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r Immunology  

Plenary Lectures

第十五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
特邀报告日程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09:00-21:00 注册报到

12 月 28 日 星期三

08:00-08:30
开幕式 

颁发第十一届中国免疫学会学术奖——终身成就奖、杰出学者奖

Session 1  主持人：吴玉章    黄    波

08:30-09:00 待定
曹雪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

09:00-09:30
Cancer Immunotherapy Targeting at 
NK Cells

田志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9:30-10:00 抗原精准操控重塑免疫反应
吴玉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10:00-10:20 茶歇

Session 2  主持人：孙    兵    吴    励

10:20-10:50 数字解码免疫力技术与应用
张学敏
军事医学科学院

10:50-11:20
Pyroptosis: from antibacterial immunity 
to antitumor immunity

邵  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11:20-11:50
Targeting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卞修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00-13:00 卫星会

12:00-13:30 午餐 \ 壁报交流

Session 3  主持人：姚    智    储以微

13:30-14:00 待定
董  晨
上海交通大学

14:00-14:30
重大传染病免疫发病机制和免疫治疗的
研究进展

王福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4:30-15:00
New immune checkpoints and cancer 
immune therapy

陈有海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

15:00-15:30
Developing TCR-based CAR-T cell 
approach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林  欣
清华大学

15:30-15:50 茶歇

Session 4  主持人：张    毓    郑利民 

15:50-16:20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Immune 
Responses

时玉舫 
苏州大学

16:20-16:50 代谢解析 T 细胞记忆之谜
黄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16:50-17:20 免疫细胞新亚群发现及其免疫应答调控
范祖森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7:20-17:50
IL-27, a New Story in Obesity and 
Beyond

尹芝南 
暨南大学

18:00-19:30 晚餐

19:30-21:30
第八届四次理事会
第八届七次常务理事会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Session 5  主持人：熊思东  陆前进

08:00-08:25 病毒性疫苗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展望
杨晓明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8:25-08:50 新冠疫情防控：向科学要答案
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

08:50-09:15 呼吸系统冠状病毒特异性 T 细胞应答研究
赵金存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5-09:40 Ig 多源性及多功能性
邱晓彦 
北京大学

09:40-10:00 茶歇   

Session 6  主持人：唐  宏  鲁林荣

10:00-10:25
T cell receptor signaling and 
engineering

许琛琦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10:25-10:50 氧化还原稳态促进 STING 介导的抗病毒免疫
赵  伟
山东大学

10:50-11:15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病
孙凌云
南京大学

11:15-11:40 应激的免疫感知与免疫调控
马瑜婷
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

12:00-13:00 公司卫星会

12:00-13:30 午餐 \ 壁报交流

Session 7

13:30-16:30 分会场交流

13:30-17:30 第六届中国免疫学会女科学家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暨免疫学高峰论坛

16:40-17:40 卫星会

18:00-19:30 晚餐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Session 8

08:30-11:30 分会场交流

08:30-10:00 中国免疫学会基础免疫分会工作会议

10:00-11:30 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11:30-13:30 午餐 \ 壁报交流

Session 9  主持人：张    毅    王青青

13:30-13:50
IL-21 靶向肿瘤特异性 T 细胞的免疫治疗策略
研发及临床转化

王盛典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3:50-14:10 危险感应与无菌性炎症
周荣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10-14:30
B cell receptor mediated immune 
activation and regulation

刘万里 
清华大学

14:30-14:50 DNA 双加氧酶 Tet2 在天然免疫中的调控作用
张  迁 
海军军医大学

14:50-15:10
A hnRNPA2B1 agonist for antiviral 
immunity

左大明 
南方医科大学

15:10-15:30 茶歇                               

Session 10  主持人：张纪岩  叶丽林

15:30-15:50
MCM8 mediates a nitric oxide-
responsive mitophagy pathway

张玉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5:50-16:10
T Cell Dichotom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张  松 
南开大学

16:10-16:30 Tumor immunity and oxidative stress
邹  强
上海交通大学

16:30-16:50
Ionic immune suppression with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limits 
macrophage anti-tumor function

王  迪 
浙江大学

16:50-17:10 调控单抗疗效的新型 Fc 反应
苏士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7:10-17:40
闭幕式  
 
颁发第十一届中国免疫学会学术奖——青年学者奖                           
                           

18:30-20:00 闭幕晚宴

重庆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