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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

次学术讨论会第三轮通知与摘要征集

各位会员:

t中 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次学术讨论会
”在中山大学

及学会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将于⒛17年 11月 17日 至 21日 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旨在为国

内同行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机会,集中展示两年来在原生生物/原生动物学及相关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和进展,并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此次会议将同步举办
“
原生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国

际研讨会 Intcmational Sympooi△ m on Ⅱodversity and Evolution ofProtozOa CsBEP)” ,不另外

收费,欢迎各位会员积极参加,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本次会议内容主要包括自由生活和寄

生原生动物的分类与系统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发育与分化、多样性、生态学,寄生原生

动物的流行病学,防治以及致病性等。

一、会议名称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次学术讨论会

二、主办单位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

三、承办单位 中山大学                    ^

四、协办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华南农

业大学

会议内容 理事会会议、学术讨论会和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时间与地点

1、 时间:⒛ 17年 11月 17日 至 21日 (17日 报到,17日 晚理事会会议;18-⒛ 日学术

讨论会,其中 19日 为 IsBEP会议;18日 晚会员代表大会,19日 晚新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21日 离会 )

2:地点:中山大学学人馆 (滨江东路中山大学北门凯丰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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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注册及摘要征集 :

1.会前将编辑出版摘要集,请按照“附件 1”的格式将摘要于 ⒛17年 8月 ⒛ 日前,统一

提交至秘书处 ;投稿论文摘要为中文,标准格式应包括 :背景介绍 (包括与本项研

究的切入点/假说 )、 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与结论。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应注明在标

题之后 (具体格式参见附件 )。

2̄。 本次会议采用网上注册,参加会议请于 2017年 7月 31日 前在网上注册 (详细流程请

见附件 2)。 个人手机号码是唯一识别码,请勿填错。

3.有兴趣参加 ISBEP会议的代表请单独提交英文版会议摘要至秘书处,摘要格式请见

IsBEP会议通矢口。

郯钧八、会议注册费                                    `
氵

;量量薹曷:焉⒊

作人员、博士后
亨

)lOOO元
       Ⅱ V

⒊学会理事刖0元        筢
4.学会常务理事:冗OO元 ;

5.学会理事长福刂理事长 :300O元 ;

非学会会员参会请按普通会员注册。有意向加入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者请向秘  ‰Ⅱ

书处索取会员登记表。

九、食、宿费:会议代表差旅费及食、宿费自理 ;

住宿及收费标准 :

凯丰酒店 (会场所在地):标准二人间,4OO-500元 /间 /天 ;单间,sO0ˉ 680元/间/天 ;含早

额外加 50元/人 。

新珠江大酒店 (距离会场步行约 10分钟):标准二人间,350-⒆0元/间 /天 ;单间,ssO-490

元/间/天 ;含早额外加 z~s元 /人。

为了便于会议组织和管理,保证交通安全和餐饮质量,学会建议大家选择指定住宿。住

宿优惠价保留至 2017年 7月 31日 ,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避免拿不到优惠房价。由于

单间数量非常少,希望各位老师也尽量安排合住,不便之处深表歉意,并对大家的理解和支

持致以衷心感谢。

十、回程订票      .

请提前自行办理返程票。



十一、联系方式

会务组 :赖德华,温砚子,伦照耒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 135号 ,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邮编:51陇%

德 华 ),13763354986(伦 照 荣 ),话 : 132辊3138M (赖

020:84113010/84115079/84115070;

E-m缸⒈ l缸dehua@m缸 l.sysu.cdu。 cn;lsslzr@m缸 l,sysu。 edu。cn

学会秘书处:缪炜,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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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
活: 02⒎68780050; 6878020⒐  Eˉm缸⒈mi 虹on画忆@ihb.ac.cn

分会

第十次会员代 论会会务组∶鎏鳖第十九氵

名鸵7年 7月



中山大学周边地图 

中山大学南门 到 凯丰酒店（途径生科院、荣光堂和丰盛堂） 

 



中山大学学人馆（凯丰酒店、中大北门） 到 新珠江大酒店 （全程约 1 公里） 

 

 



交通指引 

广州白云机场       往返     中山大学 

地铁（车程约 1 小时） 

地铁 3 号线北延段 → 地铁 2 号线 → 地铁 8 号线，全程约 37.8 公里 
1、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步行约 150 米,到达机场南站 
2、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经过 3 站, 到达嘉禾望岗站 
3、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15 站, 到达昌岗站 
4、乘坐地铁 8 号线,经过 2 站, 到达中大站 
5、步行约 250 米,到达中山大学（见第一页地图。B 口为西门，校门在右手边，

入校门右转直走；A 口近南门，出来面向大路，向左走 250 米，到达南校门。） 
返程为反方向 
 

出租车：约 50 公里（车程约 1 小时，上下班高峰期可能要 2 小时） 

实际费用约 130 元。 

 

机场大巴（约 25 元）（车程约 1 小时，上下班高峰期可能要 2 小时） 

可乘坐以下两条线路： 
广州轻纺交易园（中大西门） 往返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新珠江大酒店 往返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南站（高铁）    到   中山大学（南门） 

地铁 

地铁 2 号线 → 地铁 8 号线，全程约 15.6 公里 
1、从广州南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8 站, 到达昌岗站 
2、乘坐地铁 8 号线,经过 2 站, 到达中大站 
3、步行约 250 米,到达中山大学（见第一页地图。B 口为西门，校门在右手边，

入校门右转直走；A 口近南门，出来面向大路，向左走 250 米，到达南校门。） 

出租车 约 17 公里 

（车程约 40 分钟，上下班高峰期可能要 1 小时） 
实际费用约 60 元。 
 

广州火车站   到    中山大学（南门） 

地铁 

地铁 2 号线 → 地铁 8 号线，全程约 9.5 公里 
1、从广州火车站步行约 300 米,到达广州火车站 
2、乘坐地铁 2 号线,经过 7 站, 到达昌岗站 
3、乘坐地铁 8 号线,经过 2 站, 到达中大站 
4、步行约 250 米,到达中山大学（见第一页地图。B 口为西门，校门在右手边，

入校门右转直走；A 口近南门，出来面向大路，向左走 250 米，到达南校门。） 

出租车 约 10 公里 

（车程约 30 分钟，上下班高峰期可能要 1 小时） 
实际费用约 40 元。 

 

广州东站    到   中山大学（南门） 

地铁 

地铁 3 号线北延段 → 地铁 3 号线 → 地铁 8 号线，全程约 9.1 公里 
1、从广州东站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经过 2 站, 到达体育西路站 
2、乘坐地铁 3 号线,经过 3 站, 到达客村站 
3、乘坐地铁 8 号线,经过 2 站, 到达中大站 
4、步行约 250 米,到达中山大学（见第一页地图。B 口为西门，校门在右手边，

入校门右转直走；A 口近南门，出来面向大路，向左走 250 米，到达南校门。） 

出租车 约 9 公里 

（车程约 30 分钟，上下班高峰期可能要 1 小时） 
实际费用约 40 元。 



 

I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次学术讨论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diversity and Evolution of Protozoa (ISBEP) 

 

会议日程  

（2017 年 11 月 17‐21 日，广州） 

1. 大会报告，30 分钟（其中汪建国 40 分钟）； 

2. 中型报告，25 分钟（报告 20 分钟+提问 5 分钟）；  

3. 一般报告，15 分钟（报告 12 分钟+提问 3 分钟）； 

4. 研究生专场报告，11 分钟（报告 8 分钟+提问 3 分钟）； 

5. ISBEP 报告，20 分钟。  

6. 墙报在 19 日进行展示，请于 18 日晚会员代表大会后，将墙报粘贴于多功能厅中，并于 19 日下午 6 点前取下，墙

报集中评选时间为 19 日中午。 

时间 上午 
中

餐 
下午 

晚

餐 
晚上 

11.17 
报到注册（中山大学凯丰酒店大厅）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中山大学北门； 电话：20-89222888) 

理事会会议（20:00） 

（1 号厅） 

11.18 

1. 开幕式（8:30-9:10） 

 

2. 照相  （9:10-9:30） 

 

3. 大会报告（9:40-11:50）: 4 个 

（汪建国、陈启军、龚骏、彭鸿娟） 

（多功能厅） 

 分组报告（13:30-17:30） 

A、B、C 三个分会场 

每个会场中型报告：3 个 

每个会场一般报告：9 个 

30 分钟茶歇 

 

（1 号厅，2 号厅，3 号厅） 

 会员代表大会（19:00） 

 

 

 

 

 

（多功能厅） 

11.19 

ISBEP 报告（8:00-12:00） 

10 个 

照相及茶歇（40 分钟） 

（多功能厅） 

（墙报号见会议论文摘要） 

墙

报 

ISBEP 报告（13:40-18:00） 

12 个 

20 分钟茶歇 

（多功能厅） 

（墙报号见会议论文摘要） 

墙

报 

新一届理事会会议 

（19:30） 

 

（1 号厅） 

11.20 

研究生专场报告（8:00-12:06） 

A、B、C、D 四个分会场 

每个会场报告 21 个 

 

15 分钟茶歇 

 

（1 号厅，2 号厅，3 号厅，5 号厅） 

 分组报告（13:30-17:20） 

A、B、C 三个分会场 

每个会场中型报告：2 或 4 个 

每个会场一般报告：7 或 10 个 

25 或 30 分钟茶歇 

 

（1 号厅，2 号厅，3 号厅） 

 

 

闭幕式、晚餐（17:30） 

 

 

 

 

 

（宴会厅 1 和 2） 

11.21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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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与报告内容  

2017.11.18  上午开幕式和大会报告，下午分组报告 

8:30-9:30 

（多功能厅） 
主持人: 伦照荣 开幕式、合影 

 

9:40-11:50 

大会报告 

（多功能厅） 

主持人:宋微波 

9:40-10:20 汪建国 学会历史〖大会报告 40 分钟〗 

10:20-10:50 陈启军 疟原虫免疫逃避机制研究〖大会报告〗 

10:50-11:20 龚骏 原生生物核糖体基因及转录本拷贝数变化与细胞表型的联系〖大会报告〗 

11:20-11:50 彭鸿娟 胞内原虫-宿主互作机制研究〖大会报告〗 

午餐（11:50-14:00） 

13:30-17:30 

分组报告 

（A、B、C

三个分会场） 

A 会场 

（1 号厅） 

 

