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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烟台） 
报到通知 

 

 

各位代表: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将于 2015 年 8月 24—27 日在山东

烟台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烟台大学、湖北省动物学会承办。 

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2015 年 8 月 24 日全天（8:00-22:00）。 

二、报到地点：烟台海悦大厦，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590 号  

三、大会初步日程 

 日程安排 

8 月 24 日 全天报到；理事会议（晚 20:30，第七会议室） 

8 月 25 日上午 大会开幕式、大会报告 

8 月 25 日下午 分组学术交流 

8 月 26 日上午 分组学术交流 

8 月 26 日下午 墙报展示、理事会议（牟平台站）、自由活动； 

8 月 27 日上午 研究生报告专场 

8 月 27 日下午 分组学术交流、大会闭幕式 

 

四、会议费用  

会务费： 每位参会代表交会议费 1000 元，在读学生代表 600 元， 

付款方式：请尽量准备现金用于支付会务费，特殊情况请联系会务组。 

 

五、住宿宾馆及费用 

宾馆名称 房型 价格（元/天/间） 到会场的距离 

海悦大厦酒店 
高级标准间 320（含双早）

会场所在地 
大床间 380（含双早）

前卫永聚酒店 高级标准间 190（含双早） 1.7 公里 
海悦大厦：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590 号 

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莱山区银海路 23 号(近银海路与海普路交汇处) 

交通线路图见附件 2。 

 



六、旅费及餐饮 

1. 代表往返旅费及会议期间住宿费自理（可刷银行卡）。 

2. 会议期间提供已缴纳会务费人员的午餐和晚餐（包含 8 月 24 日晚餐，8 月 25-27

日午餐和晚餐）。 

3. 未缴纳会务费的家属或同行人员需另购餐票后方可进场用餐。 

4. 请自行预定返程火车票或机票。 

5. 前往会议地点及住宿地点的交通路线详见附件 1。 

6. 会场、住宿宾馆地理位置详见附件 2。 

特别提醒： 

1）请自行安排交通行程； 

2）第十八次会议理事会会议。时间：8 月 24 日晚 20：30；地点：海悦大厦第七会议

室。请本届理事于 8月 24 日晚 20:20 前到达会场。 

 

七、报告时长 

中型报告（报告 25 分钟，提问 5分钟，共计 30 分钟）； 

未标注的为普通报告（报告 15 分钟，提问 5分钟，共计 20 分钟）； 

研究生专场报告（报告 7分钟，提问 3分钟，共计 10 分钟）。 

   特别提醒： 

1）会议期间会场请保持手机静音 

   2）报告电子材料请于会前 10 分钟拷贝至会场电脑。 

 

八、联系方式： 

1. 会务组：张倩倩，张晓黎。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春晖路 17 号，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邮编：130062 

电  话： 13695450995，0535-2109181 

E-mail:  qqzhang@yic.ac.cn;   xlzhang@yic.ac.cn  

    2. 学会秘书处：熊 杰；姜传奇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南路 7 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邮编：430072 

电 话： 027-68780209 

E-mail: xiongjie@ihb.ac.cn;  jiang_chuanqi@163.com 

中国动物学会秘书处 

2015.7.31 



 
附件 1： 
 

交通导引 

 

一、前往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1、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海悦大厦酒店，费用约 130 元； 

②机场大巴：在蓬莱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3 号线，到莱山佳世客购物中心下车，费用约 25 元；后乘

坐出租车到达海悦大厦，费用约 10 元。 

2、烟台火车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海悦大厦酒店，费用约 35 元； 

②公交：从烟台火车站（北出站口）步行约 137 米到达火车站北广场站（公交站），乘坐城铁巴士

K1 路（开往城铁烟台南站方向），到市委党校、海悦大厦酒店下车，后步行约 240 米到达目的地； 

3、烟台城铁南站（烟台火车南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海悦大厦酒店，费用约 25 元； 

②公交：从烟台火车南站步行约 303 米到达城铁烟台南站（公交站），乘坐城铁巴士 K1 路（开往

火车站北广场方向），到市委党校、海悦大厦酒店下车，后步行约 240 米到达目的地； 

4、烟台汽车总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海悦大厦酒店，费用约 35 元； 

②公交：从烟台汽车总站步行约 369 米到达三站市场（公交站），乘坐 K62 路（开往牟平长途车站

方向），到广播电视台下车，后步行约 560 米到达目的地。 

5、前卫永聚大酒店出发 

①出租车：到烟台海悦大厦酒店，费用约 10 元； 

②公交：从前卫永聚大酒店步行约 197 米到达银海路（公交站），乘坐 86 路（开往曲家庄方向），

到凤凰小区下车，后步行 1.2 公里到达目的地。 

 

