片区交流的专家顾问，为大家解决疑难切片的

问题。本次会议共有685名同行在线参会，反响强烈，受到一致

好评。



“2022年度毒性病理检测实验室
室间比对活动”会议

     2022年12月19-20日，由中国毒理学会毒性病理学专业委

员会主办，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毒理实验所组织实施了“2022

年度毒性病理检测实验室室间比对活动”，活动从5月份开始

筹备，历经7个月的时间，于2022年12月份圆满完成。

     本次室间比对活动共有117家实验室参加，其中省市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16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4个、各类检

测机构3个、食品/药品/化学品等安全性评价中心23个、医药

研究机构15个、实验动物机构6个、职业卫生机构5个、各类检

测公司45个。参比实验室遍布25个省和直辖市，分别为广东、

广西、河北、湖北、湖南、江苏、甘肃、辽宁、江西、内蒙古、

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浙江、安徽、海南、黑龙江、

贵州、云南各省份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各市。



第七届毒理学术沙龙研讨会

     2022年12月2日，在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李斌研究

员的积极筹备下，由中国毒理学会工业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和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的第七届毒理学术沙龙研讨会成功召开，会议采取线下与线

上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届学术沙龙以“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生物毒性（PBT）

物质的评估与管理”为主题，意在通过学术交流和案例分享，

进一步促进相关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推动持久性、生物蓄积

性和生物毒性研究和评估技术的规范化、合理化。会议邀请

了生态环境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院所、高校、

测试机构以及企业，线上和线下共计22家单位57人出席了会

议，对毒理学热点问题和前沿技术进行探讨，在加强政府、

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交流和合作发挥了促进作用。今

后的学术沙龙活动将继续秉持“创新思维，智慧学组”的理

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持续创新，加强国际间交流，促进毒理

学在中国的发展。



药物性肝损伤与肝移植临床病理高峰论坛
暨肝脏临床病理进展研讨班

     由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医师学会

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移植病理学组、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共同主

办，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会议主题为“药物性肝损伤、

肝移植相关领域防控、病理与临床新进展和热点问题”，于

2022年9月23日至25日线上举办。

     会议邀请了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宋海波

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胡锡琪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戴维.格芬医学院/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Hanlin Wang教

授、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王伽伯教授、南开大学附属天津

第一中心医院王政禄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郭晖教授等

国内外在药物性肝损伤、肝移植流行病学、病理学、药理学等

知识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进行了大会报告，并通过“肝胆相照”

等微信平台进行了网络推送，线上参会人员超过2万人次，参会

人员主要分布于上海、北京、广东、山东、河北、河南、四川、

陕西、吉林等地。

     通过本次会议的举办，与会专家和参会者对药物性肝损伤

流行病学、病理学特征与评控、肝移植病理与临床新进展等问

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为药物性肝损伤、肝移植专业领域学术

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临床与基础学科的沟通交流提供了

良好的合作模式。



第七届临床中药学服务策略与实践培训
研讨会暨青年药师论坛

     会议由临床毒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冰教授牵头组织，于

2022年7月22日-23日召开，由北京中医药学会主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中药学科、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颜正华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张冰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联合承办，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会议

以“传承·安全·有效，提升药学服务质量”为主题，来自全

国各地的临床中药工作者参加本次培训，直播点击量达累计达

13万余人次，涉及33个省和直辖市，反响热烈，受到广大医药

工作者好评。

2022紫禁城国际药师大会-基于大数据的
上市后药品监测与药物警戒分论坛

    专委会主任委员宋海波担任论坛主席，委员唐少文教授担

任论坛秘书长。9名国内外专家围绕基于大数据的上市药品安全

性研究、新冠疫苗的药物警戒、基于大数据药物警戒的质量控

制等主题在论坛报告致辞，论坛在线观看人数8755人，达到预

期效果。



时杰研究员和赵志刚主任医师

获第二十二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时杰研究员、临床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志

刚主任医师喜获第二十二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

奖（简称“吴杨奖”）。

    吴杨奖于1994年经科技部奖励办批准设立，秘书处

设立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旨在表彰、

奖励在医药卫生领域努力钻研并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

及同行广泛认可的优秀中青年医药卫生工作者。截至

2021年，先后有449位优秀医药卫生工作者荣获该项殊荣。

其中共有38名院士。



l 表观遗传毒理专委会王华教授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

l 毒性病理专委会苏敏副主任委员入选省司法鉴定专家库、被评为

2021年度广东病理行业“先进个人标兵”；

l 计算毒理专委会张秀辉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李

雪花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张

海燕副教授获得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夏德铭博士入选2022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新污染物环境光化学持久性及