主持人: 

宁应之 

巴桑 

13:30-13:55 徐奎栋 海洋纤毛虫生物多样性及分布格局：从近海到深海 〖中型〗 

13:55-14:20 杨军 
基于 DNA 宏条形码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浮游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生态 

〖中型〗 

14:20-14:45 颜庆云 微生物群落构建机制及演替规律〖中型〗 

14:45-15:00 张武昌 夏季南极普里兹湾砂壳纤毛虫分布 

15:00-15:15 张文静 亚热带海湾微型真核浮游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茶歇 30 分钟（15:15-15:45） 

15:45-16:00 王丽 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江段原生动物对功能微生物的影响研究 

16:00-16:15 任可欣 亚热带河流水库自由生阿米巴时空分布及群落构建机制 

16:15-16:30 张翔 缢蛏中间培育过程中浮游生物群落动态 

16:30-16:45 陈凌云 甘肃退耕还林/还草区土壤纤毛虫群落对生态恢复的响应 

16:45-17:00 齐莎 青藏高寒草甸土壤原生动物群落对放牧的响应 

17:00-17:15 孟昭翠 底栖纤毛虫多样性及群落构成的时空变化：潮间带与陆架海的比较 

17:15-17:30 张伟 近海周丛生纤毛虫群落构建机制 

 

B 会场 

（2 号厅） 

 

主持人: 

张龙现 

顾泽茂 

13:30-13:55 刘群 弓形虫半胱氨酸蛋白酶的功能及作用机制〖中型〗 

13:55-14:20 冯耀宇 隐孢子虫基因组和宿主适应性〖中型〗 

14:20-14:45 张龙现 我国非人灵长类四种肠道原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中型〗 

14:45-15:00 吴焜 新技术在弓形虫基因功能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15:00-15:15 陈兆国 微小隐孢子虫烯醇酶的免疫定位和酶学活性研究 

茶歇 30 分钟（15:15-15:45） 

15:45-16:00 陈建平 寄生虫感染对小鼠神经生物学的影响 

16:00-16:15 蔡进忠 青海省牦牛住肉孢子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16:15-16:30 李娜 泛在隐孢子虫的高分辨力分型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16:30-16:45 郭亚琼 卡耶塔环孢子虫的遗传多样性及群体结构 

16:45-17:00 徐智深 V-ATP 酶参与人血清 APOL-1 裂解布氏锥虫的过程 

17:00-17:15 高江梅 流行中国弓形虫虫株基因型及毒力分析 

17:15-17:30 温砚子 PAG 基因在布氏锥虫分化中的作用 

 

C 会场 

（3 号厅） 

 

主持人: 

蔣國平 

龚骏 

13:30-13:55 邵晨 腹毛类纤毛虫的细胞发生模式与多样性〖中型〗 

13:55-14:20 范鑫鹏 腹毛类射出胞器的形态学研究〖中型〗 

14:20-14:45 龙红岸 生物的自发变异〖中型〗 

14:45-15:00 许恒龙 海洋原生动物群落功能冗余性的研究 

15:00-15:15 林晓凤 中国红树林湿地纤毛虫生物多样性 

茶歇 30 分钟（15:15-15:45） 

15:45-16:00 季道德 蛋白银染色方法的优化 

16:00-16:15 孙萍 河口区纤毛虫的时空分布特征 

16:15-16:30 潘宏博 管口亚纲纤毛虫系统学研究进展及若干罕见种的形态学研究 

16:30-16:45 潘旭明 松花江流域盾纤类及咽膜类纤毛虫多样性研究进展 

16:45-17:00 陈旭淼 突口虫属纤毛虫的系统发育研究 

17:00-17:15 李菊 伪角毛虫属纤毛虫的分类与分子系统发育研究 

17:15-17:30 姚琳 棘尾虫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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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017, ISBEP programme（2017.11.19 全天 ISBEP 报告） 

ISBEP 

 

Multiple 

functions hall 

（多功能厅） 

 

8:00-12:00 

（上午） 

 

Chairpersons 

（主持）: 

 

Zhao-Rong Lun 

（伦照荣） 

 

Alan Warren 

 

8:00-8:20 Philippe Bastin Institute Pasteur, France 

8:20-8:40 
Jun Cao 

（曹俊） 

Jiangsu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8:40-9:00 
Vyacheslav 

Yurchenko 
University of Ostrava, Czech Republic 

9:00-9:20 
Kaiyao Huang 

（黄开耀）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9:20-9:40 Alan Warre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UK 

9:40-10:00 Jigang W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0:00-10:40 Group photo and Coffee break (40min) 

10:40-11:00 
Hongbin Liu 

（刘红斌）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 

11:00-11:20 Mann Kyoon Shin University of Ulsan, Korea 

11:20-11:40 
Kuo-Ping Chiang 

（蔣國平）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40-12:00 Geoff Hide University of Salford, UK 

            12:00-13:40 Lunch 

13:40-18:00 

（下午） 

 

Chairpersons 

（主持）: 

 

Shan Gao 

（高珊） 

 

Cynthia He 

 

13:40-14:00 
Yanli Lei 

（类彦立）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4:00-14:20 Cynthia Y 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4:20-14:40 Jack Sunter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UK 

14:40-15:00 Petrus Te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長庚大學） 

15:00-15:20 
De-Hua Lai 

（赖德华）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学） 

15:20-15:40 Coffee break (20min) 

15:40-16:00 Rebecca Zufall  University of Houston, USA  

16:00-16:20 
Jie Xiong 

（熊杰）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6:20-16:40 Yi Feng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16:40-17:00 
Shan Gao 

（高珊）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海洋大学） 

17:00-17:20 Yifan Li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17:20-17:40 
Xiao Chen 

（陈晓）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海洋大学） 

17:40-18:00 
Ying Yan 

（阎莹）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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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上午研究生专场报告 

8:00-12:06 
研究生专场 
（A、B、C、D
四个分会场） 
 

A 会场 

（1 号厅） 

 
主持人: 
邱子健 
金立培 
 

8:00-8:11 卢博荣 鞘居虫科纤毛虫的分类学 

8:11-8:22 姜传奇 寡膜纲纤毛虫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8:22-8:33 张咏 半咸水生境固着目缘毛类纤毛虫的多样性研究 

8:33-8:44 王春荻 转录组与系统组学分析证明弹跳虫是形似寡毛类的腹毛类纤毛虫 

8:44-8:55 马明珍 四种淡水吸管虫的分类学与分子系统学研究 

8:55-9:06 李青霞 热带西太平洋浮游有孔虫 SSU rDNA 序列分析及其系统进化研究 
9:06-9:17 董天瑶 基于形态特征及多基因数据对 Oxytricha granulifera 不同种群的的分类学探讨 

9:17-9:28 王文平 厦门水库有壳虫多样性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9:28-9:39 Jean Claude 
Ndayishimiye 

New temperature transfer functions based on freshwater testate amoebae from China 

9:39-9:50 刘倩 北欧海微微型真核生物群落模式对北欧海复杂洋流的响应 

茶歇 15 分钟（9:50-10:05） 
10:05-10:16 马明洋 一种食藻鞭毛虫的鉴定及其摄食特性研究 

10:16-10:27 石峻峰 两种热带西太平洋现生浮游有孔虫的基因型分析 

10:27-10:38 王光营 自然选择转变多性别系统的嗜热四膜虫性比进化方向 

10:38-10:49 吕曼 雅浦海山区底栖有孔虫分子多样性及分布特征研究 

10:49-11:00 
李蒙 

实验室培养下温度和盐度对底栖有孔虫 Ammonia aomoriensis (Asano, 1951) 存活

和生长的影响——基于形态测量 

11:00-11:11 董帅帅 实验室培养条件下温度和盐度对底栖有孔虫群落的影响 

11:11-11:22 王影 浮萍棘尾虫（Stylonychia lemnae）纯培养体系培养条件优化研究 

11:22-11:33 马族航 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底栖纤毛虫群落结构的研究 

11:33-11:44 邓宇帆 滨海盐渍化土壤中真核微生物的组成与分布 

11:44-11:55 AL Mamun 
Abdullah 

Vertical variations in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iofilm-dwelling protozoa in coastal 
waters in the Yellow Sea, northern China 

11:55-12:06 王正 纤毛虫原生动物群落在鉴定微藻反捕食性中的研究 

 

B 会场 

（2 号厅） 

 
主持人: 
高兴政 
卢思奇 

8:00-8:11 李素瑾 布氏锥虫传代过程中基因的调控 

8:11-8:22 张玄 路氏锥虫细胞周期：细胞核与动基体的动态已经早期鞭毛变化研究 

8:22-8:33 王震杰 SD 大鼠抗弓形虫机制的初步研究 

8:33-8:44 苏碧秀 东方田鼠感染伊氏锥虫的研究 

8:44-8:55 
夏菁 

刚地弓形虫 ROP18I 在人细胞中通过靶定 NMI 抑制 IFN-γSTAT1 信号通路以实现

免疫逃避 

8:55-9:06 周丽娟 弓形虫毒力蛋白 ROP18 通过靶定 P2X1 抑制 ATP 诱导的细胞凋亡 
9:06-9:17 何成 宿主细胞蛋白 Vimentin 抑制弓形虫入侵，且其磷酸化水平受弓形虫 ROP18 调控 