注：会议期间，每日早上我们将安排班车接送代表由前卫永聚大酒店前往海悦大厦主会场，班车次

数和发车时间等信息将在会议注册时提供。 

 

二、前往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 

1、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费用约 130 元； 

②机场大巴：在蓬莱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3 号线，到莱山佳世客（金通手机）下车，后步行约 600 米

到达目的地。 

2、烟台火车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费用约 35 元； 



②公交：从烟台火车站（北出站口）步行约 239 米到达火车站北广场站（公交站），乘坐 86 路（开

往曲家庄方向），到银海路下车，后步行约 200 米到达目的地； 

3、烟台城铁南站（烟台火车南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费用约 25 元； 

②公交：从烟台火车南站步行约 467 米到达城铁烟台南站（公交站），乘坐 86 路（开往火车站北广

场方向），到银海路下车，后步行约 180 米到达目的地； 

4、烟台汽车总站到达： 

①出租车：到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费用约 35 元； 

②公交：从烟台汽车总站步行约 570 米到达北马路汽车站（公交站），乘坐 50 路（开往邹家、方家、

杨家台子方向），到银海路下车，后步行约 180 米到达目的地。 

 

 
 
 



附件 2： 
 

交通线路示意图 
 
机场线 

 1：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2：烟台海悦大厦酒店（报到地点）；  

3：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 
 

 

1 

2 2 
3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线 

 

1：烟台城铁南站（烟台南站）； 
2：烟台汽车总站； 
3：烟台火车站； 
4：烟台海悦大厦酒店（报到地点）； 
5：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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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酒店、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相对位置 

  
烟台海悦大厦酒店  烟台前卫永聚大酒店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 2 

1 

2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 

会议日程 
（2015 年 8 月 24-27 日，烟台） 

 

第五会议室：海悦大厦 B 座 2 楼西侧； 
第六会议室：海悦大厦 B 座 2 楼东侧； 
第七会议室：海悦大厦 B 座 3 楼西侧； 
阶梯  教室：海悦大厦 B 座 1 楼东侧。 

 
 

上午 午餐 下午 晚餐 晚上 

24日 报到注册 
理事会会议

(20:30，第七会

议室) 

25日 

一、开幕式 

(8:30，第五会议室) 

主持：龚骏 

开幕式、欢迎辞、领导讲

话、合影 
 

二、大会学术报告  

(9:40，第五会议室) 

主持：顾福康 

 

分组学术报告 

 

A:自由生活原生动物 
(14:00，第六会议室) 

主持：宋微波，余育和 
 
B:寄生生活原生动物 
(14:00，阶梯教室) 

主持：陈建平，陈晓光 

  

26日 

分组学术报告 

 

A:自由生活原生动物 
(8:00，第六会议室) 

主持：邱子健，梁爱华 

 

B:寄生生活原生动物 
(8:00，阶梯教室) 

主持：黄兵，伦照荣 

 

墙报展示 

（1:30-2:30，第六会议室、

阶梯教室外） 
 
自由活动 

（2：30 之后） 
 
理事会活动 

（3：00，烟台海岸所、牟

平台站） 

 
理事会会议（牟

平台站） 

27日 

研究生专场报告 

 

A:自由生活原生动物 
(8:00，第五会议室) 

主持：蒋国平，高珊 

 

B:寄生生活原生动物 
(8:00，阶梯教室) 

主持：冯耀宇，宋晓元 

 

分组学术报告 

 

A:自由生活原生动物 
(14:00，第五会议室) 

主持：文建凡，缪炜 

 

B:寄生生活原生动物 
(14:00，阶梯教室) 

主持：赵元莙，张西臣 

 

闭幕式(17:00-18：00 第

五会议室) 

主持：顾福康 

 

  



会议日程与报告内容 

 
2015.8.25 

8:30-9:30 
第五会议室

主持: 龚骏 
开幕式、欢迎辞、领导讲话、合影 

 