毒性的计算毒理学研究)获202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一等奖(陈景文教授为第一完成人)；庄树

林副主任等专家带领学生荣获联合国 PRME 2022 学生表彰：可持

续发展目标卓越贡献奖（Student Recognitio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SDG impact）

l 纳米毒理专委会陈春英研究员荣获2022年度TWAS化学奖；聂广军

研究员入选2022年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会士

l 生物技术药物毒理与安评专委会的创新性麻醉新药的研究与开发

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l 生殖毒理专委会王守林教授当选第六批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

（2022-2025）

各专委会获奖情况



2022年度校园科普大赛

   本届科普大赛共收到文字、漫画、视频等各类作品120件。根据中

国毒理学会科普工作相关规定，经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评审，共评选

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5名，组织奖5名。经

学会研究决定，对获奖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证书和奖金。

   获奖的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分别是：

一等奖：空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选送作品《一个嘌呤的自述》，

主要作者：胡杨、刘沛霖、毛元浩、周成明、朱文洲，指导老师：王

建钰、麻秋伟、郎海洋、龙泳。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硝盐”弥漫的生活》，

主要作者：姚智升、李燕歌、胡永煜、谢芷扬，指导老师：刘小聪、

赵维超。

二等奖：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塑料袋的一生》，主

要作者：朱晓祺、沈宇阳、叶梦、朱栩，指导老师：黄振烈。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猴痘科普小课堂》，

主要作者：李佳琳、韩帅、孔雨微，指导老师：蒋守芳。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空气炸锅的秘密》，

主要作者：王佳敏、彭悦、赵婉秋，指导老师：赵琳、王杨云。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选送作品《蜂拥而至，敬而远

之》，主要作者：王姝蕊、鞠兆赫、卜宁，指导老师：王素华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双标”的臭氧— 

在天是佛，近地成魔》，主要作者：何铭荃、谭美涛、赖淑岷，指导

老师：练玉银。



2022年度校园科普大赛

三等奖：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隔夜菜致癌?——如何科学

食用隔夜菜》，主要作者：洪欢、卢依、钟玫琼、邹雯，指导老师：

杜桂花。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自然与生活中的放射》，

主要作者：王银、郭佩玉、屈灿，指导老师：黄瑞雪。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三手烟：吹不走的隐

形杀手》，主要作者：李天惠、林莹儿、张润彬，指导老师：练玉银。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夏天到了，你的空调洗肺

了吗？》(漫画作品)，主要作者：唐菁菁、张予瑄，指导老师：龙鼎

新。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选送作品《警惕食物中的夺命“元

凶”——椰毒假单胞菌》，主要作者：王亚丽、王冬蕾、郭东，指导

老师：黄丽华、邰大鹏。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奶茶——甜蜜的负担》，

主要作者：蒋吟月、张陈星玥、王映鳕、张誉馨、蒋睿杰，指导老师：

王超。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水中微塑料与人类健

康》，主要作者：何柳纯、郭蒙安、李思婕、谭章颖，指导老师：蒋

守。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选送作品《小心“重金”治病》，主要

作者：刘婷、杨馨然、钱文妤、汪诗雨，指导老师：周繁坤。

优秀组织奖：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2年度资助专委会科普项目

   学会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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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2项。

工业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的《“三手烟：隐匿的危害”

校园社区科普活动》

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微信公众号”生活中的毒

物”的运营推广》项目；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计算毒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理工大学陈景文教授10月25日

应大连工业大学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邀请，为学校师生作了题为

“环境计算毒理学应用于新污染物治理”的科普报告，重点介绍

了新污染物及化学品的特点、环境计算毒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关键

问题、计算模型构建以及课题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2022年9月23日，陈景文为吉林师范大学工程学院的师生做

