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生态学学会 2012年学术年会 

会议议程 
 

日

期 
时  间 事  项 备  注 

18日 

全天 

11:00-24:00 报到注册：雅庄宾馆（负责人：罗思、姚惠、张云冰） 

12:00- 中餐 雅庄宾馆 

18:00- 晚餐 雅庄宾馆 

19日 

上午 

07:30-08:20 早餐 雅庄宾馆 

08:30-08:35 
会议开幕 

雅庄宾馆大会议室 
主持人：欧晓昆 教授 

08:35-08:40 致辞 
陈  进（云南省生态学会理事长、

版纳植物园园主任） 

08:40-08:45 致辞 
王庆礼（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

云南省生态学会常务理事） 

08:45-08:50 致辞 彭  兵（红河学院校长） 

08:50-08:55 致辞 云南省科协代表 

08:55-09:10 合影、茶歇 

大会报告（主持人：陈进） 

09:10-10:10 农业生态学的发展与展望 骆世明（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 

10:10-10:40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病害控制 
李成云（云南农业大学农业生物多

样性应用技术工程中心主任） 

10:40-11:10 
物种多样性种植：农业环境污染控制的新思

路 

李  元（云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院

长） 

11:10-11:40 
脂类组学进展及其在农业和生态研究中的应

用 

李唯奇 (红河学院、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11:40-12:10 
中国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梯田传统稻谷品种

与生物多样性调查 
黄绍文（红河学院） 

12:10- 中餐 雅庄宾馆 

下午 

学术报告  地点：雅庄宾馆大会议室  主持人：李元 

14:00-14:20 山地农业景观中的物种多样性维持及恢复 曹  敏（版纳植物园 研究员） 

14:20-14:40 橡胶林生态效应研究 张一平 （版纳植物园 研究员） 

14:40-15:00 西双版纳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气温的影响 马友鑫 （版纳植物园 研究员） 

15:00-15:20 
Honeybees avoid toxic nectar by reducing 

recruitment rates 
谭  垦 （云南农业大学 教授） 



15:20-15:40 元阳梯田植被群落特征及生态水文研究 祖艳群 （农大资环学院 教授） 

15:40-16:00 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沙丽清 （版纳植物园 副研究员） 

16:00-16:10 休息 

学术报告  地点：雅庄宾馆大会议室  主持人：夏峰 

16:10-16:30 
利用影像数据域地形和人为干扰因子结合

CCA排序法进行山区植被制图 
张志明（云南大学 副教授） 

16:30-16:50 
云南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及其与气候的关

系 
彭明春（云南大学 副教授） 

16:50-17:10 滇池流域面源污染防控系统方案研究 
王崇云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

学研究所 副教授） 

17:10-17:30 西双版纳地区生态系统价值动态评估 景兆鹏 （版纳植物园 工程师） 

17:30-17:50 丽江和厦门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 郭先华（农大资环学院 讲师） 

17:50-18:10 
Cd、Pb 和 Zn在土壤-紫茎泽兰-泽兰实蝇系统

中的生物富集效应研究 
王吉秀（农大资环学院 讲师） 

晚上 18:30- 晚宴、会员联谊活动（负责人：刘艳红  红河学院） 

20日 

上午 

研究生 

交流 

A组（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 B 组（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 

主持人：苏文华 

评  委：苏文华、刘文耀、刘艳红、祖艳群、

张一平 

联络人：张云冰 

地  点：雅庄宾馆小会议室 

主持人：王昌命 

评  委：王昌命、马友鑫、耿宇鹏、

谭垦、黄绍文 

联络人：姚  慧 

地  点：雅庄宾馆小会议室 

08:05-08:15 主持人介绍评委老师、评分表及注意事项 

08:15-08:30 
紫金牛种子脱水耐性及超低温耐性研究 （姚  

昕 版纳植物园） 

滇中飒马场小流域不同覆被类型林

下枯落物水文效应研究（李  博 农

大资环学院） 

08:30-08:45 

滇池流域不同比例玉米-蔬菜间作削减地表

径流 N、P 污染负荷的研究 （杨翠玲 农大

资环学院） 

增强 UV-B 辐射对元阳梯田水稻 N、

P、K 营养和累积的影响 （刘  畅 

农大资环学院） 

08:45-09:00 
元阳梯田传统水稻品种对 UV-B 的响应及机

理研究 （何永美 农大资环学院） 

云南个旧、会泽铅锌矿区玉米根部

AMF、DSE 定殖特征及 N、P 含量

研究 （杨一艳 农大资环学院） 

09:00-09:15 

元阳梯田地方水稻叶片形态结构对 UV-B 辐

射增强响应的品种差异 （包龙丽 农大资环

学院） 

滇西北三江并流区高山树线海拔位

置的坡向效应分析（王文礼 云南大

学） 

09:15-09:30 
皇竹草对土壤阿特拉津的修复作用 （陈建军 

农大资环学院） 

种群遗传多样性对入侵种喜旱莲子

草定居能力的影响 (李耕耘 云南大

学） 

09:30-09:45 
基于高分辨率影像提取城市绿地格局信息 

（刘敏 云南大学） 

高榕上传粉者与欺骗者的繁殖差异

（赵江波 版纳植物园） 

09:45-10:00 
非传粉榕小蜂的一种新的食性模式 (陈欢欢 

版纳植物园) 

热带雨林土壤养分异质性格局及其

影响因子分析 （夏尚文 版纳植物

园） 



10:00-10:10 休息 

10:10-10:25 
共享同种小蜂的两种榕树的繁殖物候 （刘桂

香 版纳植物园） 

石灰和猪粪对矿区污染土壤中芹菜

生长及生理生化的影响 （李春艳 

红河学院） 

10:25-10:40 
滇池流域典型城郊氮磷污染负荷定量研究 

（张德刚 红河学院） 

重金属 Pb2+对牛蛙生理活性的影响

（高  波 红河学院） 

10:40-10:55 生物农药剂型的研发现状（李珣 红河学院） 

大屯海鲫鱼、罗非鱼体内重金属含

量的测定及初步分析（杜  民 红河

学院） 

10:55-11:10 
云南枇杷根腐病植株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研

究（鲁海菊 红河学院） 

中国大陆新记录属-三臂孢属（郭建

伟  红河学院） 

11:10-11:25   

植物 DNA 甲基化的器官特异性及

其对生态遗传学采样策略的启示—

—以莲子草属两种植物为例 （施  

雯  云南大学） 

11:25-11:40 评委汇总成绩，主持人宣布结果 

11:40-12:00 闭幕式（大会议室） 
欧晓昆副理事长宣布获奖名单、颁

发奖品并总结发言。 

12:00- 中餐 待定 

下午 
13:30-18:00 前往元阳 

18:30- 晚餐（地点待定） 

21日 

上午 
07:30-08:30 早餐（地点待定） 

8:30-11:30 考察元阳梯田 

下午 
13:00- 中餐（地点待定） 

14:00- 返回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