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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  

 

201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全天报到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大厅 
 
晚上 6:30   晚餐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餐厅） 
 

                           
2016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开幕式 

主持人：张忠明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8:00－8:05 华中农业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辞 姚 江 林 副校长

8:05－8:10 
8:10－8:15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致欢迎辞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致欢迎辞 

陈 焕 春   院士

王 学 路   教授

大会报告 

主持人：王忆平 教授 （北京大学） 

8:15-8:45 非编码 RNA 介导的固氮转录调控机制研究 林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

8:45-9:05 大豆 miR172c-GmNNC1 调控大豆结瘤数目的分

子机制研究 

李霞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9:05-9:25 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共生混杂性机制探究 陈文峰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9:25-9:45 细胞壁扩张蛋白参与大豆根瘤形成与发育的机制 李欣欣 副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 

 
9:45－10:15 (会间休息) 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大会报告 

主持人：李友国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0:15-10:35 Nodule symbiosis and pathogenesi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hristian 
Staehellin 教授 

中山大学 

10:35-10:55 中国田菁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及其 

与宿主的互作机理研究 

解志红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烟台

海岸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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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1:15 NAD1 调控共生和免疫的分子机制 曹扬荣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1:15-11:35 热带海洋生物系统固氮微生物多样性 

及工程菌剂研发 

董俊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 

11:35-11:55 大豆品种识别不同根瘤菌的 

“标记基因”的初步研究 

李荣 助研 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

 
中午 12：00     午餐（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餐厅） 

 

大会报告 

 

主持人：林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2:30-3:00 Deciphering the Principles of Bacterial Nitrogen 
Dietary Preferences: a Strategy for Nutrient 

Containment 

王忆平 教授 北京大学 

3:00-3:20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in root nodule symbiosis 王二涛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植物

生理生态研究所

3:20-3:40 大豆慢生型根瘤菌 Bradyrhizobium japonicum
在共生早期阶段的功能基因组学分析 

魏敏 副教授 兰州大学 

3:40-4:00 结瘤固氮功能在大豆根瘤菌基因调控网络中

的整合 

田长富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4:00-4:20 豆科植物固氮根瘤发育调控的 ROSAP 模型 罗利 教授 上海大学 

 
4:20－4:40 (会间休息)  

 
大会报告 

主持人：端木德强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4:40-5:00 优良土著大豆根瘤菌的分离筛选、 
匹配与应用研究 

李友国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5:00-5:20 共生固氮菌基因组的种内多样性 
及其基因表达特征 

焦健 博士后 中国农业大学 

5:20-5:40 非豆科生物固氮：稻田生物固氮 
及其固氮微生物 

谢祖彬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 

5:40-6:00 hesA 基因在固氮类芽孢杆菌固氮中的作用 陈三凤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6:00-6:20 大豆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家族蛋白 
在共生固氮中功能的初步研究 

袁松丽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

 
晚上 6:30   招待酒会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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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4 日（星期天）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大会报告 

主持人：王学路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8:00-8:30 根瘤菌-豆科植物对重金属的抗性机制 韦革宏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30-8:50 豆科植物调控根瘤菌侵染的分子机理研究 谢芳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

理生态研究所 

8:50-9:10 施氏假单胞菌非编码 RNA CrcYZ 
参与碳氮代谢偶联调控的分子机制 

燕永亮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

物技术研究所 

9:10-9:30 Symbiotic function of the Medicago 
truncatula Nod factor hydrolase 

蔡杰 博士后 中山大学 

9:30-9:50 α-424Lys 是固氮酶 e- /H+传递的 

关键氨基酸之一 

宋丽娜 博士生 中国农业大学 

 
9:50－10:10 ( 会间休息)  

 
 

大会报告 

主持人：曹扬荣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10:10-10:30 大豆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揭示 

豆科根瘤的进化机制 

王学路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0:30-10:50 四川根瘤菌的系统发育及初步应用 徐开未 副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10:50-11:10 Inactivation of SNF-related genes by CRISPR-
Cas9 in Lotus japonicus 

端木德强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1:10-11:30 Functional analysis of NopM, a type 3 effector of 
Sinorhizobium sp. NGR234 

许昌超 博士生 中山大学 

11:30-12:00 生物固氮研究的梗概及历程 张忠明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午 12：00        午餐（地点：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餐厅） 

 
 

会议结束，代表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