了题为“环境计算毒理学应用于新污染物治理”的科普报告。

2022年6月8日，陈景文教授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计算毒

理学不应成为“卡脖子”学科”的科普文章。



2022年11月18日浙江大学庄树林教授前往杭州市文一街小学

师苑校区进行环保科普交流，并科普计算毒理学在环境保护中的

重要角色。

工业毒理专委会在中国毒理学会的资助下，黄丽华教授在内

蒙古包头市开展“三手烟：隐匿的危害”校园社区科普活动。共

计收到有效调查问卷647份。在包头医学院通过展板展示、散发传

单、海报和宣传手册的方式进行线下宣传，宣传单主要对“三手

烟”的危害进行讲解，宣传手册主要就预防及规避“三手烟”危

害的办法进行指导，向校园师生科普“三手烟”的危害，共计发

出宣传单500份、宣传手册100份和宣传海报100张，制作展示牌3

个，并组织学生分批次观看“三手烟”危害的科普视频若干次，

影响面基本覆盖全校师生。项目组同时利用校园官网等自媒体，

发布有关三手烟危害及预防办法的相关科普文章。通过本次科普

活动，让学校师生和附近居民更全面的了解到三手烟的主要健康

危害，有效的促进了校园无烟化的推进。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毒理学教育专委会“生活中的毒物”微信公众号2022年当年

已经发表了34篇科普短文，获得了上万次点读，科普短文包括：

《反式脂肪酸的那些事》，《你的化妆品有毒吗--早C晚A知多

少》，《龙葵素，且类植物中的潜在杀手》，《影视剧中“牵级

毒”的双面性》，《还能放心地吃薯片吗？》《你的化妆品有毒

吗--美白与汞的断舍离》等。10月15日上午，专委会委员卢国栋

教授领衔带领医务人员在南宁市兴宁区嘉和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办了“医心为党、筑梦健康”的大型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参加

义诊的医务人员包括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全科医学院等

的临床和科研专家。在3个小时内为88名居民提供了义诊咨询服

务，受到社区群众的交口称赞。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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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性病理专委会秘书长黄振烈教授指导学生创作《噪遇—

—预防职业性噪声聋》在2021年广东省职业健康传播作品大赛

中获得视频类作品二等奖。

2022年5月12日和12月2日，黄振烈教授面向全校本科生开展

了“大创项目训练在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的两

次讲座，普及大学生创新训练和创业的政策和实施。

临床毒理专委会积极组织委员专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普

工作。围绕药品合理使用及药品安全，先后组织各类科普活动

19场。副主任委员王伽伯教授团队研发的基于微信的“安全药

问”药物安全信息查询服务，2022年新开发上线了药物相互作

用等查询功能，持续为公众提供药物安全性与合理用药的知识

及科普服务。副秘书长靳洪涛研究员主办“2022年环境与健康

科普论坛” ，邀请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所等公共卫生、环境健康、药物安全相关领域专家开展线上科

普讲座。常务委员华潞教授主办“2022世界肺动脉高压日”患

者科普教育活动。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纳米毒理学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赵宇亮院士5月29日下午，

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系列公益“院士大讲

堂”上应邀作为第三讲主讲嘉宾，以《纳米科技与智慧医疗》为

题，帮助中学生走进神奇的纳米世界，解析纳米科技。讲座以播

放国家纳米中心制作的科普微视频《神奇的纳米世界》作为开场。

“纳米是什么”、“纳米有多小”、“纳米能做什么”、“物质

在纳米层面的特性”、“石墨烯的应用价值”，这些话题立刻就

激发了学生们对于纳米科技的强烈兴趣。面对学生们强烈的好奇

心，赵宇亮院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精彩的画面，娓娓道来，

指引中学生走进神奇的纳米世界。该活动还进行了线上直播，点

击总量突破400万。

神经毒理专委会持续推进高危环境致病因素暴露人群科普宣

传工作。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等高危人群累计举办健康科普活动

10次，授众人数达5000余人次。针对国内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工作，

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家庭和社区消毒指南》等书籍，通过主流

学术组织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推广，起到显著宣教收益，在科学指

导居民加强个体防护，阻断新冠疫情传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发挥专业领先优势，学科专业委员会广泛开展重金属、有机

物和新型污染物神经毒理学相关危害的预防宣教工作，对提高居

民健康防护意识、加强职业人员毒物认识水平和防护常识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2022年3月-5月之间，线上线下结合模式，由特种医学毒理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黄瑞雪教

