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代谢生物学分会研讨会会议日程

2022年12月16日
分会场1（线上）

分会场 1（线上）#腾
讯会议：589-9487-

9914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09:00-09:20 张竹珍 武汉大学生科院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oles of dermal adipose tissue 孟卓贤 浙江大学

09:20-09:40 王倩 暨南大学
IL-27 signalling promotes adipocyte thermogenesis and energy 
expenditure

09:40-10:00 闪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 Nonadipogenic Roles for Adipocyte Progenitor Cells 刘勇，刘平生 武汉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10:00-10:20 王蕾 首都医科大学
Adipocyte Gi signaling regulates whole-body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insulin sensitivity

10:20-10:40 赵俊龙 第四军医大学
Notch-mediated lactate metabolism regulates MDS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Hes1/MCT2/c-Jun axis

10:40-11:00 周鑫 吉林大学肿瘤研究所
Qki controls myelin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by regulating 
the biosynthesis of cholesterol and fatty acids

11:00-11:25 张瀚晨曦 上海皓元生物医药科技 MCE-助力代谢研究 徐晓军 中国药科大学

11:25-11:45 陈政 哈尔滨工业大学
RNA binding proteins regulate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progression

高聆 山东省立医院

11:45-12:05 张晶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Regulation of Pancreatic β Cell Function 

12:05-13:00 午餐

12:40-13:20 尼康仪器（上海）

13:20-13:40 李姣 遵义医科大学
microRNA-337-3p—a novel target to antagonize disuse-
induced bone loss

税光厚，田烨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13:40-14:00 卢彦欣 遵义医科大学
Targeting PARP DNA repair pathway as a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IDH1 mutated gliomas

14:00-14:20 徐德林 遵义医科大学 白及细胞悬浮培养体系构建与次生代谢物诱导合成

14:20-14:30 赵娟娟 遵义医科大学
C/EBPα/miR-7 controls CD4+ T cell activation and function and 
orchestrates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hepatitis in mice

14:30-14:40 朱林 丹纳赫生命科学平台 从转化研究到临床应用—丹纳赫生命科学助力多组学创新

14:40-15:00 龚小东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细胞能量代谢分析技术在代谢疾病中的应用

15:00-15:20 阳琰 遵义医科大学
不同骨量下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肌少症患者血清中骨形态发生蛋白-2、
25羟维生素D水平的差异

王宪，李仲 北京大学医学部，南京医科大学



15:20-15:40 杨加伟 遵义医科大学
Methionine Sulfoxide Reducatase and Application In Chiral 
Sulfoxide Preparation

15:40-16:00 于红松 遵义医科大学
Epi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Behçet's disease-
associated methylation loci in Han Chinese

16:00-16:20 张建永 遵义医科大学 基于功能代谢组学的斑蝥素致大鼠肾毒性的深入机制

16:20-16:40 冯宇雄 浙江大学 To “Grow” or to “Go”? Glutamine synthetase matters 孙海鹏，王琰 天津医科大学，武汉大学

16:40-17:00 李旻典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nhancement of exercise capacity by time-restricted feeding

17:00-17:20 鞠怀强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Methionine Deficiency Facilitates Antitumor Immunity by 
Altering m6A Methylation of Immune Checkpoint Transcripts

17:20-17:40 宋威 武汉大学生科院
Commensal dysbiosis triggers tumor-associated renal immune 
activation and organ wasting

17:40-18:00 任惠霞 北京大学 Pancreatic α and β cells are globally phase-locked

2022年12月16日
分会场2（线上）

分会场 2（线上）
ZOOM 会议号：845 

6394 4968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09:00-09:20 周晓明 UTSW
Virtues of weakness: Protein structure poised at edge of 
equilibrium

卜鹏程，曾文文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清华大学

09:20-09:40 周振琪 UCLA
Parkin regulates adiposity by coordinating mitophagy with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 white adipocytes

09:40-10:00 肖旭 UCLA
Hepatic nonvesicular cholesterol transport is critical for 
systemic lipid homeostasis

10:00-10:20 谢黎炜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uscle hypertrophy and oxidative switch induce adipocyte 
thermogenesis

10:20-10:40 杜文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Exploring the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functions of malic 
enzymes

胡泽平 清华大学

10:40-11:00 陈知行 北京大学 Gentle fluorescent dyes for metabolic studies

11:00-11:25 张瀚晨曦 上海皓元生物医药科技 MCE-助力代谢研究 徐晓军 中国药科大学

11:25-11:45 兰天 广东药科大学
Hepatocyte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Mu 2 Prevents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by Suppressing ASK1 Signaling