9:40-12:00 
大会报告 

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 
顾福康 

9:40-10:20 杨敏 活性污泥中的微型动物：区域分布与工艺影响

〖大会报告〗 
10:20-11:00 冯耀宇 人兽共患隐孢子虫病的传播动态〖大会报告〗

11:00-11:30 伦照荣 寄生原虫癌症〖大会报告〗 
11:30-12:00 高珊 表观遗传信息对基因表达和复制的调控—四膜

虫视角〖大会报告〗 
 

14:00-17:40 
分组报告 

第六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宋微波， 
余育和 

14:00-14:30 伊珍珍 数据集筛选对原生动物分子系统树构建的影响

〖中型〗

14:30-14:50 蔣國平 東海海域著鞭毛藻(Haptophyta)數量分佈及其

攝食細菌之研究 
14:50-15:10 蔡昇芳 管游蟲屬纖毛蟲研究進展:形態描述及演化之探

討 
15:10-15:30 陳韋廷 小尺度空間纖毛蟲群集相似度之研究-以臺灣

東北部沿岸海域為例 
15:30-15:50 张武昌 海洋浮游寡毛类纤毛虫的分类和生态 

茶歇（15:50-16:15） 
16:15-16:35 许媛 核残纲纤毛虫的多样性研究 
16:35-16:55 潘旭明 我国海洋近岸盾纤类纤毛虫生物多样性研究 
16:55-17:15 罗晓甜 腹毛类纤毛虫的细胞发生学研究进展 
17:15-17:40 郑守仪 科学不容造假！ 

 

阶梯教室 
 
寄生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陈建平， 
陈晓光 

14:00-14:30 张龙现 贾第虫的遗传多态性〖中型〗 
14:30-15:00 唐发辉 中国鱼类寄生/共栖生车轮虫多样性研究〖中型〗

15:00-15:20 陈建平 中国不同疫区利什曼原虫分离株的虫种鉴定及

系统发育学研究 
15:20-15:40 章晋勇 我国水生动物微孢子虫研究概况  

15:40-16:00 冯宪敏 抗贾第虫口服疫苗及其制剂的研发 
茶歇（16:00-16:15） 

16:15-16:35 韩红玉 柔嫩艾美耳球虫保守蛋白 EtCHP559 特性研究 
16:35-16:55 宫鹏涛 犬贾第虫 TERT 互作蛋白的筛选及验证 
16:55-17:15 秦爱萍 IFN-γ 预处理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 GBP1

的上调表达抑制弓形虫增殖 

17:15-17:35 姚友旭 顶复类能量代谢途径的适应性辐射研究 

 



2015.8.26  

8:00-12:05 
分组报告 

第六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邱子健， 
梁爱华 

8:00-8:30 宋晓元 原生动物嗜热四膜虫新月小核的三维空间转录

调控分子机制〖中型〗 

8:30-8:50 熊杰 四膜虫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揭示四膜虫基因组

多样性和种化过程 
8:50-9:10 许静 嗜热四膜虫 Tcd1 和 Tcd2 参与基因组重排修复

和染色质修饰 
9:10-9:30 王光营 基于实验进化基因组学的嗜热四膜虫有性生殖

和无性生殖对新环境适应分子机制的比较研究

9:30-9:50 陈晓 四膜虫突变体的核小体分布分析 
茶歇（9:50-10:05） 

10:05-10:35 徐奎栋 浒苔和水母暴发驱动下的黄海底栖生物群落结

构和功能变化〖中型〗 
10:35-11:55

陈旭淼 
南麂列岛火焜岙潮间带纤毛虫物种多样性和群

落时空分布 
11:55-11:15 胡菊香 三峡水库调度运行对原生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研究 
11:15-11:35 刘满强 蚯蚓活动对农田土壤真核生物种群数量和群落

结构的影响 
11:35-11:55 郑金秀 不同生境尺度下的石臼湖原生动物种群分布及

其同质化研究 

阶梯教室 
 
寄生生活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黄兵， 
伦照荣 

8:00-8:20 秦燕 基因转换是贾第虫消除核内等位基因序列间差

异的可能机制 
8:20-8:40 薛敏 贾第虫基因组内含子稀少的形成机制研究 
8:40-9:00 陈兆国 微小隐孢子虫棒状体蛋白 CpPRP1 sushi 结构域

的定位及其重组蛋白对小鼠隐孢子虫感染的免

疫保护效果研究 
9:00-9:20 高江梅 路氏锥虫或小鼠锥虫感染对鼠类弓形虫病的影

响 
9:20-9:40 杨承忠 基于形态特征、生境和分子系统发育对鲻鱼单

囊尾虫，新属新种(粘体门：角形虫科)的描述 
9:40-10:00 柳阳 鲤寄生粘孢子虫的分类学研究 
10:00-10:20 赵丹丹 放射孢子虫的形态学及与之对应粘孢子虫的研

