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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团队(会务组名单及联系人) Service Team 

 

会议负责人： 

李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3911255846 

黄乘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5910899862 

岳碧松(四川大学) 13688135316 

 

接待组负责人： 

张修月 13550019497 

孟  杨 13551120979 

窦  亮 13408616438 

汪小方 13408591543 

 

会场组负责人： 

李  静 13808067169 

宛新荣 18910252305 

   

后勤保障负责人： 

杜蓓蓓 13880609844 

钟  雪 13438007304 

 

2. 会议概况 General Congress Information 

2.1  会议日期 Dates 

10 月 27 日     注册报到 

10 月 28-29 日   学术交流 

10 月 30 日     会后考察 

 

2.2  会议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大会官方语言为中文和英文，包括提交的摘要、报告 PPT 和墙报。 

 

2.3 酒店信息 Hotel Information 

注：房间均含早餐，早餐家园国际酒店在一楼西餐厅(6:30-10:00)，蓉港酒店在 18 楼餐厅

(7:00-9:00)。 

 酒店名称 地址 房间类型 联系电话 

 

 

成都家园国际酒店 

 

 

成都市双流区机场路

181 号 

豪华标间 140 间 

(350 元/间) 

 

 

028-82936666 

 豪华单间 40 间 

(350 元/间) 

 

蓉港酒店 

 

成都市双流区大件路

白家段 280 号 7 栋

115 号 

精致双床房 60 间 

(200 元/间) 

 

028-85557779    

028-85556665 精致大床房 60 间 

(200 元/间) 



2 
 

2.4 报到和入住 Registration and Check in 

 

报到地点 Registration Desk：成都家园国际酒店一楼大厅 

报到时间 Registration Time：10 月 27 日 10:00-22:00(超过此时间请联系会务组汪小方

13408591543) 

 

领取物品清单 List of Obtained Items 

名称 Items 数量 Number 

资料袋 Meeting Packet 1 

胸牌 Badge 1 

会议手册 Conference Manual 1 

论文摘要集 Abstract Collection 1 

笔记本 Notebook 1 

签字笔 Ballpen 1 

餐券 Meal Coupons 5 张(2 张午餐券+3 张晚餐劵) 

  

 

2.5 茶歇 Tea Breaks 

 

   茶歇供应点心、水果、冷热饮等，提供纸巾、一次性纸杯，建议自带水杯。 

 

3. 墙报安排 Poster Arrangement 

 

展示地点：家园国际酒店二楼跑马廊，墙报区。请墙报报告人注册时将墙报交给会务组人员，

由会务组统一张贴。 

时间：10 月 28 日 8:00-12:00 布展。  

      10 月 29 日下午闭幕式后撤展。  

墙报规格：宽 90 cm×高 120 cm，自行打印。 

墙报张贴负责人: 孟杨(四川大学 13551120979) 

青年学生优秀墙报奖评选负责人：徐艳春(东北林业大学  18646336056) 

 
 

 

 

4. 会议注意事项 Key Information 

(1) 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为静音模式。 

(2) 墙报内容请勿擅自拍照，如有需要拍照请事先获得报告人的许可，感谢您的合作。 

(3) 各分会场间走动或茶歇时，请不要大声喧哗，谢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4) 各分会场安排有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代表们提供服务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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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议日程一览表 Programme Summary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周五) 

时间 项目 地点 

10:00-22:00 注册 家园国际酒店一楼大厅 

19:00-21:00 晚餐(自助餐) 家园国际酒店一楼 

四季厅 

20:30-21:00 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会议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2017 年 10 月 28 日 (周六) 

时间 项目 地点 

 
 
8:30-8:40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李明研究员（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秘书长） 

主办方（兽类学会）魏辅文研究员致辞   5 分钟 

承办方（四川大学）岳碧松教授致辞     5 分钟 

 
 
 
 
 
 
 

家园国际酒店 

三楼枫丹白露宫 
  
 

8:40-9:10 大会特邀报告 1   主持人：张堰铭研究员  

张志刚(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Hologenome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imals 

9:10-9:40 大会特邀报告 2   主持人：张堰铭研究员  

董云伟(厦门大学)：潮间带贝类生理生态学研究：地理分布

与生理适应 

9:40-9:50 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华研究员介绍换届选举

情况          主持人：张堰铭研究员 

9:50-10:00 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乘明研究员做动物生态专业

委员会学会报告 

10:00-10:20 合影 家园国际酒店草坪 

10:20-10:40 茶歇  
 
 
 

