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健康与生态”大数据整合生物学 

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 

时间 内容 地点 

8月7日全天 

报到 

通辽市荣达宾馆大堂 

8月8日7:30-8:15 民大北区实验楼门厅 

上

午 

8:15-8:30 
开幕式 

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领导、陈温福院士及嘉宾致辞 

北区实验楼报告厅 

主持人： 

裴志利 教授 

8:30-8:40 
报告人：杨恒山，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西辽河平原玉米高产高效栽培研究的十年探索 

8:40-8:50 
报告人：李志刚，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杂交大豆规模化制种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8:50-9:00 
报告人：黄凤兰，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蓖麻分子育种研究进展 

9:00-9:30 集体合影 & 茶歇 北区明安图楼门外阶梯 

9:30-10:00 
报告人：张树义，沈阳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报告题目：从新发传染病看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 

北区实验楼报告厅 

主持人： 

田迅 教授 

赵宏林 教授 

10:00-10:30 

报告人：董同力嘎，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报告题目：具有自发气调功能的环境友好包装材料的制备

及其食品保鲜应用 

10:30-11:00 
报告人：苏建忠，温州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所 

报告题目：单细胞转录谱功能注释在精准医疗的应用研究 

11:00-11:30 
报告人：特格喜白音，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报告题目：蒙药珍珠粉对神经损伤的保护机制研究 

11:30-12:00 

报告人：李旻辉，内蒙古中医药研究所 

报告题目：中药资源大数据的应用与展望-以内蒙古地区

研究为例 

中

午 
12:00-13:30 午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8 月 8 日下午分会交流（20 分钟/报告人） 

2020 年“草地农业与生态”学术研讨会（农学院承办） 

时间 内容 地点 

下

午 

14:30-14:50 
报告人：田迅，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少花蒺藜草入侵适应研究 

北区实验楼报告厅 

主持人： 

高凯 教授 

黄凤兰 教授 

14:50-15:10 
报告人：包金花，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通辽市蒙中药材种植现状与发展思考 

15:10-15:30 

报告人：徐寿军，内蒙古民族大学 

不同氮素水平下大麦谷氨酰胺合成酶基因（HvGS1）表达

及其与籽粒氮素积累的关系 

15:30-15:50 
报告人：张继星，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蓖麻耐盐分子机制的研究 

15:50-16:10 茶歇 

16:10-16:30 
报告人：冯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报告题目：全基因组测序揭示喀斯特植物适应性进化机制 

北区实验楼报告厅 

主持人： 

张继星 教授 

石凯 教授 

16:30-16:50 
报告人：周亚星，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高粱种子代谢组学研究 

16:50-17:10 

报告人：张玉霞，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秋季播种和末次刈割时期调控科尔沁沙地苜蓿

越冬的生理生态机制 

17:10-17:30 

报告人：兴安，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内蒙古草甸草原东北鼢鼠与栖息地环境因子之

间关系的研究 

17:30-17:50 
报告人：陈迪俊，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报告题目：植物表型组整合分析平台构建与大数据分析 

 18:00-19:30 晚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2020 年“动物健康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动科院承办） 

时间 内容 地点 

下

午 

14:30-14:50 

报告人：左永春，内蒙古大学 

报告题目：生物信息学在解析哺乳动物胚胎基因组激活先

锋因子中的应用 

北区实验楼 11 楼会

议室 

主持人： 

杨景峰 教授 

张文广 教授 

14:50-15:10 
报告人：陈永福，内蒙古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酸马奶微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特性 

15:10-15:30 
报告人：牛化欣，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瘤胃微生物与反刍动物生产、健康 

15:30-15:50 

报告人：郑毅，吉林大学 

报告题目：大鼠松果体内昼夜差异表达 circRNA 与

miRNA 的鉴定与功能分析 

15:50-16:10 茶歇  

16:10-16:30 
报告人：董武，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残留四环素类抗生素对斑马鱼的影响 

北区实验楼 11 楼会

议室 

主持人： 

牛化欣 教授 

薛江东 副教授 

16:30-16:50 
报告人：吴江鸿，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饲喂系统影响绵羊肉质的分子机制初探 

16:50-17:10 

报告人：勾长龙，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金霉素对牛粪堆肥过程中抗生素抗性基因和细

菌群落的影响 

17:10-17:30 
报告人：孙树民，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猪囊虫病候选诊断标识的筛选与表达 

17:30-17:45 
报告人：王彦博，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Prmt5在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17:45-18:00 

报告人：王皓琪，吉林大学 

报告题目：GnRH 处理前后大鼠腺垂体差异表达非编码

RNA 的鉴定及其对促卵泡素合成与分泌的潜在调控作用

分析 

 18:00-19:30 晚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2020 年“蒙医药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医学部承办） 