授带队，邀请陆军军医大学冉茜，中山大学范新娟二位优青担任

肿瘤科普知识科普顾问，召集15名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生、硕士生

和本科生组成科普团队，学生来源的学科分布有临床医学、预防

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医学、精神卫生等专业。

在湖南省馨益公益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2022年5月中旬首

先在线上通过腾讯会议和微信群的形式培训乡村幼儿园教师相关

公共卫生防控知识，比如如何正确教儿童刷牙，如何正确救护溺

水同伴，然后培训乡村教师如何教留守儿童进行益智游戏等知识，

线下于5月12-13日前往现场，为乡村教师和留守儿童带去二家生

物技术公司提供的文具和体育锻炼用品，发放预防儿童铅中毒宣

传手册300份，做讲座“你知道如何才是好好吃饭和锻炼吗？”，

参加的村民和留守儿童约100名。



国际刊物合作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成为中国毒理学会官方期刊

 2022年，中国毒理学会与爱思唯尔（ELSEVIER LIMITED）签署合

作协议，爱思唯尔旗下的《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FCT (食

品与化学品毒理学)》杂志正式成为中国毒理学会的官方期刊，这是继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oxicology Research杂志之后中国毒理学会又

一官方国际期刊。FCT杂志的前身是1962年创刊的Food and Cosmetics 

Toxicology（食品与化妆品毒理学），于1982年改名为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食品与化学品毒理学）至今, 是食品科技和毒

理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之一，2021年影响因子为6.023，JCR和中科

院期刊分区均为一区。FCT目前收到的稿件中有50%以上来自中国，投稿

论文的质量也在逐渐提高，此项合作将进一步提高FCT的办刊水平，为

广大读者提供更高质量、快速更新的食品科技和毒理学领域学术论文，

同时也助于宣传和突出中国毒理学界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学术贡献，

使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更多了解中国最前沿的毒理学研究。热忱欢迎和期

待中国毒理学界科技工作者将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提交FCT发表。

在此次中国毒理学会与爱思唯尔商议合作过程中，中国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技术总师、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吴永宁教授发

挥了重要作用，吴教授还牵头组织一个专刊，主题为"Emerging Food 

Contaminants and Next Generation Toxicological Studies"，与安

徽医科大学王华教授、黄以超教授、江苏大学孙全才教授、以及英国女

王大学吴頔教授共同承担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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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刊登了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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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单位：军事医学研究院

主办单位：中国药理学会 中国毒理学会 军事医学研究院 

主 编：张永祥

编辑出版：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编辑部（100850 北京市太平路27号）

电话：(010)68276743, (010)66931617 

传真：(010)68211656

电子信箱：cjpt518@163.com

网址：https://ylbs.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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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内刊号：11-3920/R 

发表周期：双月刊 

邮发代号：82-775 

收录情况：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中国知

网收录、维普期刊网收录、万方数

据库收录 CA 化学文摘、CSCD 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数据库收录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期刊荣誉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栏目设置