金万洙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11:45-12:05 曾永昇 广州实验室
Pluripotent stem cell-derived organoid systems for modeling 
human metabolic diseases

12:05-13:00 午餐

12:40-13:20 尼康仪器（上海）

13:20-13:40 陈思凡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Imatinib and methazolamide ameliorate insulin resistance- and 
COVID-19-induced metabolic defects via elevating ACE2 
enzymatic activity

梁斌，姜长涛 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

13:40-14:00 陈亮 安徽医科大学
Rab2A regulates the progress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ownstream of AMPK-TBC1D1 axis by stabilizing PPARγ

14:00-14:20 黄志锋 温州医科大学 基于结构的生长因子药物设计与代谢新应用

14:20-14:40 钱旭 南京医科大学
Fumarate inhibits PTEN to promote tumorigenesis and 
therapeutic resistance of type 2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14:40-15:00 朱林 丹纳赫生命科学平台 从转化研究到临床应用—丹纳赫生命科学助力多组学创新

15:00-15:20 龚小东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细胞能量代谢分析技术在代谢疾病中的应用

15:20-15:40 林兆宇 南京大学 The Role of CD4+ T cells in Obesogenic Memory 阮雄中，陈立功 重庆医科大学，清华大学

15:40-16:00 李林鹏 广州医科大学
Glis1 facilitates induction of pluripotency via an 
epigenome–metabolome–epigenome signalling cascade

16:00-16:20 张进 浙江大学医学院
Early Embryo - a Beautiful System to Study Cellular Metabolism 
of Sugar and Lipids

16:20-16:40 缪洪明 陆军军医大学
5-aza-2'-deoxycytidine potentiates anti-tumor immunity in 
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is by modulating ABC A9-
mediated cholesterol accumulation in macrophages

吴英杰，张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上海交大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

16:40-17:00 魏刚 北京糖尿病研究所
The thermogenic activity of adjacent adipocytes fuels the 
progression of ccRCC and compromises anti-tumor therapeutic 
efficacy

17:00-17:20 王媛 首都医学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after 
non-infarct artery revascularization

2022年12月17日
主会场

线下主会场，及同步#
腾讯会议：589-

9487-9914
主持人 单位

08:30-08:45 开幕式领导讲话 李蓬 院士，清华大学； 刘建国 校长，遵义医科大学 徐林 遵义医科大学



08:45-09:00
青年科学家颁奖（集萃药康冠

名）
颁奖嘉宾

李蓬 院士，清华大学；高翔 董事长，集萃药康；杨洪远，新南威尔士
大学；琚存祥 研发总监，集萃药康

刘铁民 复旦大学

线下主会场，及同步#
腾讯会议：589-

9487-9914
Keynote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09:00-09:30 张宏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Liquid–liquid phase separation in autophagy 李蓬 院士 清华大学

09:30-10:00 刘晓蕾 Life Metabolism Life Metabolism 期刊面对面 黄勋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10:00-10:30 贾伟平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糖尿病的精准诊疗探索 赵世民 复旦大学附属红房子医院

10:30-11:00 林圣彩 院士 厦门大学 Glucose as a messenger controlling health and lifespan

11:00-11:15 茶歇

11:15-11:30 刘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传播与

成果转化中心
Fundamental Research ：创建一流学术期刊，推动高端学术平台建
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期刊介绍

芦小单 吉林省人民医院

11:30-12:00 邓子新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以合成生物学撬动大健康科技的颠覆性创新 杨洪远 新南威尔士大学

12:00-12:40 午餐

12:40-13:20 陈达 仪景通光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显而“易”见——Evident 智能显微分析工作流 陈良怡 北京大学

2022年12月17日
上海线下

丹纳赫生命科学平台
分会（上海线下），
及同步#腾讯会议：
589-9487-9914

Keynote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13:30-14:00 李小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ercise improves fatty liver and far beyond 李伯良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14:00-14:25 翟琦巍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节食后体脂反弹机理的初步探索 章卫平，孔星星 海军军医大学，复旦大学

14:25-14:50 丁秋蓉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Functional study of the transient hepatic steatosis in liver 
regeneration

14:50-15:15 郭非凡 复旦大学脑转化院
Hepatokine ERAP1 impairs skeletal muscle insulin sensitivity via 
ADRB2/PKA pathway

15:15-15:40 汤其群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血管周围脂肪的棕色化和动脉粥样硬化

15:40-16:00 茶歇



16:00-16:25 叶丹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Epigenetics links intermediary metabolism and gene regulation 许琛琦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