9:17-9:28 董井泉 新孢子虫致密性颗粒抗原 GRA6 和 GRA7 的亚细胞定位 

9:28-9:39 何金蕾 杜氏利什曼原虫多表位 DNA 疫苗的构建 

9:39-9:50 张俊荣 利什曼原虫中国株（SC10H2）感染小鼠的免疫原性探讨 

茶歇 15 分钟（9:50-10:05） 

10:05-10:16 蔡小丽 抗锥虫药物研究 

10:16-10:27 
黄科星 

弓形虫 RH 株速殖子不同复苏代次毒力变化与 MIC 家族蛋白基因表达的关系研

究 

10:27-10:38 
邱雨舒 

基于CRISPR／Cas9技术的弓形虫酪氨酸羟化酶基因TH1/2缺陷虫株的构建及功

能研究 

10:38-10:49 张从曦 利用 iNOS-/- SD 大鼠建立脑型疟动物模型及其发病机理的研究 

10:49-11:00 郭怡佳 单细胞技术在弓形虫缓殖子功能研究中的应用 

11:00-11:11 李显赫 吉林省六种特种经济动物中人五毛滴虫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11:11-11:22 刘世芳 马泰勒虫病的诊疗及效果观察 

11:22-11:33 闻秀秀 新疆部分地区优势种革蜱携带绵羊无浆体的检测及其进化分析 

11:33-11:44 瓦热斯 ·吐
尔松 

银盾革蜱源性马泰勒病检测及鉴定 

11:44-11:55 谢小婉 新疆部分地区牛环形泰勒虫流行病学研究 

11:55-12:06 王莎莎 陕西省部分地区猪的蓝氏贾第虫多位点基因分型研究 

  

  



 

V 
 

8:00-12:06 
研究生专场 

（A、B、C、D
四个分会场） 

 

C 会场 

（3 号厅） 

 
主持人: 
许木启 
梁爱华 

8:00-8:11 闫冠雄 四膜虫交配型基因的自我/非自我识别功能研究 

8:11-8:22 王媛媛 四膜虫 N6-腺嘌呤 DNA 甲基化的全基因组分布 

8:22-8:33 张晶 E2FL1 基因在四膜虫减数分裂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8:33-8:44 杨焕 错配修复蛋白 Mlh3 在嗜热四膜虫有性生殖中的功能及内切酶活性分析 

8:44-8:55 杨文涛 四膜虫大核染色体结构比较分析 

8:55-9:06 范金凤 浮萍棘尾虫密码子使用偏好性分析 

9:06-9:17 周通 基于第三代测序技术的东海底栖真核微生物多样性研究 

9:17-9:28 潘永柏 mRNA 和 miRNA 测序揭示扇形游仆虫响应纳米银胁迫的分子机制 

9:28-9:39 王美 八肋游仆虫细胞无义 mRNA 识别机制研究 

9:39-9:50 石文鑫 贾第虫细胞无义 mRNA 识别机制研究 

茶歇 15 分钟（9:50-10:05） 

10:05-10:16 潘楠 应用比较转录组学研究冠突伪尾柱虫包囊形成相关基因及其调控机理 

10:16-10:27 孙佳佳 三伪尖毛虫营养期和包囊期的形态学及转录组学研究 

10:27-10:38 王兆艺 巨大豪斯曼虫（纤毛门，肾形纲）生活史比较转录组学研究 

10:38-10:49 王玉蕊 纤毛虫单细胞 rDNA 多态性及拷贝数研究 

10:49-11:00 卢雪芬 游仆虫属 β 微管蛋白基因重复研究 

11:00-11:11 巩志伟 两种纳米材料对海水原生动物双眉虫的毒性效应研究 

11:11-11:22 吕洋 纳米银颗粒对两种纤毛虫的细胞毒理研究 

11:22-11:33 杜明磊 三种纳米材料对两种纤毛虫抗氧化酶活性影响的研究 

11:33-11:44 陈婧一 铵态氮和呋喃西林及其交互作用对原生动物的毒性效应：抗氧化物酶活性的研究 

11:44-11:55 阮园园 利用原生动物评价苯酚生态毒性：群体生长和抗氧化物酶活性 

11:55-12:06 李浇 中国利什曼原虫无鞭毛体前鞭毛体比较蛋白组学研究 

 

D 会场 

（5 号厅） 

 
主持人: 
汪建国 
沈继龙 

8:00-8:11 赵丹丹 寄生异育银鲫体表龟壳单极虫的生活史研究 

8:11-8:22 王哲 十六线斜管虫的形态学描述和致病性研究 

8:22-8:33 郭庆祥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proteomics of myxozoan polar capsules 

8:33-8:44 周彤 固着于克氏原螯虾体表的盖虫一新种的鉴定与描述 

8:44-8:55 张波 寄生鲫两种粘孢子虫的形态学、组织学和系统学研究 

8:55-9:06 刘嘉敏 寄生鲢咽喉的喉居碘泡虫（新种）的形态和分子特征（黏孢子虫纲：碘泡科） 

9:06-9:17 杨生华 口腔碘泡虫 (黏孢子虫纲：碘泡科) 宿主新纪录及种群分化研究 

9:17-9:28 杜燕红 乌鳢外寄生车轮虫生物多样性 

9:28-9:39 余复昌 人类和非人灵长类肠道寄生原虫人兽共患传播风险研究 

9:39-9:50 赵媛莉 无脊椎动物宿主抗粘孢子虫感染的免疫应答初步研究 

茶歇 15 分钟（9:50-10:05） 

10:05-10:16 叶青青 几种腔道寄生原虫微氧环境适应的趋同进化 

10:16-10:27 吕章夏 贾第虫一新种的发现及贾第虫宿主适应策略的探讨 

10:27-10:38 
黄平平 

基于形态学、DNA 和 cDNA 高通量测序的黄渤海沉积物中纤毛虫多样性和分布
比较 

10:38-10:49 王欢 Bursaria sp. 包囊形成过程 

10:49-11:00 刘新华 中、俄鱼类粘孢子虫多样性研究 

11:00-11:11 王梦云 一种吮噬虫的生活史研究 

11:11-11:22 袁丹妮 小球藻培养中原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研究 

11:22-11:33 王静毅 土壤腹毛目纤毛虫形态学以及细胞发生学研究 

11:33-11:44 汤荣成 盐度和食物对海洋纤毛虫—盐蚕豆虫种群生长的影响 

11:44-11:55 张惠茹 土壤纤毛虫-库氏殖口虫(Gonostomum kuehnelti)的形态学和细胞发生学研究 

11:55-12:06 
杨永强 

土壤纤毛虫群落对退耕还林生态恢复的响应及其对退还效果的评价- 以甘肃省

古浪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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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下午分组报告及闭幕式 

13:30-17:20 

分组报告 

（A、B、C 三

个分会场） 

 

A 会场 

（1 号厅） 

 

主持人: 

文建凡 

高珊 

 

13:30-13:55 王伟 四膜虫有性生殖过程中小核重塑和基因组修复的分子机制〖中型〗 

13:55-14:20 高凤 海洋纤毛虫扇形游仆虫（Euplotes vannus）的有性生殖过程研究〖中型〗 

14:20-14:35 宋晓元 嗜热四膜虫三维基因组结构 

14:35-14:50 李继秋 利用原生动物评价抗生素呋喃西林的生态毒性 

14:50-15:05 陈瑛 耐污原生动物研究进展 

15:05-15:20 张倩倩 厌氧纤毛虫 Metopus 转录组中的后期转移基因 

15:20-15:35 史磊 纤毛蛋白 ZMYND10 在第四双小核草履虫细胞中的功能研究 

茶歇 30 分钟（15:35-16:05） 

16:05-16:20 王软林 八肋游仆虫中编程性核糖体移码基因的鉴定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16:20-16:35 刘盖 鞭毛内运输复合体（IFT）在基体和细胞质内的组装机制 

16:35-16:50 李毓劲 衣滴虫异养生长的形成机制 

16:50-17:05 王海燕 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特性研究 

 

B 会场 

（2 号厅） 

 

主持人: 

张西臣 

黄兵 

13:30-13:55 张西臣 原虫端粒及相关蛋白研究 〖中型〗 

13:55-14:20 沈继龙 弓形虫效应分子 GRA15II 诱导的不良妊娠结局及其机制研究〖中型〗 

14:20-14:45 韩红玉 柔嫩艾美耳球虫钙依赖蛋白激酶 4 功能特性的初步研究〖中型〗 

14:45-15:10 陈达丽 中国西北荒漠地区蜥蜴感染利什曼原虫的分子检测〖中型〗 

15:10-15:25 袁子国 弓形虫相关蛋白致脑损伤机制研究 

15:25-15:40 张厚双 弓形虫 SRSs 蛋白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茶歇 30 分钟（15:40-16:05） 

16:05-16:20 郑君 弓形虫 TgTCTP 在虫体生长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16:20-16:35 曹世诺 弓形虫 Clp 家族蛋白：ClpB1 蛋白的鉴定及其功能的研究 

16:35-16:50 孙铭飞 鸡球虫不同发育阶段代谢组的比较分析 

16:50-17:05 赵光辉 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芽囊原虫基因分型研究 

17:05-17:20 李娟 
Effect and regulation of Host Autophagy on Infection of Cryptosporidium 

parvum 

 

C 会场 

（3 号厅） 

 

主持人: 

冯耀宇 

林晓凤 

13:30-13:55 赵元莙 寄生黏孢子虫与其寄主的相关性问题〖中型〗 

13:55-14:20 顾泽茂 鱼类寄生粘孢子虫的起源与进化研究〖中型〗 

14:20-14:35 唐发辉 车轮虫种类鉴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14:35-14:50 柳阳 鲫寄生粘孢子虫的分类学研究 

14:50-15:05 杨承忠 角形虫分子及形态演化规律的研究 

15:05-15:20 尹飞 海水鱼寄生纤毛虫刺激隐核虫生活史细胞形态结构研究 

15:20-15:35 胡俊杰 中国的肉孢子虫研究 

茶歇 30 分钟（15:35-16:05） 

16:05-16:20 丰美萍 
Long term variation in occurrence and lorica dimensions of tintinnids in a 

semi-enclosed basin ecosystem of western Pacific 

16:20-16:35 蔡昇芳 細菌對纖毛蟲 Strombidium sp.攝食鞭毛藻的影響 

16:35-16:50 徐大鹏 南海微型真核生物多样性与活性研究 

16:50-17:05 詹子锋 厚鱼钩虫的分子地理学研究 

17:05-17:20 赵萍 浙江汤浦水库原生动物群落结构分析 

闭幕式（17:30）（宴会厅 1 和 2） 

主持人: 陈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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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th Congress of Chinese Protozoological Society & the 19th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diversity and Evolution of Protozoa (ISBEP) 

 

Programme 

（November 17-21, 2017, Guangzhou, China） 

1. Plenary Sessions, 30 min (Jianguo WANG, 40 min); 

2. Keynote Speakers, 25 min (Lecture 20 min + Q&A 5 min); 

3. Other Speakers, 15 min (Lecture 12 min + Q&A 3 min); 

4. Graduate Speakers, 11 min (Lecture 8 min + Q&A 3 min); 

5. ISBEP speakers, 20 min; 

6. Poster Presentation & Assessment: Midday, November 19. Please put up your poster in Multi-function Hall after the 

Member’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on November 18, and tear them down before 18:00pm on November 19.  