究 
茶歇（10:20-10:35） 

10:35-11:05 许恒龙 青岛近岸周丛原生动物的时空分布及与环境间

的关系〖中型〗 
11:05-11:25 李志霞 河北省 2 种赤潮原生动物初步研究 
11:25-11:45 张淑雯 香港急游虫对夜光藻配子细胞的特殊摄食行为

及其影响 
11:45-12:05 劉溫馨 寡毛目纖毛蟲之接合行為-探討其系統分類與

發生原因 

1:30-2:30 
墙报单元 

第六会议室

外 墙报展示 

阶梯教室外 墙报展示 
2:30 自由活动 
3:00 理事会活动及会议（烟台海岸所、牟平台站） 

 



2015.8.27 上午 

8:00-11:45 
研究生专场 
 

第五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蒋国平， 
高珊 
 

 

8:00-8:10 李菊 两个海洋尾柱目纤毛虫新种--海洋尾全列虫和

黄色似全列虫的形态学与系统学研究 
8:10-8:20 吴磊 侧口目纤毛虫物种多样性和系统修订 
8:20-8:30 曲志帅 中国沿海管口类纤毛虫的物种多样性研究 
8:30-8:40 姜传奇 缘毛类纤毛虫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8:40-8:50 王软林 八肋游仆虫大核基因组数据分析 
8:50-9:00 

徐倩岚 
嗜热四膜虫组蛋白变体 H2A.Y 在大核中的功能

与机制研究 
9:00-9:10 

罗正誉 
嗜热四膜虫新月期小核中染色质相互作用的研

究 
9:10-9:20 王琴 基于 18S rDNA 对刺纹车轮虫的系统地位分析 
9:20-9:30 唐文君 颗粒尖毛虫“分泌型”射出胞器的研究 
9:30-9:40 李其利 澳洲管膜虫形成包囊过程中细胞皮层及纤毛结

构的分化 
茶歇（9:40-10:55） 

10:55-10:05 谢冬梅 游仆虫属三种类型皮层银线系的形态发生过程

10:05-10:15 蔡兴隆 拉氏伪小双虫表膜下结构的电镜观察 
10:15-10:25 马瑞 刺激隐核虫生活史各时期细胞的形态学观察 
10:25-10:35 王哲 武汉累枝虫一新种的形态学研究 
10:35-10:45 卢博荣 宁波沿海几种腹毛类纤毛虫的形态学研究 
10:45-10:55 薛媛媛 亚热带溪东水库蓝藻水华发生期和消退后棘变

形虫时空变化 
10:55-11:05 袁丹妮 螺旋藻大型养殖过程中轮虫与原生动物的群落

结构特征变化研究 
11:05-11:15 林斌 青藏高寒草甸土壤原生动物对草原退化的响 
11:15-11:25 董玟含 土壤纤毛虫群落对退耕还林生态恢复的响应:以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乡为例 
11:25-11:35 王婷婷 土壤纤毛虫群落对退耕还林生态恢复的响应:以

甘肃省庆城县为例 
11:35-11:45 潘永柏 夜光藻种群遗传分析 

 

阶梯教室 
 
寄生生活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 
冯耀宇， 
宋晓元 

8:00-8:10 李蒙 三疣梭子蟹对血卵涡鞭虫免疫应答的初步研究

8:10-8:20 李丹 异育银鲫 4 种粘孢子虫多重 PCR 检测方法的建

立

8:20-8:30 刘新华 中、俄鱼类粘孢子虫多样性研究概况  

8:30-8:40 林皑 两种新型佐剂增强弓形虫 SRS9 基因核酸疫苗

免疫效能的研究 
8:40-8:50 王冰洁 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骆驼体表蜱虫的分子生

物学鉴定 
8:50-9:00 陈围 嘉陵江重庆段多涅茨尾孢虫与宿主鲫协同进化

的研究 
9:00-9:10 刘晓聪 洪 湖 碘 泡 虫 (Myxobolusonghuensis Liu etal. 

2012)再描述及其近缘种的鉴别性研究 
9:10-9:20 李永畅 新疆巴州和静马梨形虫病流行情况研究 

9:20-9:30 张咏 黄河流域甘肃段常见鱼类外寄生车轮虫的调查

研究 
9:30-9:40 张婧 6 种粘孢子虫（粘体门:粘孢子纲）分类学及基

于 18SrDNA 的系统学研究 
9:40-9:50 高永杰 三种粘孢子虫基于 18S rDNA 分子系统学研究 
9:50-10:00 姜艳妍 珠江流域广西境内淡水鱼类外寄生车轮虫分类

