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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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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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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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会议 

（3：00，烟台海岸所、

牟平台站） 
 

  

27日 

研究生专场报告 

 

A:自由生活原生动物 
(8:00，第六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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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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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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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福

康 

9:40-10:20 杨敏 题目待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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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8:15 
分组报告 

第六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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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佳枚 适用于纤毛虫系统演化研究的新分子标记开发与应用 

茶歇（15:50-16:15） 
16:15-16:35 罗晓甜 腹毛类纤毛虫的细胞发生学研究进展 
16:35-16:55 许媛 核残纲纤毛虫的多样性研究 
16:55-17:15 潘旭明 我国海洋近岸盾纤类纤毛虫生物多样性研究 
17:15-17:35 张武昌 海洋浮游寡毛类纤毛虫的分类和生态 
17:35-18:00 郑守仪 科学不容造假！ 

 

阶梯教室 
 
寄生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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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祥 基于比较转录组学的粘体动物起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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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6 上午 

8:00-12:05 
分组报告 

第六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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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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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2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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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会议（烟台海岸所、牟平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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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7 上午 

8:00-11:45 
研究生专场 
 

第六会议室 
 
自由生活 
原生动物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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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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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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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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育

和 

第五会议室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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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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