Day /Time Morning Lunch Afternoon Dinner Evening 

Friday, 

Nov 17 

Arrival, Registration ( Kaifeng Hotel Lobby) 

(Address: North ga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88 East Binjiang Road,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Tel：20-89222888) 

Council Meeting 

(20:00 pm) 

(Meeting Room 1) 

Saturday, 

Nov 18 

1. Opening Ceremony 

( 8:30-9:10 am) 

2. Group Photo  (9:10-9:30 am) 

3. Plenary Session (in Chinese) 

(9:40-11:50 am) 

( Jianguo WANG, Qijun CHEN, Jun 

GONG, Hongjuan PENG) 

(Multi-function Hall) 

 Group Sessions (in Chinese) 

( 13:30-17:30 pm) 

Session A, B, C 

Coffee Break (30 min) 

(Meeting Room 1, Meeting Room 

2, Meeting Room 3) 

 The 10th Congress 

of Chinese 

Protozoological 

Society 

(19:00 pm) 

(Multi-function 

Hall) 

Sunday, 

Nov 19 

ISBEP Session 

(8:00-12:00 am) 

Group photo and Coffee Break 

(40 min) 

(Multi-function Hall) 

(Posters’ numbers were assigned in 

the abstract book) 

Poster 

P & A 

ISBEP Session 

(13:40-18:00 pm) 

Coffee Break (20 min) 

(Multi-function Hall) 

(Posters’ numbers were assigned in 

the abstract book) 

 The New Council 

Committee Meeting  

(19:30 pm) 

 

(Meeting Room 1) 

Monday, 

Nov 20 

Graduate Sessions (in Chinese) 

(8:00-12:06 am) 

Session A, B, C, D 

21 Graduate Speakers /Session 

Coffee Break (15 min) 

(Meeting Room 1, Meeting Room 

2, Meeting Room 3, Meeting Room 

5) 

 Group Sessions (in Chinese) 

(13:30-17:20 pm) 

Session A, B, C  

Coffee Break (25-30 min) 

(Meeting Room 1, Meeting Room 

2, Meeting Room 3) 

 

 

Closing Ceremony, 

Dinner  

(17:30 pm) 

 

(Multi-function Hall 

& Chinese 

Restaurant) 

Tuesday, 

Nov 21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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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18, 2017   

Morning: Opening Ceremony & Plenary Session; Afternoon: Group Sessions 
8:30-9:30 

( Multi-funct

ion Hall) 

Chairperson:  

Zhao-Rong 

LUN 

Opening Ceremony, Group Photo 

 

9:40-11:50 

Plenary 

Session 

( Multi-funct

ion Hall) 

Chairperson: 

Weibo SONG 

9:40-10:20 Fukang Gu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otozoological Society〖Plenary Lecture 40 min〗 

10:20-10:50 Qijun CHEN 疟原虫免疫逃避机制研究〖Plenary Lecture〗 

10:50-11:20 Jun GONG 
Bridgingthe gap between protist ribotypes and phenotypes〖Plenary 

Lecture〗 

11:20-11:50 Hongjuan PENG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racellular Protozoa–Host Interaction 

〖Plenary Lecture〗 

11:50-14:00 Lunch 

13:30-17:30 

Group 

Sessions 

(Sessions A, 

B, C) 

 

Session A 

(Meeting 

Room 1) 

 

Chairpersons: 

Yingzhi NING, 

Sang BA 

13:30-13:55 徐奎栋 
海洋纤毛虫生物多样性及分布格局：从近海到深海  〖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Jun YANG 

DNA metabarcoding reveals that 200 µm size-fractionated filtering is 

unabl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planktonic microbial and large eukaryotes

〖Keynote Speaker〗 

14:20-14:45 颜庆云 微生物群落构建机制及演替规律〖Keynote Speaker〗 

14:45-15:00 
Wuchang 

ZHANG 

Planktonic ciliate assemblage in different water masses in Prydz Bay (east 

Antarctica) during austral summer 

15:00-15:15 Wenjing ZHANG 
Genetic diversity patterns of microeukaryotic plankton communitiesin 

Shenhu Bay, southeast China 

15:15-15:45 pm Coffee Break (30 min) 

15:45-16:00 Li WANG 
The effect of protozoa on functional microbial in harbin section of the 

Songhua river 

16:00-16:15 Kexin RE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mmunity assembly of free-living 

amoebae in subtropical river-reservoir systems 

16:15-16:30 张翔 缢蛏中间培育过程中浮游生物群落动态 

16:30-16:45 Lingyun CHEN 

Response of soil ciliate communities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Program 

16:45-17:00 Sha QI 
The community of soil protozoa response to grassland degeneration 

caused by grazing in Tibetan Plateau alpine meadow 

17:00-17:15 Zhaocui MENG 
Benthic ciliate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composition along water depth 

gradient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tertidal and offshore areas 

17:15-17:30 张伟 近海周丛生纤毛虫群落构建机制 

 

Session B 

(Meeting 

Room 2) 

 

Chairpersons: 

Longxian 

ZHANG, 

Zemao GU 

13:30-13:55 Qun LIU 弓形虫半胱氨酸蛋白酶的功能及作用机制〖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Yaoyu FENG 
Genome evolution and host specificity of Cryptosporidium〖Keynote 

Speaker〗 

14:20-14:45 
Longxian 

ZHANG 

The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Three Intestinal Parasitic Protozoans in 

Captive GoldenSnub-nosed Monkey in Zoos in China〖Keynote Speaker〗 

14:45-15:00 Kun WU 新技术在弓形虫基因功能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15:00-15:15 Zhaoguo CHEN 
Immunolocation and enzyme activity analysis of Cryptosporidium parvum 

enolase 

15:15-15:45 pm Coffee Break (30 min) 

15:45-16:00 Jianping CHEN 
Study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 on impacts of Toxoplasma gondii to 

mice learning ability during acute infection phase 

16:00-16:15 Jinzhong CAI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arcocystis from yak in Qinghai 

province 

16:15-16:30 Na LI 
High-resolution subtyping and genetic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of 

Cryptosporidium ubiqu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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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5 Yaqiong GUO 
Population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Cyclospora cayetanensis from 

discrete geographical regions 

16:45-17:00 Zhi-Shen XU 
The involvement of vacuolar ATPase to normal human serum APOL-1 

mediated trypanolysis in Trypanosoma brucei 

17:00-17:15 Jiang-Mei GAO 流行中国弓形虫虫株基因型及毒力分析 

17:15-17:30 Yan-Zi WEN The Role of PAGs on the Evol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rypanozoon 

 

Session C 

(Meeting 

Room 3) 

 

Chairpersons: 

Kuo-Ping 

CHIANG, 

Jun GONG 

13:30-13:55 Chen SHAO 

Morphological redescription and morphogenesis of Neourostylopsis flava 

(Pan et al., 2016) (Ciliophora, Hypotricha)with redefinition of 

Neourostylopsis〖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Xinpeng FAN 
Morphological studies on the extrusomes of hypotrichous ciliates

〖Keynote Speaker〗 

14:20-14:45 Hongan LONG Spontaneous mutations of organisms〖Keynote Speaker〗 

14:45-15:00 Henglong XU 
Study on functional redundancy of protozoan communities in marine 

ecosystems 

15:00-15:15 Xiaofeng LIN High biodiversity of ciliated protozoa in mangrove wetlands 

15:15-15:45 pm Coffee Break (30 min) 

15:45-16:00 Daode JI Optimized protocol of protargol impregnation for ciliated protozoa 

16:00-16:15 Ping SUN 
Marked seasonality and high spatial variation in estuarine ciliates are 

driven by exchanges between the ‘abundant’ and ‘intermediate’ biospheres 

16:15-16:30 Hongbo PAN 
Progress in phylogeny of Cyrtophoria (Ciliophora, Phyllopharyngea), and 

morphology of several rarely known species 

16:30-16:45 Xuming PAN 
Biodiversity of ciliates in Subclass Scuticociliatia and Peniculia(Protozoa, 

Ciliophora) from Songhua River 

16:45-17:00 Xumiao CHEN 
Taxonomic studies on two cyrtophorid species with phylogenetic analyses 

based on small-subunit rDNA sequences 

17:00-17:15 Ju LI 
Systematics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the Ciliate Genus 

Pseudokeronopsis (Ciliophora, Hypotrichia) 

17:15-17:30 Lin YAO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Stylonychiain molecular cell biology field 

 

 

Sunday, November 19, 2017, ISBEP Sessions 

8:00-12:00 am 

 

Chairpersons: 

Zhao-Rong Lun, 

Alan Warren 

 

8:00-8:20 Philippe Bastin 
Tubulin polyglutamylation determines railway tracks for intraflagellar transport 

Institute Pasteur, France 

8:20-8:40 Jun Cao 
Diversity of malaria parasites in the setting of eliminaiton 

Jiangsu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8:40-9:00 
Vyacheslav 

Yurchenko 

Diversity of RNA viruses in trypanosomatids  

University of Ostrava, Czech Republic 

9:00-9:20 Kaiyao Huang 

Functions of ectosome release in flagellar membrane remodeling and cell-cel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9:20-9:40 Alan Warren 

Beyond the “Code”: A guide to the descrip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iliated protists (Alveolata, Ciliophor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UK 

9:40-10:00 Jigang Wang 
The recent progress of chemical biology in artemisinin mechanism resear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0:00-10:40 Group photo and Coffee Break (40 min) 



 