学研究 



茶歇（10:00-10:15） 
10:15-10:25 任余廷 纳米银颗粒对纤毛虫小腔游仆虫细胞结构的影

响 
10:25-10:35 宫甜甜 红树林湿地肾形类纤毛虫的分类学和系统学 

10:35-10:45 马明洋 小球藻培养中一种摄藻鞭毛虫的鉴定与摄食规

律初步研究 
10:45-10:55 徐玉萍 青岛近岸周丛硅藻分类学多样性群集动态采样

深度的研究

10:55-11:05 李祎頔 龙凤湿地（大庆）春夏季微型生物群落特征与

环境因子相关性研究

11:05-11:15 陈伟东 基于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研究厦门近海海域微

型真核浮游生物群落 
11:15-11:25 刘倩 对虾养殖池塘中纤毛原生动物群落的时空动态

11:25-11:35 袁齐涛 西藏巴嘎雪湿地秋季水生纤毛虫群落特征 

11:35-11:45 郝瑞娟 杭州湾北岸六种淡水纤毛虫形态学研究 

 

 
2015.8.27 下午 

14:00-16:55 
分组报告 

第五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文建凡， 
缪炜 

14:00-14:30 龚骏 重要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对纤毛虫共生菌多样

性的影响〖中型〗 
14:30-15:00 杨军 微型生物群落的时空格局及其控制因子〖中型〗

15:00-15:20 刘红斌 浮游原生动物在海洋浮游生物食物网中的作用 

茶歇（15:20-15:35） 
15:35-15:55 姜勇 南极 Amundsen 海冰间湖及周边海冰区域浮游

纤毛虫群落的空间模式及对环境的响应 
15:55-16:15 丰美萍 2003-2012 年胶州湾砂壳纤毛虫群落长期变化

及探讨 
16:15-16:35 赵峰 热液区沉积物中纤毛虫分子多样性研究 
16:35-16:55 任可欣 厦门市饮用水水源地和景观河流水体变形虫的

季节变化 
 

阶梯教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人: 
赵元莙， 
张西臣 

14:00-14:20 陈季武 规模化筛选、鉴定冠突伪尾柱虫包囊形成相关

的蛋白和基因 
14:20-14:40 刘盖 纤毛内运输复合体（IFT）中新组分的鉴定和功

能研究 

14:40-15:00 刘芳 原核型 FBPaseⅡ在原生生物中的分布调查及进

化分析 
15:00-15:20 史磊 纤毛内运输蛋白 IFT57/hippi 在草履虫中的双重

功能

茶歇（15:20-15:35） 
15:35-15:55 龚迎春 一种分离自户外栅藻大规模培养中的食藻变形

虫 Vernalophrysalgivore 的鉴定与其摄食特征分

析 
15:55-16:15 赵研 DNA 条形码技术在真核微生物生态上的应用 
16:15-16:35 詹子锋 基于多基因联合分子缘毛亚纲纤毛虫单系性问

题 
16:35-16:55 母伟杰 亚显微结构观察--探讨重金属离子及有机农药

对纤毛虫的毒性效应 
17:00-18:00 
闭幕式 
主持人： 
余育和 

第五会议室 闭幕式 



参会人员名单(按单位名称和姓氏笔画排序) 
 

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 E-mail 

李静 助研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LJLJ278@126.com 

杨坤 助研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yykk117@163.com 

余莉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lilyyu33@126.com 

陈桥 工程师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 chenqiao_czem@163.com 

沈伟 助理工程师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 shenwei1988@outlook.com 

张翔 工程师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 zxatlan@126.com 

程俊 硕士研究生 广东海洋大学 CJ15972224484@163.com 

蔡兴隆 博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caibetheone@163.com 

李祎頔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liyidi101@163.com 

母伟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 alicejie2005@163.com 

潘旭明 讲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pppppp206@126.com 

邱子健 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 qiuzijian48@163.com 

王丽 副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 wangli19770208@163.com 

韦薇 硕士研究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weiwei10081009@163.com 

姚琳 讲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yaolin329@163.com 

陳韋廷 助理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weichen872@gmail.com 

蔣國平 教授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kpchiang@mail.ntou.edu.tw 

劉溫馨 碩士生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mavis457812@yahoo.com.tw 

蔡昇芳 助理研究員 海洋中心 stsai@mail.ntou.edu.tw 

侯翠翠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houcuicuicg@163.com 

姜钰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jyforever0907@163.com 

刘楠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18714443705@163.com 

刘松璐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liusonglu_1234@126.com 

施心路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shlxl56@163.com 

张萍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zhangpjy12@126.com 

朱晓文 硕士生 杭州师范大学 wmmzxw@163.com 

李凤超 教授 河北大学 lifengchao2000@126.com 

李延博 研究生 河北大学 liyanbo0204@sina.com 

李志霞 教授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lizhixia933@163.com 

张龙现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zhanglongxian8999@foxmail.com 