家园国际酒店 

三楼枫丹白露宫 
  
 

10:40-11:10 大会特邀报告 3   主持人：张正旺教授 

范振鑫(四川大学)： 多基因组学研究揭示猕猴属物种间遗

传差异  

11:10-11:40 大会特邀报告 4   主持人：张正旺教授 

赵华斌(武汉大学)：动物食性多样性的分子进化研究 

11:40-11:50 宣布新一届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    

主持人： 张正旺教授 

11:50-12:50 午餐(自助餐) 家园国际酒店一楼 

四季厅 

12:50-13:30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3:30-15:40 

 
 
 
 
  

分会场口头报告 

(专题 1，5，10，

13，14，19 并行) 
 

专题 1 ：草原动物研究 

主持人：王勇，张堰铭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5：小型哺乳动物分类与系统演化 

主持人：刘少英，蒋学龙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10：鱼类生态与保护 

主持人：张洁，宋昭彬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3：野生动物监测与全球变化 

主持人：姜广顺，肖治术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14：动物对环境的生理适应： 

从表型到基因型 

主持人：杨明， 赵志军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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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9：动物生态综合专题 

主持人：徐艳春，吴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15:40-16:00 茶歇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6:00-18:30 

 
 
 
 
 

分会场口头报告 

(专题 1，5，10，

13，14，19 并行) 
 

专题 1 ：草原动物研究 

主持人：王勇，张堰铭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5：小型哺乳动物分类与系统演化 

主持人：刘少英，蒋学龙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10：鱼类生态与保护 

主持人：张洁，宋昭彬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3：野生动物监测与全球变化 

主持人：姜广顺，肖治术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14：动物对环境的生理适应： 

从表型到基因型 

主持人：杨明，赵志军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专题 19：动物生态综合专题 

主持人：徐艳春，吴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18:30-20:00 晚餐(自助餐) 家园国际酒店一楼 四季厅 

20:00-20:50 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玫瑰园 

21:00-21:50 鼠害百科全书编委会议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玫瑰园 

2017 年 10 月 29 日 (周日) 

时间 项目 地点 

 
 
 
 
  
 
 
8:00-9:40 

 
 
 
 
 
 

分会场报告 

(专题 2，3，7，15，

16，17 并行) 
 
 
 
 
 

专题 2：灵长类行为生态与系统进化 

主持人：李静，黎大勇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3：脊椎动物分子生态与适应性 

进化 

主持人：徐士霞，胡义波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7： 鸟类生态研究 

主持人：周立志，马志军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15：动植物关系与协调进化 

主持人： 张洪茂，王博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6：有蹄类行为及生态研究 

主持人：李忠秋，陈珉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专题 17： 药用动物资源保护与繁殖 

利用 

主持人：岳碧松，吴诗宝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9:40-10:00 茶歇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0:00-12:00 

 
 
 
 
  
 

分会场报告 

(专题 2，3，7，15，

16，17 并行) 
 
 

专题 2：灵长类行为生态与系统进化 

主持人：李静，黎大勇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3：脊椎动物分子生态与适应性 

进化 

主持人：徐士霞，胡义波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7： 鸟类生态研究  

主持人：周立志，马志军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15：动植物关系与协调进化 

主持人： 张洪茂，王博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6：有蹄类行为及生态研究  

主持人：李忠秋，陈珉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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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7：药用动物资源保护与繁殖 

利用 

主持人：岳碧松，吴诗宝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12:00-13:00 午餐(自助餐)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白金汉宫 

13:00-13:30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3:30-15:10 

 
 
 
 
 
 
 

分会场报告 

(专题 4，6，8，9，

11，18 并行) 
 
 
 
 
 
 
 
 
 

专题 4：熊类研究  

主持人：张泽钧，齐敦武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6：啮齿动物生态、行为以及鼠害

防控 

主持人：郭聪，刘晓辉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8：两栖爬行动物适应进化与 

保护    

主持人：计翔，胡军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9：水生无脊椎动物生态与适应性

进化 

主持人：董云伟，殷旭旺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1：3S 技术与野生动物生态及 

保护 

主持人：刘雪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专题 18：濒危动物的现状评估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    