X 
 

10:40-11:00 Hongbin Liu 
Bottom-up and top-down regulation of Noctiluca scintillan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00-11:20 Mann Kyoon Shin 

My recent journey to the phylogeny of heterotrichous ciliates (Protozoa, Ciliophora, 

Heterotrichea) 

University of Ulsan, Korea 

11:20-11:40 Kuo-Ping Chiang 
Feeding mechanisms of mixotrohpic nanoflagellates (Haptophyte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11:40-12:00 Geoff Hide 
High frequency of infection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the parasite Toxoplasma gondii 

University of Salford, UK 

            12:00-13:40 Lunch 

13:40-18:00 pm 

 

Chairpersons: 

Shan Gao, 

Cynthia He 

 

13:40-14:00 Yanli Le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protozoans foraminifer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4:00-14:20 Cynthia Y He 
The “peculiar” autophagy in Trypanosoma bruc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4:20-14:40 Jack Sunter 
Flagellar pocket shape in Leishmania is a critical for parasite pathogenicity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UK 

14:40-15:00 Petrus Te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of a dwarf Trichomonas vaginalis genome illustrates 

challenges on the 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Trichomonadidae 

Chang Gung University 

15:00-15:20 De-Hua Lai 

The challenges of living inside a host cell for intracellular parasitic protozoans:  

host cells armed  

Sun Yat-Sen University 

15:20-15:40 Coffee Break (20 min) 

15:40-16:00 Rebecca Zufall  

Evolutionary consequences of genome architecture in the ciliate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mutation rate and Muller's ratchet 

University of Houston, USA  

16:00-16:20 Jie Xiong 
Tetrahymena comparative genomics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6:20-16:40 Yi Feng 
Genome rearrangement in Euplotes woodruffi: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16:40-17:00 Shan Gao 

Replication-transcription conflicts are regulated by cell cycle-dependent oscillation of 

histone H3 K27 mono-methyl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17:00-17:20 Yifan Liu 

A germline-limited piggyBac transposase gene is required for precise excision in 

Tetrahymena genome rearrange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17:20-17:40 Xiao Chen 

Evolutionary position analysis of nonculturable ciliated microeukaryotes by a simple and 

unsupervised method (GPSit) integrating single-cell sequencing data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17:40-18:00 Ying Yan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Gene Families using 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 from Diverse 

Ciliate Class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XI 
 

Monday, November 20, 2017 

Morning: Graduate Sessions 

8:00-12:06 am 
Graduate 
Sessions 

(Session A, B, 
C, D) 

 

Session A 

(Meeting Room 

1) 

 

Chairpersons: 

Zijian QIU, 
Lipei JIN 

8:00-8:11 Borong LU 
Taxonomic Studies on Three Species of Thuricola (Ciliophora, Oiloghymenophorea, 
Peritrichida) 

8:11-8:22 姜传奇 寡膜纲纤毛虫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8:22-8:33 Yong 
ZHANG 

High diversity of sessilid peritrich ciliates in brackish waters 

8:33-8:44 Chundi 
WANG 

Transcriptome and phylogenomic analyses revealhalterids (Protist, Ciliophora) as 
“oligotrichous” hypotrichs 

8:44-8:55 Mingzhen 
MA 

Taxonom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four freshwater suctorid ciliates (Ciliophora, 
Suctoria) 

8:55-9:06 
Qingxia LI 

Sequence Analysis of SSU rDNA and Phylogenetic Evolution of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in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Ocean 

9:06-9:17 Tianyao 
DONG 

Taxonomic studies of different Oxytricha granulifera isolates based on 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multi-gene analyses 

9:17-9:28 Wenping 
WANG 

Patterns of testate amoebae diversity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in two 
subtropical reservoirs 

9:28-9:39 Jean 
Claude 
NDAYISHI
MIYE 

New temperature transfer functions based on freshwater testate amoebae from China 

9:39-9:50 Qian LIU Community pattern of picoeukaryotes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ex Nordic Sea Current 

9:50-10:05 am Coffee Break (15 min) 
10:05-10:16 

Mingyang 
MA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ystems to study the grazing-resistance mechanism of 
microaglae Chlorella sorokiniana against predatory flagellate Poterioochromonas 
malhamensis 

10:16-10:27 Junfeng 
SHI 

Genotypes of Two Current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Species in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Ocean 

10:27-10:38 Guangying 
WANG 

Natural selection shifts the direction of sex ratio evolution in the multisex system of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10:38-10:49 
Man LYU 

Molecular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enthic foraminifera in Yarp Seamount 
area 

10:49-11:00 
Meng LI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e of benthic foraminifera 
Ammonia aomoriensis (Asano, 1951) under laboratory culture experiment——based 
on morphological measurement 

11:00-11:11 Shuaishuai 
DONG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benthic foraminiferal communities in laboratory 
culture 

11:11-11:22 Ying 
WANG 

Optimization of culture conditions for pure culture system of Stylonychia lemnae 

11:22-11:33 Zuhang 
MA 

Species diversity of benthic ciliates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ongtan Wetland on Chongming Island, Shanghai 

11:33-11:44 Yufan 
DENG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microeukaryotic diversity in salinized coastal 
soils 

11:44-11:55 AL 
MAMUN 
ABDULLA
H 

Vertical variations in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iofilm-dwelling protozoa in coastal 
waters in the Yellow Sea, northern China 

11:55-12:06 Wang 
ZHENG 

Identifying defense against ciliate grazing of microalgae using protozoan community 

 

Session B 

(Meeting Room 

2) 

 

Chairpersons: 

Xingzheng 

8:00-8:11 
Su-Jin LI 

Changes of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he long term and rapidly subculture of 
Trypanosoma brucei 

8:11-8:22 Xuan 
ZHANG 

Cell cycle events during in vitrocultivation blood stream forms of zoonotic pathogen 
Trypanosoma lewisi 

8:22-8:33 Zhenjie 
WANG 

The resistance of Sprague Dawley rat against Toxoplasma gondii infection 

8:33-8:44 Bi-Xiu Su The outcome of Microtus fortis infected with Trypanosomaev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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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Siqi LU 

8:44-8:55 
Jing XIA 

Toxoplasma gondii ROP18I, but not ROP18II, suppresses IFN-γ/STAT1 pathway by 
targeting NMI in human cells 

8:55-9:06 Lijuan 
ZHOU 

Toxoplasma gondii ROP18 inhibits ATP induced cell apoptosis by targeting host cell 
P2X1 

9:06-9:17 
Cheng HE 

Host Cell Vimentin Restrains Toxoplasma gondii Invasion and Phosphorylation of 
Vimentin is Partially Regulated by Interaction with TgROP18 

9:17-9:28 Jingquan 
DONG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GRA6 and GRA7 in Neospora caninum 

9:28-9:39 Jinlei HE Construction of multi-epitope DNA vaccine for Leishmania donovani 

9:39-9:50 Junrong 
ZHANG 

Elaluation of the immunogenicity of the Sichuan human strain of Chinese leishmania 
isolates(SC10H2) in mice 

9:50-10:05 am Coffee Break (15 min) 

10:05-10:16 Xiao-Li 
CAI 

A novel potential oral trypanocide 

10:16-10:27 Kexing 
HUANG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rulence of Toxoplasma gondii RH strain 
tachyzoites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major protein 

10:27-10:38 
Yushu QIU 

CRISPR／Cas9-based construction of THI／lI deficient strain of Toxoplasma gondii 
and its functional study 

10:38-10:49 Cong-Xi 
ZHANG 

Pathogenesis research of iNOS-/- SD ratexperimental cerebral malaria 

10:49-11:00 
Yijia GUO 

Application of Single-cell technology for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oxoplasma gondii 
bradyzoite 

11:00-11:11 
Xianhe LI 

Prevalence of Pentatrichomonas hominis infections in six farmed wildlife species in 
Jilin, China 

11:11-11:22 Shifang 
LIU 

The Efficiency Observation of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for Equine Theileriasis 

11:22-11:33 Xiu-xiu 
WEN 

The detection and Evolution Analysis of Anaplasma ovis Carried by Superiority 
Media Dermacentor in Part of Xinjiang Region 

11:33-11:44 Tuersong 
WARESI 

Pathogen DNA ofTheileria equi testing from Dermaccentorniveus 

11:44-11:55 Xiaowan 
XIE 

Infection situation of Bovine Tropical Theileriosis in partial areas of Xinjiang 

11:55-12:06 Shasha 
WANG 

Multilocus genotyping of Giardia duodenalis in pigs frompartial regions of 
Shaanxiprovince 

 
 
 
 

 

  

8:00-12:06 am 
Graduate 
Sessions 

 (Session A, B, 
C, D) 

 

Session C 

(Meeting Room 

3) 

 

Chairpersons: 

Muqi XU, 
Aihua LIANG 

8:00-8:11 
Guanxiong 
YAN 

ResearchofSelf- and non-self-recognition function of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mating type determination genes 

8:11-8:22 
Yuanyuan 
WANG 

The genome distribution of N6-adenine DNA methylation in Tetrahymena 

8:22-8:33 
Jing 
ZHANG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E2fl1 and Dpl2during 
meiosis in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8:33-8:44 
Huan 
YANG 

Function and endonuclease activity analysis of mismatch repair protein 
Mlh3inTetrahymena thermophila 

8:44-8:55 
Wentao 
YANG 

Analyses of macronucleus chromosome syntenic relationship among Ten Tetrahymena 
species 

8:55-9:06 
Jinfeng 
FAN 

Analysis of codon usage bias in stylonychia lemnae 

9:06-9:17 周通 基于第三代测序技术的东海底栖真核微生物多样性研究 

9:17-9:28 
Yongbo 
PAN 

Transcriptomic and microRNAomic profiling reveals molecular mechanisms to cope 
with silver nanoparticle exposure in Euplotes vannus 

9:28-9:39 王美 八肋游仆虫细胞无义 mRNA 识别机制研究 

9:39-9:50 石文鑫 贾第虫细胞无义 mRNA 识别机制研究 

9:50-10:05 am Coffee Break (15 min) 

10:05-10:16 
Nan PAN 

Study on the related genes in encystment of Pseudourostyla cristata and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 by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ics 