综述与讲座 论著 专论 报道 经验介绍 资讯纵览 病历报告 文摘 



资格认证和再认证工作

    第四届资格认证委员会于7月2日在腾讯会议平台召开了四届四次

视频会议，就2021年度资格认证工作进行了总结，通过了2021年度资

格认证名单，2022年度资格再认证名单；并就下一步资格认证和研修

班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序号 姓名 学位

1 安闪闪 硕士研究生

2 才丽平 博士研究生

3 蔡英 硕士研究生

4 曹艳纯 硕士研究生

5 陈毕文 硕士研究生

6 陈聪 硕士研究生

7 陈计红 本科

8 陈雪 本科

9 陈志成 本科

10 程薇 博士研究生

11 程一帆 硕士研究生

12 丛琳 本科

13 崔丽丽 硕士研究生

14 崔颖 博士研究生

15 翟创彦 博士研究生

16 丁姗姗 硕士研究生

17 董新威 硕士研究生

18 杜丹 博士研究生

19 杜航 硕士研究生

20 范启明 硕士研究生

21 范惟砺 博士研究生

22 冯法晴 硕士研究生

23 付颖颖 硕士研究生

24 高航 硕士研究生

25 高杰 硕士研究生

26 高晓茹 硕士研究生

27 高业成 硕士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位

28 龚英菲 硕士研究生

29 顾晓婷 博士研究生

30 郭丹丹 硕士研究生

31 郭亭亭 硕士研究生

32 郭云兰 硕士研究生

33 韩笑 本科

34 何海鸥 硕士研究生

35 何立成 硕士研究生

36 洪学勤 本科

37 胡才彪 博士研究生

38 胡剑琴 硕士研究生

39 胡雪峰 硕士研究生

40 黄超 博士研究生

41 黄淑娟 博士研究生

42 黄岩 硕士研究生

43 纪海霞 硕士研究生

44 贾洒洒 硕士研究生

45 焦艳萍 本科

46 琚瑶 硕士研究生

47 兰天龙 硕士研究生

48 李斌 博士研究生

49 李能 本科

50 李少博 硕士研究生

51 李申宁 硕士研究生

52 李晓菲 硕士研究生

53 李志强 硕士研究生

54 林启盛 本科



资格认证和再认证工作

序号 姓名 学位

55 林少龙 专科

56 林玉堂 本科

57 林裕熙 硕士研究生

58 刘凤英 博士研究生

59 刘瑾玲 硕士研究生

60 刘娜 博士研究生

61 卢燕燕 硕士研究生

62 卢叶丹 硕士研究生

63 陆晔枫 硕士研究生

64 陆颖冲 硕士研究生

65 罗娜娜 博士研究生

66 吕辰鹏 硕士研究生

67 马会 硕士研究生

68 马健 博士研究生

69 蒙宏 硕士研究生

70 盘瑶 博士研究生

71 彭程 硕士研究生

72 乔春霞 硕士研究生

73 乔婧 硕士研究生

74 饶治 博士研究生

75 石磊 硕士研究生

76 苏峻坤 本科

77 孙婧 硕士研究生

78 孙立魁 硕士研究生

79 孙莉 硕士研究生

80 孙晓瑜 本科

81 童婷 硕士研究生

82 王鸽 硕士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位

83 王磊 硕士研究生

84 王亮 硕士研究生

85 王小华 本科

86 王贞 硕士研究生

87 王智慧 硕士研究生

88 邬振宇 本科

89 吴娇娇 硕士研究生

90 吴梨 博士研究生

91 武凯凯 本科

92 徐晨 硕士研究生

93 许媛媛 博士研究生

94 杨慧 硕士研究生

95 余川 博士研究生

96 俞秋莉 本科

97 张航 本科

98 张琨 硕士研究生

99 张佩佩 硕士研究生

100 张萍 硕士研究生

101 张文霞 硕士研究生

102 张燕媚 本科

103 张长青 硕士研究生

104 赵琪 硕士研究生

105 郑楚亭 硕士研究生

106 郑琳 博士研究生

107 郑宇 硕士研究生

108 周莉莉 硕士研究生

109 朱阳 硕士研究生

110 邹艳琴 本科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单   位

1 陈超 男 学士 浙江大学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2 陈捷 女 学士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3 付佳 女 硕士 安锐生物医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4 贺碧霞 女 硕士 安济盛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5 贺学英 女 博士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6 李世斌 男 博士 Bristol Myers Squibb

7 李有兰 女 硕士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8 林春琴 女 学士 浙江大学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9 刘香梅 女 学士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10 陆燕 女 学士 罗门哈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1 牟秀华 女 硕士 山东轩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2 彭雪梅 女 学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3 苏毅 男 博士 Symrise AG 德之馨有限公司

14 王波 男 博士 海南省人民医院

15 王恒 男 硕士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16 王弋 男 硕士 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17 谢贻珽 女 硕士 杭州优磊科技有限公司

18 徐雯婷 女 学士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9 许少鹏 男 硕士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20 尹纪业 男 学士 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21 张蔓 女 博士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张沫 女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23 赵巍 男 博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4 赵维俊 男 硕士 中国药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25 朱斌 男 硕士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26 卢静 女 博士 吉林大学

27 欧阳兆和 男 硕士 国科赛赋河北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28 王为 女 硕士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29 宋征 女 学士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30 蔡燕 女 博士 徕博科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31 华波 女 硕士 美迪西普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毒理研究质量保证专委会
专业能力考试再登记

 2022年毒理研究质量保证专委会在毒理学会领导们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对考试合格已满3年的人员（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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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人通过审核并被授予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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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经中国毒理学会标准工作委

员会专家审查，批准1个项目立项。

项目名称：环氧乙烷地表水环境生物安全阈值技术指南

申请及编制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侨康生物科技

（广东）有限公司、中检科健（天津）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

学会开展团体标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