16:25-16:50 赵同金 复旦大学代谢院 A dual role of DDB1 in regulating adipogenesis

Keynote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16:50-17:20 雷群英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BCAT2-mediated BCAA catabolism in obesity and PDAC 宋保亮 院士 武汉大学

17:30-21:00
仪景通（奥林巴斯）和上海皓元

生物医药科技 冠名晚宴

2022年12月17日 
分会场3（线上）

分会场 3（线上）
ZOOM 会议号：845 

6394 4968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14:25-14:50 张毓 北京大学 胸腺功能重建与抗肿瘤免疫应答 刘峰，陈晓伟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北京大学

14:50-15:15 何志旭 遵义医科大学 溶瘤病毒抗白血病治疗研究进展

15:15-15:40 周红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胰岛素清除在肥胖高胰岛素血症中的作用及其与血清胆汁酸谱的关系
研究

15:40-16:05 甘振继 南京大学 Mitochondrial Plasticity and Skeletal Muscle Fitness

16:05-16:40 陈畅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Redox-stress response resistance (RRR) mediated by 
hyperoxidation of peroxiredoxin 2 in senescent cells

王一国 清华大学

16:40-17:05 于晓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Islet homeostasis and transmembrane signaling

2022年12月18日
上海线下

丹纳赫生命科学平台
分会（上海线下），
及同步#腾讯会议：
589-9487-9914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09:00-09:20 郑晓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Bile acids and metabolic diseases 李于，王茹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上

海体育学院

09:20-09:40 陈素贞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The Phytochemical Hyperforin Triggers Thermogenesis in 
Adipose Tissue via a Dlat-AMPK Signaling Axis to Curb Obesity

09:40-10:00 沈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靶向肿瘤代谢关键酶候选新药发现和药理学研究



10:00-10:20 茶歇

10:20-10:40 常春美 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Reconstitution of mammalian selective autophagy initiation 王计秋，刘军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40-11:00 陈丰荣 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Gel-like phase separation of Cidec generates lipid-permeable 
plates for lipid droplet fusion

11:20-11:40 毕俊峰 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Membrane lipid remodeling— an actionable metabolic 
dependency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cancer

11:40-12:00 王冠琳 复旦大学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Application of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to potential novel 
treatment targets in fibrosis detected using SCINDY, a novel 
computational pipeline to identify cell-cell interactions

12:00-13:00 午餐

13:00-13:20 徐延勇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Hepatic Lipid Metabolism and 
Metabolic Disorders

沈伟，唐爽 上海科技大学，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3:20-13:40 邵孟乐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adipocyte thermogenic plasticity: 
molecular brakes on the road to adipocyte thermogenesis

13:40-14:00 杨立峰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Tracing Energy Metabolism and Exploiting Cancer Vulnerability 
via Diet Manipulation

14:00-14:20 周犇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mTORC2-SGK signaling regulates metabolic health and 
longevity

14:20-14:40 茶歇

14:40-15:00 贝毅桦 上海大学 受运动调控的微小RNA-486对心肌保护的机制研究 应浩，尹慧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15:00-15:20 朱焕乎 上海科技大学
A lipid-mTORC1 mediated amino acid sensing in C. elegans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15:20-15:40 李静雅 上海药物研究所
Dephosphorylation of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exacerbates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via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15:40-16:00

2022年12月18日
分会场4（线上）

分会场 4（线上）
ZOOM 会议号：845 

6394 4968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单位



09:00-09:25 郑怡 陆军军医大学 线粒体氧化应激与糖尿病并发症 常永生，刘兴国
天津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

09:25-09:50 徐璎 苏州大学
IGF2-KCC2 pathway in the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modulates 
behavioral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ime-restricted feeding

09:50-10:15 沈汉明 澳门大学
Targeting the glucose metabolic pathway for modulation of 
metabolic stress in NSCLC

10:15-10:40 田小利 南昌大学
Longevity-associated genetic variants impacts metabolic 
processes

江鹏，Tiffany Horng 清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

10:40-11:05 董梦秋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Degrading intestinal DAF-2 nearly doubles Caenorhabditis 
elegans lifespan without affecting development or 
reproduction

11:05-11:30 艾玎 天津医科大学
Macrophage MST1/2 Disruption Impairs Post-Infarction Cardiac 
Repair via LTB4

11:30-11:55 张少兵 首都师范大学
Endocrine pheromones couple fat rationing to dauer diapause 
through HNF4α nuclear receptors

杨吉春 北京大学医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