10:16-10:27 
Jiajia SUN 

Morphology and transcriptomicsofvegetative cells and resting cells of Oxytricha 
trifal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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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10:38 Zhaoyi 
WA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criptome of Hausmanniella magna (Ciliophora, 
Colpodea) in its life cycle 

10:38-10:49 Yurui 
WANG 

Sequence variation and copy number of rDNA from single cell analyses of ciliates 

10:49-11:00 Xuefen LU A case study on the gene duplication on beta-tubulin gene in ciliates Euplotes 

11:00-11:11 Zhiwei 
GONG 

Toxic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nanomaterials on the marine protozoanDiophrys 

11:11-11:22 Yang LV A study on the cytotoxity of nano-Ag particles on two ciliates 

11:22-11:33 Minglei 
DU 

The effects of three nanometer materials on antioxidase activity in two ciliates 

11:33-11:44 Jingyi 
CHEN 

Interactive ecotoxicity of ammonium nitrogen and nitrofuracilin in protozoan：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11:44-11:55 Yuanyuan 
RUAN 

Integrating biological responses for evaluating phenol-induced ecotoxicity:  
antioxidase activ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dynamic in model ciliated protozoa 

11:55-12:06 Jiao LI 
The study of different stage-specific proteins between Chinese Leishmania 
promastigotes and amastigotes 

 

Session D 

(Meeting Room 

5) 

 

Chairpersons: 

Jianguo 
WANG, 

Jilong SHEN 
 

8:00-8:11 Dandan 
ZHAO 

Involvement of aurantiactinomyxon in the life cycle of Thelohanellus testudineus 
(Cnidaria: Myxosporea) from allogynogenetic gibel carp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with morphological, ultra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analysis 

8:11-8:22 Zhe WANG Themorphologyandpathologyofaectoparasiticciliate, Chilodonella hexasticha 

8:22-8:33 Qingxiang 
GUO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proteomics of myxozoan polar capsules 

8:33-8:44 Tong 
ZHOU 

Morphologicaldescription of Operculariaovalis sp. n. isolated from Procambarus 
clarkia 

8:44-8:55 Bo 
ZHANG 

Taxonomy of two myxosporea species from gibel carp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8:55-9:06 
Jiamin LIU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Myxobolus gutturocola n. sp. 
(Myxozoa: Myxobolidae) from the throat of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in China 

9:06-9:17 Shenghua 
YANG 

The new host record of Myxobolus oralis (Myxosporea: Bivalvulida) and its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9:17-9:28 Yanhong 
DU 

Study on the biodiversity of ectoparasitic trichodinids from Channa argus 

9:28-9:39 Fuchang 
YU 

Study of of Three Intestinal Parasitic Protozoans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in 
Zhengzhou 

9:39-9:50 Yuanli 
ZHAO 

Immunological responses of inveterbrate host against myxosporeans, a case study of 
-Branchiurasowerbyi against Myxoboluscultus by transcriptome analysis 

9:50-10:05 am Coffee Break (15 min) 

10:05-10:16 Qingqing 
YE 

The convergent adaptation of energy metabolism to microaerobic environments in 
several lumen-dwelling protozoan parasites 

10:16-10:27 Zhangxia 
LYU 

A New Species of Giardia and it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Host Parasitism Strategy of 
Giardia 

10:27-10:38 Pingping 
HUANG 

Assessment of ciliate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in marine sediments based onthe 
morphology, and DNA and cDNA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10:38-10:49 Huan 
WANG 

Primary observation of encystment process of Bursaria sp. 

10:49-11:00 Xinhua 
LIU 

The diversity of Myxosporea of fishes in China and Russia 

11:00-11:11 Mengyun 
WANG 

Morphology and feeding characteristic of Vernalophrys algivore isolated from 
Scenedusmus culture 

11:11-11:22 Danni 
YUAN 

Study on Chlorella sorokiniana growth and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protozoan with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11:22-11:33 Jingyi 
WANG 

Morphology and morphogenesis of a novel soil ciliate (Ciliophora, Hypotricha) 

11:33-11:44 
Rongcheng 
TANG 

Effects of Salinity and Food Supply on Population Growth of Marine Benthic 

Ciliate,Fabrea salina 

11:44-11:55 Huiru 
ZHANG 

Morphology, morphogenesis,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a soil ciliate, Gonostomum 
kuehnelti Foissner, 1987 (Ciliophora, Hypotrichia), from Northwest China 

11:55-12:06 Yongqiang 
YANG 

Response of soil ciliate communities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Program: A case study of 
Gulang,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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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0, 2017 

Afternoon: Group Sessions & Closing Ceremony 

13:30-17:20 pm 

Group Sessions 

(Session A, B, 

C) 

 

 

Session A 

(Meeting 

Room 1) 

 

Chairpersons: 

Jianfan WEN, 

Shan GAO 

 

13:30-13:55 王伟 四膜虫有性生殖过程中小核重塑和基因组修复的分子机制〖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Feng 

GAO 

Sexual reproduction in the marine ciliate Euplotes vannus (Ciliophora, Euplotia)

〖Keynote Speaker〗 

14:20-14:35 宋晓元 嗜热四膜虫三维基因组结构 

14:35-14:50 Jiqiu LI 
Ecological toxicity assessment of nitrofurazone by using protozoa as model 

organism 

14:50-15:05 
Ying 

CHEN 
Study development on pollutant tolerant Protozoa 

15:05-15:20 
Qianqian 

ZHANG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ereveals complicated metabolisms ofthe anaerobic 

ciliateMetopus 

15:20-15:35 Lei SHI Functional study on ciliopathy-associated protein ZMYND10 /Blu in Paramecium 

15:35-16:05 pm Coffee Break (30 min) 

16:05-16:20 
Ruanlin 

WANG 
Construction of the Euplotes octocarinatus genome database (EOGD) 

16:20-16:35 Gai LIU The assembly of Intraflagellar Transport at the basal body and in the cytoplasm 

16:35-16:50 Yujin LI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terotrophic growth of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 

on acetate 

16:50-17:05 王海燕 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特性研究 

17:05-17:20   

 

 

Session B 

(Meeting 

Room 2) 

 

Chairpersons: 

Xichen 

ZHANG, 

Bing HUANG 

13:30-13:55 张西臣 原虫端粒及相关蛋白研究 〖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沈继龙 
弓形虫效应分子 GRA15II 诱导的不良妊娠结局及其机制研究〖Keynote 

Speaker〗 

14:20-14:45 
Hongyu 

HAN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a novel calcium-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4 from Eimeria tenella〖Keynote Speaker〗 

14:45-15:10 
Dali 

CHEN 

Molecular detection and phylogenetic inference of Leishmania spp. in some desert 

lizards from Xinjiang Uygur Automous Region, China〖Keynote Speaker〗 

15:10-15:25 袁子国 弓形虫相关蛋白致脑损伤机制研究 

15:25-15:40 
Houshuang 

ZHANG 

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urface antigen 1-related sequences 

(SRSs)of Toxoplasma gondii 

15:35-16:05pm Coffee break (30 min) 

16:05-16:20 
Jun 

ZHENG 

Translationally controlled tumor protein is required for the fast growth of 

Toxoplasma gondii and maintenance of its intracellular development 

16:20-16:35 
Shinuo 

CAO 

Toxoplasma gondii Clp family protein: TgClpB1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thermotolerance 

16:35-16:50 
Mingfei 

SUN 

Metabolomic Profiling of Eimeria tenella life cycle stages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16:50-17:05 
Guanghui 

ZHAO 
Genotyping of Blastocystis in pigs from partial regions of Shaanxi province 

17:05-17:20 Juan LI Effect and regulation of Host Autophagy on Infection of Cryptosporidium parvum 

 



 

XV 
 

 

 

Session C 

(Meeting 

Room 3) 

 

Chairpersons: 

Yaoyu FENG, 

Xiaofeng LIN 

13:30-13:55 
Yuanjun 

ZH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xosporean parasite and its host〖Keynote Speaker〗 

13:55-14:20 顾泽茂 鱼类寄生粘孢子虫的起源与进化研究〖Keynote Speaker〗 

14:20-14:35 
Fahui 

TANG 
Remark on problems of species identification for trichodinids 

14:35-14:50 柳阳 鲫寄生粘孢子虫的分类学研究 

14:50-15:05 
Chengzho

ng YANG 

Relationship of co-evolution between Henneguya doneci and Carassius auratus in 

Yangtze River Basin 

15:05-15:20 Fei YIN 
Ultra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cells at different life history stages of Cryptocaryon 

irritans (Ciliophora: Prostomatea), a parasitic ciliate of marine fishes 

15:20-15:35 Junjie HU Sarcocystis spp. in animals and humans in mainland of China 

15:35-16:05 pm Coffee Break (30 min) 

16:05-16:20 
Meiping 

FENG 

Long term variation in occurrence and lorica dimensions of tintinnids in a 

semi-enclosed basin ecosystem of western Pacific 

16:20-16:35 
Sheng-Fang 

TSAI 

Effect of bacteria for grazing experiment of ciliate Strombidium sp. on 

nanoflagellate 

16:35-16:50 
Dapeng 

XU 

Microbial eukaryote diversity and activity in the water colum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DNA and RN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16:50-17:05 詹子锋 厚鱼钩虫的分子地理学研究 

17:05-17:20 
Ping 

ZHAO 
Characteristics of protozoan community in Tangpu Reservoir，Zhejiang Province 

Closing Ceremony & Dinner ( 17:30 pm) ( Multi-function Hall & neighbor room) 

Chairperson: Xiaogu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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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按单位名称和姓氏的拼音字母排序) 

姓名 职称 单位 邮箱 

沈继龙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shenjilong53@126.com 

余莉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lilyyu33@126.com 

高兴政 教授 北京大学 gxz_0407@sina.com 

鄧致刚 教授 長庚大學 petang@mail.cgu.edu.tw 

李娟 副研究员 广东省农科院动物卫生所 lijuan413@126.com 

林栩慧 助理研究员 广东省农科院动物卫生所 596229015@qq.com 

孙铭飞 研究员 广东省农科院动物卫生所 smf7810@126.com 

吴彩艳 副研究员 广东省农科院动物卫生所 396386408@qq.com 

吴磊 研究实习员 国家海洋局珠海中心站 aleiwoo@163.com 

蔡昇芳 助理研究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d92310001@mail.ntou.edu.tw 