主持人：张正旺，冉江洪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15:10-15:20 茶歇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5:20-17:30 

 
 
 
 
 
 

分会场报告 

(专题 4，6，8，9，

11，18 并行) 
 
 
 
 
 
 
 
 

专题 4：熊类研究  

主持人：张泽钧，齐敦武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6：啮齿动物生态、行为以及鼠害

防控 

主持人：郭聪，刘晓辉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8：两栖爬行动物适应进化与 

保护主持人：计翔，胡军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9： 水生无脊椎动物生态与 

适应性进化 

主持人：董云伟，殷旭旺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1：3S 技术与野生动物生态及 

保护 

主持人：刘雪华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专题 18：濒危动物的现状评估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    

主持人：张正旺，冉江洪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17:00-17:30 茶歇  墙报观摩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跑马廊 

 
 
17:30-18:3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黄乘明研究员  

宣布新一届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 

优秀生态学工作者颁奖(王德华研究员) 

优秀墙报奖颁奖(徐艳春教授) 

承办方发言(四川大学 冉江洪教授)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会议厅+中型会议厅 

18:30-20:00 晚餐(自助餐) 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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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会场报告安排详情 Detailed Program of Oral Presentation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1：草原动物研究    

现场主持：王勇(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张堰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宛新荣 草原动物生态研究站基础条件及研究规划 

13:50-14:10 李国梁 
Parasite and social stress contribute concurrently to the density-dependent 

immunity in a small rodent 

14:10-14:30 边疆辉 应激整合假说:密度应激在根田鼠种群调节中的作用 

14:30-14:50 曲家鹏 高原鼠兔种群动态研究 

14:50-15:10 孙飞达 川西北草原鼠荒地危害程度分级及适应性管理研究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徐金会 布氏田鼠种群遗传结构动态及影响因素 

15:40-16:00 闫京艳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亚种分化和遗传结构研究 

16:00-16:15 刘晓辉 布氏田鼠的繁殖调控研究 

16:15-16:30 崔超 人工增雨和布氏田鼠活动对内蒙古草原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16:30-16:45 杜桂林 草原鼠害防控进展和展望 

16:45-17:00 宋文韬 集群数量和采食距离对布氏田鼠警戒频次的影响 

17:00-17:20 张美文 香豆素类杀鼠剂在环境中的残留分析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5：小型哺乳动物分类与系统演化   

现场主持：刘少英(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蒋学龙(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遇赫 大趾鼠耳蝠觅食期间交流声波多样性研究 

13:50-14:10 郭东革 关于中国家猫及野猫遗传背景的基因组学研究 

14:10-14:30 刘莹洵 长尾亚洲鼩属(Episoriculus)的系统发育研究 

14:30-14:45 胡宜峰 毛翼管鼻蝠的形态、分布及种群遗传结构的探讨 

14:45-15:00 龚小燕 西南鼠耳蝠在湘西州溶洞中栖息的特征 

15:00-15:15 王玉娟 
马铁菊头蝠白鼻综合症真菌感染度及其与翼膜 MHC-II DRB 和 IL-1β基因

表达的关系 

15:15-15:30 郭乾伟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长尾仓鼠形态地理分布 

15:30-15:45 成市 中国啮齿类一属、种新纪录 

15:45-16:00 茶歇 

16:00-16:20 程继龙 三趾跳鼠属(Dipus)系统发育与分类重估 

16:20-16:40 唐明坤 仓鼠科䶄亚科䶄属(Myodes)、高山䶄属(Alticola)部分类群系统分类研究 

16:40-17:00 陈顺德 
A multilocus phylogenetic estimation reveals unrecognized diversity in 

white-toothed shrews, genus Crocidura (Crocidurinae, Soricidae) in China 

17:00-17:20 陈中正 
Taxonomic revision of the genus Mesechinus (Mammalia: Erinaceidae)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from Yunnan, China 

17:20-17:40 万韬 亚洲鼩鼹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格局 

17:40-18:00 何锴 中国西南天空之岛：小型兽类分类与系统地理研究进展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7.5.0.0/resultui/dict/


7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0：鱼类生态与保护    

现场主持：张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宋昭彬(四川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张洁 增强现实技术 Augmented Reality(AR)在鱼类学科普中的应用 