时间 内容 地点 

下

午 

14:30-14:50 
报告人：李前忠，内蒙古大学 

报告题目：乳腺癌与肝癌相关的重要基因及其组蛋白修饰 

北区蒙药楼 9 楼会议

室 

主持人： 

戈宏焱 教授 

财吉拉胡 教授 

14:50-15:10 
报告人：白海花，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药物基因组与个性化医疗 

15:10-15:30 

报告人：包特日格乐，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蒙药肋柱花对高脂高能量诱导肥胖大鼠的胃肠

功能调节与减肥作用研究 

15:30-15:50 

报告人：吉日木巴图，内蒙古医科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 FXR 通路的地格达八味散退黄作用机制

研究 

15:50-16:10 茶歇  

16:10-16:30 

报告人：周猛，温州医科大学 

报告题目：Identifica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mmune 

infiltration-associated lncRNAs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北区蒙药楼 9 楼会议

室 

主持人： 

拉喜那木吉拉 

教授 

冀照君 教授 

16:30-16:50 
报告人：杨德志，内蒙古国际蒙医学院 

报告题目：SARS-CoV-2替代检测方法及口服疫苗的研制 

16:50-17:10 
报告人：财吉拉胡，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生态环境、行为健康与蒙医药 

17:10-17:30 
报告人：曹乌吉斯古楞，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民族植物学研究的蒙药资源开发利用 

17:30-17:45 
报告人：马茜茜，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朝药肝炎草化学成分对脂质积蓄的影响 

17:45-18:00 
报告人：甄东，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蒙药苏格木勒-3 汤心肌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18:00-19:30 晚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8 月 9 日上午青年学者论坛（20 分钟/报告人） 

2020 年“科尔沁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联盟、纳米创新研究院承办） 

时间 内容 地点 

上

午 

8:30-8:50 

报告人：塔娜，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Selective catalytic convers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components to chemicals 

北区蒙古包 

主持人： 

张苏雅拉吐  教

授 

付明海 副教授 

8:50-9:10 

报告人：贾俊英，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构建中药农业的生态格局，促进蒙中药材可持

续发展 

9:10-9:30 
报告人：侯美玲，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草甸草原乳酸菌多样性及其青贮品质研究 

9:30-9:50 

报告人：冀照君，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长期恶劣环境导致根瘤菌结瘤固氮能力下降研

究 

9:50-10:10 

报告人：哈日巴拉，内蒙古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告题目：内蒙古地区铀矿周围环境放射性水平监测与讨

论 

10:10-10:30 茶歇  

10:30-10:50 

报告人：张春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报告题目：Menthol/IR780诊疗一体化纳米制剂在多重影

像引导下光热治疗对肿瘤消融的增强作用 

北区蒙古包 

主持人： 

刘景海 教授 

海文峰，研究员 

10:50-11:10 
报告人：马立娜，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报告题目：聚多巴胺复合材料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11:10-11:30 

报告人：江丹丹，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功能化磁性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磷酸化肽分

析中的应用 

11:30-11:50 
报告人：刘雨双，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利用电子生物传感器解析 DNA甲基化 

中

午 
12:00-13:30 午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8 月 9 日上午生物信息学教学研讨会 

（另行通知） 

 

8 月 9 日下午（参加暑期班专家云讲座） 

浙江大学、浙江省生物信息学学会举办 

时间 内容 地点 

下 

午 

14:30-15:00 

报告人： Yuriy Orlov, Novosibirsk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报告题目：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3D 

genomics data and next-gen sequencing 

主持人： 

陈铭 教授 

15:00-15:30 

报告人： Dijun Chen,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报告题目：ChIP-Hub: an Integrative Platform for Exploring Plant 

Regulome 

15:30-16:00 

报告人： Li Jiang, Helmholtz Zentrum München / LMU, Germany 

报告题目：Prediction of Adipose Browning Capacity by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Transcriptional Profiles 

16:00-16:30 茶歇  

16:30-16:50 

报告人：Bjoern Sommer, Royal College of Art, UK 

报告题目：Membrane and Vesicle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with 

the MembraneEditor 

主持人： 

Yuriy Orlov 教授 

16:50-17:10 

报告人：Nurul ‘Ayn Ahmad Sayuti, Royal College of Art, UK 

报告题目：The Incorporation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into Product 

Designs 

17:10-17:30 

报告人：Ranajit Das, Yenepoya University, India 

报告题目：Unravelling the likely assoc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cestral make-up and the severity of COVID-19 manifestations 

17:30-18:00 

报告人： Alexandre Paschoal, 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araná, Brazil 

报告题目：Data Science in Biological Data: bioinformatics 

application 

 18:00-19:30 会议闭幕，晚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

餐厅 

 

8 月 10 日 生态环境考察、自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