蔣國平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kpchiang@mail.ntou.edu.tw 

蔡兴隆 博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caibetheone@163.com 

陈欢 博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swxch@126.com 

陈瑛 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 lh6666@126.com 

杜明磊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1343728988@qq.com 

范金凤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1207549582@qq.com 

李祯祥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hsdlzx1994@163.com 

母伟杰 讲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alicejie2005@163.com 

潘蒙蒙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1623686187@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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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11048@qq.com 

王影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276219289@qq.com 

王重女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m18249794160_1@163.com 

姚琳 讲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yaolin329@163.com 

郑维彬 硕士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 13224633544@163.com 

李凤超 教授 河北大学 lifengchao2000@126.com 

闫文朝 副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 ywchao11@126.com 

常艳凯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changyankai369@163.com 

陈凯丽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1101212422@qq.com 

陈远才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2546070427@qq.com 

党冰怡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275408516@qq.com 

胡苏辉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996067061@qq.com 

菅复春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jfchun2008@163.com 

景纪春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1598351380@qq.com 

李俊强 博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lijunqiangcool@126.com 

梁楠 博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nanliang801201@163.com 

刘珍珍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1358117808@qq.com 

宁长申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nnl1986@163.com 

王海燕 博士后 河南农业大学 1115110106@qq.com 

王璐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6720128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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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亚运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420090729@qq.com 

闫亚群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983282651@qq.com 

杨玉荣 副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83460782@qq.com 

余复昌 博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yu_365070@163.com 

张龙现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zhanglx8999@gmail.com 

张素梅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zhsumei2815@163.com 

赵青玉 讲师 河南农业大学 1964962917@qq.com 

赵姗姗 硕士生 河南农业大学 1014397215@qq.com 

关玮 讲师 湖北医药学院 782992685@qq.com 

李健 副教授 湖北医药学院 yxlijian@163.com 

谢祎婷 讲师 湖北医药学院 873039016@qq.com 

杨树国 副教授 湖北医药学院 454864694@qq.com 

许志骁 博士生 华东理工大学 619498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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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天瑶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dtyao@outlook.com 

范鑫鹏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xpfan@bio.ecnu.edu.cn 

巩志伟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381861066@qq.com 

顾福康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fkgu@bio.ecnu.edu.cn 

吕洋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15904968801@163.com 

马族航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1912753326@qq.com 

倪兵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bni@bio.ecnu.edu.cn 

潘楠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2500644636@qq.com 

孙佳佳 硕士生 华东师范大学 1041308097@qq.com 

冯耀宇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yyfeng@scau.edu.cn 

郭亚琼 副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guoyaqiong1987@sina.com 

李娜 副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nli@scau.edu.cn 

袁子国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ziguoyuan@scau.edu.cn 

陈婧一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chenjingyi_alice@163.com 

豆颖丰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douyingfeng121@163.com 

胡韬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hutodoo@126.com 

胡威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hvvhuwei@126.com 

黄瑶瑶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15737954260@163.com 

江萌萌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1195126368@qq.com 

李芬芬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lifenfen1175@163.com 

李继秋 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lijiqiu@126.com 

林晓凤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xlin@scnu.edu.cn 

卢雪芬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sherilynlu@126.com 

陆凯晖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936892332@qq.com 

阮园园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ruany_y@163.com 

王爽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wangshuang666666@126.com 

王兆艺 博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zhaoyiw2013@126.com 

徐依微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1148319052@qq.com 

颜家庆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jqyan@m.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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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yang_jing4567@126.com 

伊珍珍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zyi@scnu.edu.cn 

张帆 硕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zhangfan877@126.com 

张咏 博士生 华南师范大学 zhangyong_aqr@126.com 

顾泽茂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guzemao@mail.hzau.edu.cn 

郭庆祥 博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 guoqing@webmail.hzau.edu.cn 

柳阳 讲师 华中农业大学 liuyangqzh@163.com 

王哲 博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 wangjiazhe@webmail.hzau.edu.cn 

张波 硕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 690982084@qq.com 

赵丹丹 博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 zhaodandan@webmail.hzau.edu.cn 

周彤 硕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 1297675559@qq.com 

董井泉 博士生 吉林大学 dond55665575@126.com 

宫鹏涛 副教授 吉林大学 gongpt@jlu.edu.cn 

李建华 教授 吉林大学 jianhuali7207@163.com 

李显赫 硕士生 吉林大学 xhli15@mails.jlu.edu.cn 

李新 博士生 吉林大学 jlulixin0928@163.com 

王晓岑 博士生 吉林大学 wangxiaocen2016@163.com 

尹继刚 教授 吉林大学 yinjg0924@sina.com 

张西臣 教授 吉林大学 xczhang@jlu.edu.cn 

冯宪敏 副教授 吉林医药学院 fengxianmin28@163.com 

刘迪 讲师 吉林医药学院 liudi1542@163.com 

时文艳 讲师 吉林医药学院 646435624@qq.com 

冯金梅 讲师 江汉大学 jennyfeng168@163.com 

汤自豪 副教授 九江学院 tanglilimim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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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光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1317479652@qq.com 

郭怡佳 其他学生 南方医科大学 47137660@qq.com 

何成 博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 812210070@qq.com 

黄焕斌 其他学生 南方医科大学 876476459@qq.com 

黄科星 硕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 hkx5smu@163.com 

林长青 其他学生 南方医科大学 1558693105@qq.com 

刘敏 讲师 南方医科大学 ichbinlm@163.com 

彭鸿娟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hongjuan@smu.edu.cn 

邱雨舒 硕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 516904607@qq.com 

吴焜 副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wksmu@163.com 

夏菁 博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 xj_0730@hotmail.com 

周丽娟 博士生 南方医科大学 wwszlj@163.com 

宋小凯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songxiaokai@njau.edu.cn 

王震威 硕士生 南京农业大学 15850597716@163.com 

陈相瑞 副教授 宁波大学 xiangruichen@126.com 

金狄狄 硕士生 宁波大学 didijin2017@163.com 

罗俊 硕士生 宁波大学 luojun19931230@126.com 

马明珍 硕士生 宁波大学 mamingzhen6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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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飞 副研究员 宁波大学 feige895@gmail.com 

张超键 硕士生 宁波大学 chaojianzhang1994@163.com 

马利青 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maliq67@hotmail.com 

张学勇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zhang_xyong@163.com 

顾博伟 硕士生 厦门大学 826809044@qq.com 

黄诗翔 硕士生 厦门大学 459491697@qq.com 

李冉 博士生 厦门大学 823351598@qq.com 

李欣然 硕士生 厦门大学 403258595@qq.com 

莫媛媛 硕士生 厦门大学 627759455@qq.com 

潘永柏 博士生 厦门大学 pyb2013@qq.com 

孙萍 副教授 厦门大学 psun@xmu.edu.cn 

王莹 硕士生 厦门大学 2570727648@qq.com 

徐大鹏 副教授 厦门大学 dapengxu@xmu.edu.cn 

张涵 硕士生 厦门大学 979130453@qq.com 

张健 硕士生 厦门大学 294369480@qq.com 

张斯路 硕士生 厦门大学 jscpuzsl@163.com 

张文静 副教授 厦门大学 zhangwenjing@xmu.edu.cn 

李丽芳 副教授 山东大学（威海） qd_liliy@sina.com 

王洪法 研究员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wanghf62@163.com 

李毳 副教授 山西财经大学 aihl@sxu.edu.cn 

薄涛 讲师 山西大学 botao@sxu.edu.cn 

柴宝峰 教授 山西大学 bfchai@sxu.edu.cn 

柴杨丽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360889215@qq.com 

郭玉凤 硕士生 山西大学 954640785@qq.com 

韩挺 硕士生 山西大学 502634298@qq.com 

郝惠娟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007251466@qq.com 

连荫杰 博士生 山西大学 1137084003@qq.com 

梁爱华 教授 山西大学 aliang@sxu.edu.cn 

凌晨 硕士生 山西大学 739256077@qq.com 

刘婧妮 硕士生 山西大学 757171821@qq.com 

刘泽烨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774258662@qq.com 

吕虹瑞 博士生 山西大学 649892330@qq.com 

吕佳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013926935@qq.com 

石文鑫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320651922@qq.com 

宋建英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175131889@qq.com 

王美 硕士生 山西大学 996152665@qq.com 

王茜 博士生 山西大学 15513095026@163.com 

王软林 讲师 山西大学 swangrl@163.com 

王伟 教授 山西大学 gene@sxu.edu.cn 

肖羽 硕士生 山西大学 843700266@qq.com 

许静 副教授 山西大学 xujing@sxu.edu.cn 

薛欢鸽 硕士生 山西大学 2225936241@qq.com 

杨焕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3561054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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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萍 硕士生 山西大学 1956827922@qq.com 

刘智峰 副教授 陕西理工大学 lzhifeng2005@163.com 

张伟 副教授 汕头大学 zhangwei_shandong@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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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军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 qijunchen759@syau.edu.cn 

姜宁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 jiangning1969@163.com 

卢思奇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lusiqi@c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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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菊香 研究员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hujuxiang2005@163.com 