13:50-14:10 郭宝成 海洋鱼类本地适应的研究 

14:10-14:30 赵清远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of Trilophysa bleekeri and the cave 

loach T. rosa reveals potential mechanism for eye degeneration 

14:30-14:50 魏开建  雅鲁藏布江三种裂腹鱼属鱼类的遗传多样性与保护 

14:50-15:10 周宇 松潘裸鲤(Gymnocypris potanini)种群遗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研究 

15:10-15:30 韦杰鸿 中国沿海髭缟虾虎鱼(Tridentiger barbatus)之族群遗传 

15:30-15:50 付世建 我国鱼类游泳运动研究-现状与展望 

15:50-16:00 茶歇 

16:00-16:20 何利军 东海渔业种群资源量变化规律 

16:20-16:40 郦姗 

Development of a generic decision-support tool AS-ISK and its application 

on the non-native freshwater fish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Tibetan 

Plateau, China 

16:40-17:00 杨坤 茜素红耳石标记在短须裂腹鱼增殖放流效果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17:00-17:20 熊小琴 利用稀有鮈鲫评价水体的生物毒性： 以武汉东湖为例 

17:20-17:40 张臣 嘉陵江下游蛇鮈肠道形态结构及异速生长模式 

17:40-18:00 李雪健 中国广西洞鳅属洞穴鱼类一新种——鼻须洞鳅 

18:00-18:20 郭向召 
Phylo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of the New Zealand flat oyster, 

Ostrea chilensis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13：野生动物监测与全球变化 

现场主持：姜广顺(东北林业大学)，肖治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肖治术 都江堰亚热带森林中不同生物类群对生境破碎化的响应机制研究 

13:50-14:10 李晟 四川岷山王朗保护区大型兽类 10 年动态变化 

14:10-14:30 李学友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n endangered large-sized ungulate in a 

high-biodiversity region 

14:30-14:50 刘佳 利用红外相机对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资源的初步调查 

14:50-15:10 万辛如 过去 5 万年来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大型哺乳动物局地灭绝的影响 

15:10-15:30 方浩存 利用红外相机对重庆缙云山保护区和金佛山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调查 

15:30-15:50 朱淑怡 基于红外相机网络监测数据分析我国大中型兽类多样性现状 

15:50-16:00 茶歇 

16:00-16:20 粟海军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鸟兽监测 

16:20-16:40 张洪峰 西成铁路建设对菜子坪大熊猫走廊带生物多样性影响监测与评估 

16:40-17:00 姜广顺 中国东北虎豹保护与监测研究工作进展 



8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专题 14：动物对环境的生理适应：从表型到基因型  

现场主持：杨明(沈阳师范大学)，赵志军(温州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4:00 王德华 小型哺乳动物能量代谢和产热调节的季节性 

14:00-14:25 赵志军 黑线仓鼠应对食物资源变化的能量学对策 

14:25-14:50 徐德利 补充瘦素对黑线仓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14:50-15:10 徐霄 虎的毛色遗传机制 

15:10-15:30 常惠 自噬在冬眠达乌尔黄鼠骨骼肌保护中的作用 

15:30-15:50 Yasir Arfat Hibernation effects on bone properties in Daurian ground squirrels 

15:50-16:00 茶歇 

16:00-16:20 王哲 冬眠达乌尔黄鼠内质网钙稳态调控机制的研究 

16:00-16:20 郭洋洋 
The role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in Mongolian gerbils acclimated within 

thermoneutral zone 

16:20-16:40 孙红 
Evolution of the CLOCK and BMAL1 Genes in a Subterranean Rodent 

Species (Lasiopodomys mandarinus) 

16:40-17:00 侯东敏 中缅树鼩行为及气味识别的研究 

17:00-17:20 周颖慧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mass and hibernating pattern: cost-benefit 

strategy 

17:20-17:40 朱康丽 鼠兔低氧和低温适应的分子遗传机制 

17:40-18:00 刘全生 鼠类不育控制中的生理生态学研究 

10 月 28 日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专题 19：动物生态综合专题 

现场主持：徐艳春(东北林业大学)，吴华(华中师范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45 石红艳 GPS 跟踪技术在中华山蝠家域及觅食活动研究中的应用 

13:45-14:00 郭贤明 人象冲突及缓解措施探讨 

14:00-14:15 王巧燕 西双版纳地区野生亚洲象种群分布及变迁原因分析 

14:15-14:30 
Jacob N. 