刘婷 讲师 湖北理工学院 13297925@qq.com 

冯耀宇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yyfeng@ecust.edu.cn 

陈季武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jwchen@bio.ecnu.edu.cn 

范鑫鹏 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xpfan@bio.ecnu.edu.cn 

顾福康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fkgu@bio.ecnu.edu.cn 

李其利 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anshiqi27@126.com 

马瑞 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ruima0000@163.com 

倪兵 高级工程师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bni@bio.ecnu.edu.cn 

任余廷 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15021180975@163.com 

唐文君 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wjtang159@163.com 

谢冬梅 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zynx9194@sina.com 

许媛 助理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yxu@sklec.ecnu.edu.cn 

宫甜甜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gongtiantian226@126.com 

焦晓晓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jiaoxiaoxiao66@163.com 

李继秋 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lijiqiu@126.com 

梁梓瑶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liangziyao66@126.com 

林晓凤 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xlin@scnu.edu.cn 

孟扬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mengyang9108@126.com 

宋友欣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syouxin@163.com 

谈雅琳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tanyalin0112scnu@163.com 



王兆艺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zhaoyiw2013@126.com 

吴  磊 博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aleiwoo@163.com 

徐玉森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xuyusen2013@163.com 

杨浩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liuluoma@126.com 

杨然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yyangran@163.com 

伊珍珍 副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zyi@scnu.edu.cn 

贺晓静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hexj@hust.edu.cn 

顾泽茂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guzemao@mail.hzau.edu.cn 

郭庆祥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530qx@hotmail.com 

胡瑞雪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281252509@qq.com 

李丹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416969278@qq.com 

柳阳 讲师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liuyangqzh@163.com 

邵建春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568492375@qq.com 

王哲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498611662@qq.com 

吴昊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1243472612@qq.com 

赵丹丹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zhaodandan@webmail.hzau.edu.cn 
 

宫鹏涛 副教授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gong_pengtao@126.com 

李建华 教授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jianhuali7207@163.com 

李新 研究生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潘乐 研究生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张西臣 教授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xczhang@jlu.edu.cn 

郭衍冰 实习研究员 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511020963@qq.com 

姚新华 研究员 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547954335@qq.com 

苑淑贤 研究员 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873474548@qq.com 

冯宪敏 副教授 吉林医药学院 fengxianmin28@163.com 

冯金梅 讲师 江汉大学 jennyfeng168@163.com 

宋文剑 教授 江汉大学 396634347@qq.com 

杨照青 教授 昆明医医科大学 zhaoqingy92@hotmail.com 

陈龙飞 博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实验室 pr_clf@163.com 

刘敏 讲师 南方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实验室 ichbinlm@163.com 

陈晓光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病

原生物学系 
xgchen2001@hotmail.com 

林皑 本科生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病

原生物学系 
linai0202@163.com 

吴焜 副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病

原生物学系 
wksmu@163.com 

秦爱萍 助理研究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qinaiping_2008@163.com 

刘满强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liumq@njau.edu.cn 

陈相瑞 副教授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 xiangruichen@126.com 

卢博荣 研究生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 boronglu@126.com 

柴宝峰 教授 山西大学 bfchai@sxu.edu.cn 

杜军 讲师 山西大学 dujun@sxu.edu.cn  

郭宏艳 硕士生 山西大学 595415423@qq.com 

郭荣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248829965@qq.com 

黄红英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121304179@qq.com 

李芳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152866165@qq.com 

连荫杰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137084003@qq.com 

梁爱华 教授 山西大学 aliang@sxu.edu.cn 

乔菊霞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353587500@qq.com 

佘梅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5135130092@163.com 

王茜 博士生 山西大学 15513095026@163.com 

王软林 博士生 山西大学 swangrl@163.com 

王伟 教授 山西大学 gene@sxu.edu.cn 



王昭 硕士生 山西大学 Maax_zhao@126.com 

卫丽丽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21008909@qq.com 

许静 讲师 山西大学 xujing@sxu.edu.cn 

闫静 硕士生 山西大学 525620651@qq.com 

袁亚静 硕士生 山西大学 342659930@qq.com 

张宇良 硕士生 山西大学 821511653@qq.com 

张志云 讲师 山西大学 yunzi123@sxu.edu.cn 

赵雪梅 硕士生 山西大学 464391230@qq.com 

周焕新 博士生 山西大学 zhouhuanxin12@sina.com 

刘智峰 讲师 陕西理工学院 lzhifeng2005@163.com 

郝瑞娟 研究生 上海海洋大学 ruijuanhao@163.com 

姜佳枚 讲师 上海海洋大学 jm-jiang@shou.edu.cn 

潘宏博 讲师 上海海洋大学 hbpan@shou.edu.cn 

卢思奇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lusiqi@ccmu.edu.cn 

胡菊香 研究员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hujuxiang2005@163.com 