赵萍 副研究员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1020003661@qq.com 

郑金秀 研究实习员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19559266@qq.com 

陈达丽 副教授 四川大学 cdl1978119@sina.com 

陈晗 硕士生 四川大学 yiyihanna@126.com 

陈建平 教授 四川大学 jpchen007@163.com 

何金蕾 博士生 四川大学 511785781@qq.com 

李浇 博士生 四川大学 381802879@qq.com 

张俊荣 博士生 四川大学 junerjuner@163.com 

齐红莉 副教授 天津农学院 qihl2000@163.com 

汤荣成 硕士生 天津农学院 tangrc66077@163.com 

邵晨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andrews1201@hotmail.com 

王静毅 博士生 西安交通大学 wangjingyi629@163.com 

王莎莎 硕士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wshashayx@163.com 

赵光辉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zgh083@nwsuaf.edu.cn 

陈凌云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 lychen@nwnu.edu.cn 

陈鹏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 chenpeng@nwnu.edu.cn 

宁应之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skyb514@qq.com 

杨永强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 1049807120@qq.com 

张惠茹 硕士生 西北师范大学 625261034@qq.com 

巴桑 教授 西藏大学 hbasang2003@aliyun.com 

黄香 副教授 西藏大学 xiang.huang@utibet.edu.cn 

杨欣兰 硕士生 西藏大学 479901812@qq.com 

Joseph Wong 博士后 香港科技大学 botin@ust.hk 

刘红斌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霍英东研究院 liuhb@ust.hk 

张淑文 博士后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霍英东研究院 szhangaf@connect.ust.hk 

巴音查汗 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bynch@hotmail.com 

杜兰兰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654958357@qq.com 

杜兰兰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727640930@qq.com 

郭庆勇 博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83949588@qq.com 

刘世芳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1844676312@qq.com 

瓦热斯·吐尔松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1749457375@qq.com 

王莉君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1774286303@qq.com 

闻秀秀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1505500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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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婉 硕士生 新疆农业大学 1140738733@qq.com 

阎晓菲 副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yanxf83@163.com 

张杨 讲师 新疆农业大学 1319575971@qq.com 

史磊 讲师 新乡医学院 doudou246@163.com 

傅迎珺 硕士生 烟台大学 1261483699@qq.com 

季道德 副教授 烟台大学 daodeji@126.com 

王雪艳 硕士生 烟台大学 805742895@qq.com 

王云峰 硕士生 烟台大学 1057917647@qq.com 

尹洁慧 讲师 烟台大学 451170331@qq.com 

胡俊杰 副教授 云南大学 jjhu@ynu.edu.cn 

刘怡君 硕士生 浙江农林大学 2441220499@qq.com 

王欢 硕士生 浙江农林大学 920180766@qq.com 

杨仙玉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yangxy78@zafu.edu.cn 

赵含笑 硕士生 浙江农林大学 895802827@qq.com 

丰美萍 助理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fmeiping@126.com 

张翔 助理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jhon618@sohu.com 

AL MAMUN 

ABDULLAH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mamun.imsfcu@gmail.com 

陈晓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seanchen607@gmail.com 

董婧怡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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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勇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yongjiang@ouc.edu.cn 

李佳楣 博士后 中国海洋大学 lijiamei825@163.com 

李嵩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877831701@qq.com 

连春禹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15776703361@139.com 

刘倩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qianliu2016@gmail.com 

龙红岸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longhongan@gmail.com 

卢博荣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boronglu@126.com 

盛亚岚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369811273@qq.com 

宋微波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wsong@ouc.edu.cn 

宋雯 博士后 中国海洋大学 songwenpower@163.com 

王春荻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chundiwang102@foxmail.com 

王梅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wangmei@ouc.edu.cn 

王锐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1536662187@qq.com 

王玉蕊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wangyurui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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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 硕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wz9202@163.com 

许恒龙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xuhl@ouc.edu.cn 

阎莹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qilin_238@163.com 

张滕縢 博士生 中国海洋大学 tengtzhang@foxmail.com 

宋晓元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ongxy5@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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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世诺 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csn530@hotmail.com 

郑君 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zhengjun01@caas.cn 

陈兆国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zhaoguochen@shvri.ac.cn 

董辉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donghui@shvri.ac.cn 

韩红玉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hhysh@shvri.ac.cn 

黄兵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hb@shvri.ac.cn 

黄经纬 博士后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huangjingwei24@163.com 

刘光远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liuguangyuan@caas.cn 

吕凌 硕士生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492618584@qq.com 

严茗 硕士生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496336556@qq.com 

张厚双 副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zhanghoushuang@shvri.ac.cn 

张玉婷 研究实习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529652225@qq.com 

赵宗平 硕士生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2414556899@qq.com 

朱顺海 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zhushunhai@shvri.ac.cn 

刘群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qunliu@cau.edu.cn 

Jean Claude 

NDAYISHIMIYE 
博士生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jean_claude@iue.ac.cn 

Pascaline 

NYIRABUHORO 
博士生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pascaline@iue.ac.cn 

任可欣 研究实习员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kxren@iue.ac.cn 

王文平 博士生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wpwang@iue.ac.cn 

杨军 研究员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jyang@iue.ac.cn 

苗苗 副教授 中科院大学 miaomiao@ucas.ac.cn 

许木启 教授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陈旭淼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xchen@qdio.ac.cn 

董帅帅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dongshuaishuai13@mails.ucas.ac.cn 

黄平平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hpp1443461935@163.com 

类彦立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leiyanli@qdio.ac.cn 

李才文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cwli@qdio.ac.cn 

李海波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haiboli@qdio.ac.cn 

李菊 博士后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liju19891007@163.com 

李蒙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mrlemon@hotmail.com 

李青霞 硕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945063523@qq.com 

吕曼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lvmanabm@163.com 

孟昭翠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mengzhaocui@qdio.ac.cn 

石峻峰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huwhuwy@hotmail.com 

徐奎栋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kxu@qdio.ac.cn 

詹子锋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zzhan@qdio.ac.cn 

张武昌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wuchangzhang@qdio.ac.cn 

郑守仪 院士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zsy@qdio.ac.cn 

周通 博士生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03015459@163.com 

陈兵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李毓劲 研究实习员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liyujin@mail.kiz.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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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章夏 博士生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zhangxialv@outlook.com 

邱兰 硕士生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qiulan@mail.kiz.ac.cn 

文建凡 研究员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wenjf@mail.kiz.ac.cn 

薛敏 博士生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xuemin@mail.kiz.ac.cn 

叶青青 博士生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yeqingqing@mail.kiz.ac.cn 

陈嫚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manchen@ihb.ac.cn 

龚迎春 副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springgong@ihb.ac.cn 

黄洁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jhuang@ihb.ac.cn 

黄开耀 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huangky@ihb.ac.cn 

姜传奇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jiang_chuanqi@163.com 

李灿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licanzy1992@163.com 

李明 副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liming@ihb.ac.cn 

李星浩 博士后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li_xhao@163.com 

刘盖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gailiu@ihb.ac.cn 

刘新华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126381569@qq.com 

罗丹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luodan969@qq.com 

罗丹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474238919@qq.com 

马明洋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mamingyang@ihb.ac.cn 

缪炜 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miaowei@ihb.ac.cn 

汪建国 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ngjg@ihb.ac.cn 

王光营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sdwgy@163.com 

王梦云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ngmengyun@ihb.ac.cn 

熊杰 副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xiongjie@ihb.ac.cn 

熊雪平 研究实习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547097153@qq.com 

闫冠雄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bear_ygx@163.com 

杨文涛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angwentao3000@126.com 

余育和 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hyu@ihb.ac.cn 

袁丹妮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ydn818@163.com 

张晶 博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zhangjing_6520@126.com 

章晋勇 副研究员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zhangjy@ihb.ac.cn 

赵威山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washion215@163.com 

赵媛莉 硕士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6263198@qq.com 

齐莎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qis@im.ac.cn 

王雅苹 博士生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584658291@qq.com 

张倩倩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qqzhang@yic.ac.cn 

邹松保 博士生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nexlle@163.com 

蔡小丽 硕士生 中山大学 361616398@qq.com 

陈科 硕士生 中山大学 jinzhouchengke@163.com 

邓宇帆 硕士生 中山大学 2392096761@qq.com 

高江梅 博士后 中山大学 gaojingmei201@163.com 

龚骏 教授 中山大学 gongj27@mail.sysu.edu.cn 

洪晓昆 硕士生 中山大学 hxk334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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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瑾 博士生 中山大学 412089684@qq.com 

伦照荣 教授 中山大学 lsslzr@mail.sysu.edu.cn 

全滢霏 其他学生 中山大学 452036953@qq.com 

沈卓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 zshen218@126.com 

苏碧秀 博士生 中山大学 993253489@qq.com 

孙佳宁 其他学生 中山大学 sunjn@mail2.sysu.edu.cn 

王震杰 博士生 中山大学 wzj1437@163.com 

温砚子 讲师 中山大学 wenyz@mail.sysu.edu.cn 

徐智深 博士生 中山大学 jason_xzs@163.com 

颜庆云 教授 中山大学 yanqy6@mail.sysu.edu.cn 

杨金鹏 讲师 中山大学 yangjp8@mail.sysu.edu.cn 

杨韵 其他学生 中山大学 554934496@qq.com 

于少猛 硕士生 中山大学 13213225631@163.com 

张从曦 硕士生 中山大学 z_cx1993@163.com 

张凡 其他学生 中山大学 zhangf99@mail2.sysu.edu.cn 

张玄 博士生 中山大学 1411145763@qq.com 

杜燕红 硕士生 重庆师范大学 731526862@qq.com 

刘嘉敏 硕士生 重庆师范大学 452694769@qq.com 

唐发辉 副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5102859@qq.com 

杨承忠 副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drczyang@126.com 

杨生华 硕士生 重庆师范大学 1570501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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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pe BASTIN 教授 Inst Pasteur philippe.bastin@pasteur.fr 

Alan WARREN 教授 Nat Hist Museum a.warren@nhm.ac.uk 

何颖欣 Cynthia 

Y. HE 
教授 Natl Univ Singapore dbshyc@nus.edu.sg 

王 继 刚 Jigang 

WANG 
教授 Natl Univ Singapore jigang@smart.mit.edu 

Jack SUNTER 教授 Oxford Brookes Univ jack.sunter@path.ox.ac.uk 

Rebecca 

ZUFALL 
教授 Univ Houston rzufall@Central.UH.EDU 

刘一凡 Yifan LIU 教授 Univ Michigan Health System yifan@med.umich.edu 

Vyacheslav 

YURCHENKO 
教授 Univ Ostrava vyacheslav.yurchenko@osu.cz 

Geoff HIDE 教授 Univ Salford G.Hide@salford.ac.uk 

Mann Kyoon 

SHIN 
教授 Univ Ulsan mkshin@ulsan.a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