Ngatia 

The impact of elephants, Loxodonta africana, on woody vegetation in 

relation to watering points in Tsavo East National Park, Kenya 

14:30-14:45 杨鸿培 西双版纳鼷鹿种群分布研究 

14:45-15:00 李晓娟 机场鸟击特点及防范体系构建 

15:00-15:15 黄太福   洞栖性吸血陆蛭在湖南的发现及其自然种群的初步观察 

15:15-15:30 马继阳 六种土壤腹毛类纤毛虫形态学研究 

15:30-15:45 罗波 蝙蝠声信号的适应性进化 

15:45-16:00 茶歇 

16:00-16:15 曾宪源 长江江豚乳腺发育和乳汁分泌规律 

16:15-16:30 李利利 海洋哺乳动物 IGHC 基因结构及其适应性进化 

16:30-16:45 王琳 窄脊江豚脂肪层细菌感染的菌群多样性研究 

16:45-17:00 王滢莹 鲸类体型和大脑进化差异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17:00-17:15 崔凯 绿尾虹雉基因组研究解释其高海拔低氧适应性 

17:15-17:40 徐艳春 我国野生动物法医学的需求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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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2：灵长类行为生态与系统进化  

现场主持：李静(四川大学)，黎大勇(西华师范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20 徐怀亮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nd subspecies classification of rhesus macaques 

in the sou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8:20-8:40 周岐海 
Forest seasonality shapes diet of limestone-living rhesus macaques at 

Nonggang, China 

8:40-9:00 田军东 Population dynamic of a group of Taihangshan macaques in Jiyuan, China 

9:00-9:20 贺数军 秦岭川金丝猴雄性食物竞争策略研究 

9:20-9:40 李博文 短尾猴集群运动与跟随决策研究 

9:40-10:00 茶歇 

10:00-10:20 赵序茅 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对滇金丝猴种群动态、分布的影响 

10:20-10:40 韦晓 新常态下白头叶猴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10:40-11:00 
Laxman 

Khanal 

Riverine barrier effects 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Hanuman Langur 

(Semnopithecus sp.) in Nepal Himalaya 

11:00-11:20 韦伟灯 
De novo assembly of blood transcriptome of Macaca arctoid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three macaques 

11:20-11:40 吴义兵 雄性短尾猴临时配偶关系的形成及个体特征 

11:40-12:00 吴帆 秦岭川金丝猴个体鉴定研究 

12:00-12:20 赵俊松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in six geographical populations of 

Chinese rhesus macaques (Macaca mulatta) 

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3：脊椎动物分子生态与适应性进化  

现场主持：徐士霞(南京师范大学)，胡义波(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30 李孟华 
Whole-Genome Sequencing of Native Sheep Provides Insights into Rapid 

Adaptations to Extreme Environments 

8:30-8:50 李家堂 两栖爬行类物种进化遗传学研究 

8:50-9:10 胡义波 大熊猫和小熊猫趋同演化的基因组学机制 

9:10-9:30 张文平 大熊猫肠道宏基因组发育分析 

9:30-9:50 薛慧良 KiSS-1/GPR54 介导光周期调控黑线仓鼠季节性繁殖机制的研究 

9:50-10:00 茶歇 

10:00-10:20 靖美东 大家鼠比较基因组研究 

10:20-10:40 潘胜凯 群体转录组揭示了青藏高原猎隼快速的高原适应性机制 

10:40-11:00 陈磊 食物驱动的狼和家犬肠道微生物组的适应性进化 

11:00-11:15 刘悦晨  世界虎的群体基因组学研究 

11:15-11:30 焦恒武  食虫蝙蝠苦味受体基因的适应性功能演化 

11:30-11:45 田然 鲸类适应水下低氧的分子进化机制 

11:45-12:00 李瑰婷 鲸类食性转变的遗传学基础——基于消化相关基因的进化分析 

 

 

 



10 
 

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7：鸟类生态研究  

现场主持：周立志(安徽大学)，马志军(复旦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20 曹垒 利用卫星追踪技术证实中国野生雁类受困于长江湿地 