郑金秀 高级工程师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surexxzh@126.com 

陈小娟 副研究员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45923194@qq.com 

陈达丽 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cdl1978119@sina.com 

陈建平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jpcehn007@163.com 

何金蕾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511785781@qq.com 

何艳霞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49300492@qq.com 

李浇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381802879@qq.com 

秦瀚霄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925004766@qq.com 

袁冬梅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527825080@qq.com 

曾瑾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teacherzj2001@163.com 

张俊荣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 
junerjuner@163.com 

齐红莉 副教授 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 qihl2000@163.com 

李 明 副教授 武汉轻工大学动科学院 liming82101920@aliyun.com 

孙宗毅 研究生 武汉轻工大学动科学院 13294121754@163.com 

陈凯 硕士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chenkai_chevy@163.com 

程晓 实验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董玟含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刘娜 助理实验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马正学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宁应之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王婷婷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王一峰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烟郑杰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杨元罡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ningyz@nwnu.edu.cn 

巴桑 副教授 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 sbasang@utibet.edu.cn 

王芸 硕士生 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 854885276@qq.com 

袁齐涛 硕士生 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 869605976@qq.com 

孙萍 副教授 厦门大学 psun@xmu.edu.cn 

徐大鹏 副教授 厦门大学 dapengxu@xmu.edu.cn 

陈伟东 研究生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473465728@qq.com 



潘永柏 研究生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pyb2013@qq.com 

张文静 副教授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zhangwenjing@xmu.edu.cn 

刘红斌 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 liuhb@ust.hk 

张淑雯 无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 shuwen0626@gmail.com 

沈卓 助理研究员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  zshen218@126.com 

巴音查汗 教师 新疆农业大学  

李永畅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1121434514@qq.com 

刘梦丽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413830414@qq.com 

宋瑞其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812084208qq.com 

王冰洁 研究生 新疆农业大学 1183257769@qq.com 

史磊 讲师 新乡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doudou246@163.com 

丰美萍 助理研究员 浙江海洋学院 fmeiping@126.com 

高欣   浙江农林大学 wildlife013@126.com 

杨仙玉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yangxy78@zafu.edu.cn 

石团员 助理研究员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lstone2008@126.com 

陈 晓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seanchen607@gmail.com 

董婧怡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djy006006@163.com 

高 凤 讲师 中国海洋大学 gaof@ouc.edu.cn 

高珊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shangao@ouc.edu.cn 

胡晓钟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xiaozhonghu@ouc.edu.cn 

黄洁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hjbx152@163.com 

李嵩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877831701@qq.com 

刘铭鉴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liumingjian0711@163.com 

芦晓腾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leonardolxt@126.com 

罗晓甜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luoxiaotian512@163.com 

马洪钢 工程师 中国海洋大学 mahg@ouc.edu.cn 

曲志帅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quzhishuai@126.com 

宋微波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wsong@ouc.edu.cn 

王春荻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Chundiwang102@foxmail.com 

王梅 高级实验师 中国海洋大学 wangmei@ouc.edu.cn 

王玉蕊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Wangyurui2011@163.com 

王媛媛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wangyuanyuanf92@163.com 

徐玉萍 硕士研究生 中国海洋大学 13188953776@163.com 

许恒龙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henglongxu@126.com 

郑维波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wbzheng@foxmail.com 

朱明壮 高级实验师 中国海洋大学 akfs@ouc.edu.cn 

姜勇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yongjiang@ouc.edu.cn 

刘倩 硕士研究生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snail449290124@163.com 