8:20-8:40 吴庆明 松嫩平原丹顶鹤与白枕鹤生境利用对比研究 

8:40-9:00 崔多英 重引入丹顶鹤野放初期活动规律及野外存活状况 

9:00-9:20 刘大伟 盐城自然保护区丹顶鹤食物真菌毒素威胁 

9:20-9:40 李忠秋 黑颈鹤的警戒行为及其片段随机性 

9:40-10:00 茶歇 

10:00-10:20 阙品甲 鸻类的后代性比与繁殖系统 

10:20-10:40 周闯 松雀鹰和东方角鸮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10:40-11:00 沈超 白鹤停歇地分布预测及行为研究 

11:00-11:20 冯莹莹 云南紫溪山自然保护区近十年冬季鸟类记录 

11:20-11:40 程磊 黄河三角洲繁殖东方白鹳巢址选择的研究 

11:40-12:00 马志军 迁徙停歇地食物资源下降对大滨鹬的影响 

12:00-12:20 鲍意伟 水位波动对维持升金湖越冬水鸟取食集团稳定的影响 

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15：动植物关系与协调进化  

现场主持：张洪茂(华中师范大学)，王博(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30 李宁 动植物功能特征对常绿阔叶林中种子传播的影响 

8:30-8:50 李俊年 植物槲皮素对东方田鼠免疫特征的影响 

8:50-9:10 雷博宇 
种子传播者类型、系统发育以及环境因素对于果实营养物质含量的影

响 

9:10-9:30 王明卉 空间记忆增强后花鼠的贮食行为 

9:30-9:50 杨锡福 
Stand age determined seed-rodent interaction network structure in 

subtropical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fragments 

9:50-10:00 茶歇 

10:00-10:20 王京 秦岭南坡壳斗科植物种子雨动态变化 

10:20-10:40 邢晶晶 鼠类介导下植物种子扩散的个性化研究 

10:40-11:00 肖丽蓉 过大耳猬消化道对刺山柑种子吸水及萌发的影响 

11:00-11:20 张义峰 
Seed survival and seedling establishment under handling and predation  

of rodents 

11:20-11:40 陈文文 Fuelwood collection depresses the seed-dispersal service 

11:40-12:00 顾海峰 “主人”还是“小偷”：分散贮藏种子对谁更有利？ 

12:00-12:20 白冰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果实性食物资源及对种子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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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专题 16: 有蹄类行为及生态研究  

现场主持：李忠秋(南京大学)，陈珉(华东师范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30 顏士清 臺灣梅花鹿的復育歷程與未來挑戰 

8:30-9:00 李忠秋 大丰麋鹿的种群现状及行为学研究进展 

9:00-9:20 鲍伟东 中华斑羚的家域利用和个体空间分布 

9:20-9:40 杨道德 洞庭湖区麋鹿野外放归初期家域研究 

9:40-10:00 茶歇 

10:00-10:20 汪沐阳 社会行为和食性组成对北山羊同性聚群行为的作用 

10:20-10:40 韩雷 不同年龄雄性北山羊发情期行为时间分配特征 

10:40-11:00 曾治高 Habitat use and selection by takin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11:00-11:20 毕俊怀 内蒙古盘羊的食性和繁殖行为生态学研究 

11:20-11:40 姜立春 斑羚(Naemorhedus goral)线粒体基因组序列分析与系统分类地位 

11:40-12:00 罗云超 藏羚羊的僵尸行为 

12:00-12:20 王双业 洞庭湖麋鹿种群放归适应期行为节律研究 

10 月 29 上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专题 17：药用动物资源保护与繁殖利用  

现场主持：岳碧松(四川大学)，吴诗宝(华南师范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00—8:30 吴诗宝  穿山甲的人工驯养与繁殖研究进展 

8:30-8:50 万德光 中药动物药保护与利用思考 

8:50-9:10 罗燕 林麝源肺炎克雷伯氏菌的致病性及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9:10-9:30 张富华 穿山甲圈养保育研究进展及面临的问题 

9:30-9:50 赵昱 美洲大蠊药用研究进展 

9:50-10:00 茶歇 

10:00-10:20 马秀英 美洲大蠊提取物抗消化道肿瘤作用研究 

10:20-10:40 丛维涛 康复新液抗小鼠胃溃疡分子机制 

10:40-11:00 邹方东 基于 RNA-Seq 分析美洲大蠊提取物促进小鼠创面愈合的分子机制 

11:00-11:20 戚文华 林麝基因组转座因子多样性比较研究 

11:20-11:40 李  静 美洲大蠊化学成分及促创面修复活性部位研究 

11:40-12:00 岳碧松 林麝人工圈养繁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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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国际厅 

专题 4：熊类研究  

现场主持：张泽钧(西华师范大学)，齐敦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吴琦 大熊猫肠道微生物组季节动态及其与营养利用的关系 

13:50-14:10 侯蓉 大熊猫迁地保护 80 年研究进展与展望 

14:10-14:30 刘定震 
运用主导活动记录法对野化大熊猫行为取样时最适观察间隔期的 

确定 

14:30-14:50 龚明昊 
基于栖息地利用行为的大熊猫保护与管理评价——以秦岭大熊猫保

护网络管理成效评价为例 

14:50-15:10 彭长军 大熊猫及其三个近缘物种全基因组转座子比较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齐敦武 Giant pandas can discriminate the human emotions and predator voca 

15:40-16:00 戴强 随机节点法估算大熊猫种群数量 

16:00-16:20 张晋东 
Public attitudes to wildlife reintroduction project and behind factors 

across multiple systems 

16:20-16:40 张语克 大熊猫对未来气候变化的生理、行为和生态响应是什么 

16:40-17:00 何可 基于 GPS 项圈数据判定放归大熊猫的繁殖状态 

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A 

专题 6：啮齿动物生态、行为以及鼠害防控 

现场主持：郭聪(四川大学)，刘晓辉(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郭聪 不同时间高密度处理后东方田鼠繁殖的恢复研究 

13:50-14:10 花立民 高原鼢鼠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 

14:10-14:30 帅凌鹰 荒漠啮齿类种间竞争与觅食博弈 

14:30-14:50 何凤琴 固醇类激素受体和神经肽在社会行为及精神障碍中的作用 

14:50-15:10 刘伟 长爪沙鼠集群生活的遗传结果：季节格局和密度效应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袁帅 人为干扰对荒漠啮齿动物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15:40-16:00 张宣 密度制约效应对东方田鼠性器官发育和性成熟的影响 

16:00-16:20 南旭梅 室内繁殖子午沙鼠的配偶偏好和选择性攻击行为 

16:20-16:40 韩力亮 应用物联网技术监测农田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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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B 

专题 8：两栖爬行动物适应进化与保护 

现场主持：计翔(南京大学)，胡军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陈秋生 
Long-term sperm storage in Chinese soft-shelled turtle, Pelodiscus 

sinensis 

13:50-14:05 钟华明 
Genomic evidence of bitter taste in snakes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bitter taste receptor genes in reptiles 

14:05-14:20 黄丽 基于转录组研究两栖动物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与进化 

14:20-14:35 何文凤 吐鲁番沙虎对不同食物化合物的反应 

14:35-14:50 束潇潇 大凉螈(Liangshantriton taliangensis)种群形态的地理分异 

14:50-15:05 王雪霁 北草蜥(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的婚配制度和多父本格局 

15:05-15:20 茶歇 

15:20-15:35 王循刚 饰纹姬蛙的人工驯养与繁殖研究 

15:35-15:50 姜立春 
四川狭口蛙(Kaloula rugifera)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结构特征及其系统

进化关系 

15:50-16:05 龚宇州 
Courtship behaviour and male sexual competition of the Taliang knobby 

newt, Liangshantriton taliangensis 

16:05-16:20 江旭菲 氧浓度对宁波滑蜥后代表型的影响 

16:20-16:35 陈泽柠 横斑玉斑蛇 Euprepiophis perlacea 日活动节律分析 

16:35-16:50 左甲虎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六盘齿突蟾春季栖息地特征 

16:50-17:05 舒国成 
Effects of long-term preservation on amphibian body conditions: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cal morphological research  

17:05-17:20 罗涛 棘腹属一隐蔽种的发现 

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C 

专题 9：水生无脊椎动物生态与适应性进化  

现场主持：董云伟(厦门大学)，殷旭旺(大连海洋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董云伟 潮间带贝类生理生态学研究：地理分布与生理适应 

13:50-14:10 唐峰华 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种群结构分布及其索饵场海洋生态环境特征 