宋晓元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songxy5@ustc.edu.cn 

罗正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lzhyu@mail.ustc.edu.cn 

徐倩岚 硕士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qianlanxu@gmail.com 

任可欣 研究实习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kxren@iue.ac.cn 

薛媛媛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yyxue@iue.ac.cn 

杨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jyang@iue.ac.cn 

曹丽娜 其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gbt@qdio.ac.cn 

陈旭淼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xchen@qdio.ac.cn 

董帅帅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dssouc@163.com 

李才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cwli@qdio.ac.cn 

李菊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liju19891007@163.com 

李蒙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mkxxlimeng@126.com 

吕曼 硕士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lvmanabm@163.com 

孟昭翠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mengzhaocui@qdio.ac.cn 



王金凤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jinfeng409@126.com 

王雪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gbt@qdio.ac.cn 

徐奎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kxu@qdio.ac.cn 

詹子锋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zzhan@qdio.ac.cn 

张武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wuchangzhang@qdio.ac.cn 

赵峰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fzhao@qdio.ac.cn 

郑萌萌 其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gbt@qdio.ac.cn 

郑守仪 
研究员、 

院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zsy@qdio.ac.cn 

陈兵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chenbing@mail.kiz.ac.cn 

刘芳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lfluck@126.com 

邵静茹 助理实验师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shaojr@mail.kiz.ac.cn 

文建凡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wenjf@mail.kiz.ac.cn 

薛敏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xuemin318@126.com 

姚友旭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yao2008yx@163.com 

秦燕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qinyan1024@163.com 

孙桂玲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sung@mail.kib.ac.cn 

赵研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yanzhao@rcees.ac.cn 

龚迎春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springgong@ihb.ac.cn 

黄洁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jiehuang1228@163.com 

黄开耀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huangky@ihb.ac.cn 

姜传奇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jiang_chuanqi@163.com 

刘盖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gailiu@ihb.ac.cn 

刘新华 硕士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liuxinhua1990@163.com 

马明洋 硕士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8700942534@163.com  

缪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miaowei@ihb.ac.cn 

汪建国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ngjg@ihb.ac.cn 

王光营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sdwgy@163.com 

熊杰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xiongjie@ihb.ac.cn 

杨文涛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angwentao3000@126.com 

余育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hyu@ihb.ac.cn 

袁丹妮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dn818@163.com 

袁冬霞 实验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mybluesky001@163.com 

张晶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zhangjing_6520@126.com 

章晋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zhangjy@ihb.ac.cn 

林斌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linb@im.ac.cn 

齐莎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qis@im.ac.cn 

林启美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linqm@cau.edu.cn 

刘光远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liuguangyuan2002@sina.com 

王萌 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wmznz919@163.com 

张德林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zhangdl2005@163.com 

陈兆国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zhaoguochen@shvri.ac.cn 

董辉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donghui@shvri.ac.cn 

韩红玉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hhysh@shvri.ac.cn 

黄兵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hb@shvri.ac.cn 

李聪 研究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261639997@qq.com 

门启斐 硕士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15153722180@163.com 

王亚楠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645550851@qq.com 

熊康 硕士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308306694@qq.com 

张厚双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zhanghoushuang@msn.com 

赵其平 兽医师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zqp@shvri.ac.cn 

朱顺海 兽医师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zhushunhai@shvri.ac.cn 

朱雪龙 研究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156734374@qq.com 



高江梅   中山大学 gaojingmei201@163.com 

赖德华 副教授 中山大学 laidehua@mail.sysu.edu.cn 

温砚子 讲师 中山大学 wenyz@mail.sysu.edu.cn 

伦照荣 教授 中山大学 lsslzr@mail.sysu.edu.cn 

姜岩 教授 重庆工商大学 yanjiang88@126.com 

戚晖 副教授 重庆工商大学 yanjiang88@126.com 

陈围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929018482@qq.com 

高永杰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15035665279@163.com  

姜艳妍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787003911@qq.com 

刘晓聪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lxcong2015@163.com 

莫西 助理实验师 重庆师范大学   

唐发辉 副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5102859@qq.com 

王琴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469713394@qq.com 

杨承忠 副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drczyang@126.com 

张婧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semiconductor17@163.com 

张咏 硕士研究生 重庆师范大学 845220248@qq.com 

赵元莙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zhaoyuanjuncqnu@126.com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 
工作人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联系方式 

龚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5264523832 

张倩倩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3695450995 

张晓黎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5006503652 

付娆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3295355287 

王雅萍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5688547865 

郑鹏飞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8889744415 

李海林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5275569607 

苏蕾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8513039073 

石甜甜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3280928350 

缪栋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8652787592  

李桂豪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8766531762 

宋芹芹 项目助理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8389247615 

季道德 副教授 烟台大学 13589870576 

尹洁慧 讲师 烟台大学 13688677814 

张秀梅 硕士研究生 烟台大学 13031655316 

庄媛 硕士研究生 烟台大学 18364553986 

李俐琼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分校 15288792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