14:10-14:30 施栋涛 UV-B 辐射对中间球海胆适合度相关行为的影响 

14:30-14:50 殷旭旺 轮虫对捕食作用的生理生态响应 

14:50-15:10 刘露露  环境激素睾丸酮和雌二醇对卜氏晶囊轮虫繁殖影响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Qiang Wang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 assemblages in the 

Liangtan River, a rapidly urbanized watershed with untreated sewage 

discharge in southwest China 

15:40-16:00 慕林青 基于底栖生物完整性指数 B-IBI 的永定河流域生态健康评价 

16:00-16:20 赵睿智 铜绿微囊藻对大型溞连续世代生长特性的影响 

16:20-16:40 苏宇琦 维生素 B12 对萼花臂尾轮虫种群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 

16:40-17:00 任旭阳 大亚湾浮游动物休眠卵 DNA 条形码鉴定及其空间分布研究 

17:00-17:20 黄锦龙 基于微卫星标记的克氏原螯虾在珠江流域的扩散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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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中型会议厅 

专题 11：3S 技术与野生动物生态及保护  

现场主持：刘雪华(清华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叶新平 未来气候与土地覆盖变化变化对中国阿尔泰山濒危兽类的影响 

13:50-14:10 叶江霞 云南省动物地理区划及分布格局分析——以哺乳动物为例 

14:10-14:30 白文科 大熊猫空间利用与生境适宜性动态变化研究 

14:30-14:50 张晋东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大熊猫活动模式特征 

14:50-15:10 李月辉 
利用粪便DNA标志重捕法估算西伯利亚狍(Capreolus pygargus)种群数

量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龚明昊 3S 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湿地水鸟调查与监测中的应用 

15:40-16:00 徐峰 几种不同图像视频采集设备在鸟类繁殖生物学中应用的比较 

16:00-16:20 梁国付 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两栖类生境适宜性评价 

16:20-16:40 黄祥麟 
Habitat protection ac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baseline gaps, scopes and resolutions 

10 月 29 下午 会场：家园国际酒店二楼  多功能厅 D 

专题 18：濒危动物的现状评估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现场主持：张正旺(北京师范大学)，冉江洪(四川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李彬彬 中国特有脊椎动物庇护在大熊猫的保护伞下：量化熊猫伞护效应 

13:50-14:10 黄蜂 
拖乌山大熊猫廊道人类干扰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格局——红外相机阵

列调查  

14:10-14:30 王彬 绿尾虹雉栖息地研究与保护 

14:30-14:50 乔麦菊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空间分布与季节性迁移研究 

14:50-15:10 杨彪 保护地综合管理新模式探索-以四川鞍子河保护地为例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张正旺 中国滨海湿地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现状 

15:40-16:00 杨晓君 中国绿孔雀的种群现状与保护 

16:00-16:20 古晓东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四川省工作进展 

16:20-16:40 朱博伟 黄喉貂的日活动节律及食性的季节性变化 

16:40-17:00 田姗 自 1990 年起鸡形目鸟类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17:00-17:20 何流洋 软硬放归人工繁育大熊猫适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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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后考察(费用自理) Post-congress Tour 
 

    会务组专门为参会代表定制了都江堰和熊猫乐园的一日游(考察时间为 10 月 30 日，费

用为 200 元/位)。代表们凭代表证可免费游览熊猫乐园。 

具体行程如下： 

成都家园国际酒店—熊猫乐园(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8:30 成都家园国际酒店接代表出发经川西平原前往位于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石桥村的“熊

猫乐园"(行车时间约 1 小时 30 分钟)，凭代表证免费(门票 58 元/人)参观"熊猫乐园”(参观时

间约 2 小时)。参观完“熊猫乐园”后约 12:00 前往都江堰景区附近花溪渔港酒店享用特色团队

午餐。 

熊猫乐园—都江堰—成都 

约 13:30 午餐结束后，乘车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景区参观(参观时间约

2 小时 30 分钟)。大约在 16:00 结束行程后回到成都家园国际酒店统一散团(抵达酒店时间约

17:30-18:00)，结束行程。 

本次会后考察和其他常规路线，具体请咨询希望家园旅游(家园国际酒店一楼商务中

心)，联系人：彭路，电话：028-82936600，028-82936668。 

 

  

8. 就医指南 Medical Guide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地址：成都市双流区机场路近都段 16 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万象北路 18 号 

 




	会议手册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