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第十届药用真菌学术研讨会 
会议地址：上海   秘书处地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上海市奉贤区金齐路 1000号 12号楼） 

电   话：021-62209765    传 真：021-62205130      E-mail: medmush10th@126.com 

 

2012 年全国第十届药用真菌学术研讨会 

第三轮通知 

 

“全国第十届药用真菌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2 年 10月 11-14日在上海市绿

洲大厦（地址：上海长宁区中山西路 555号）召开，欢迎各位专家积极投稿，踊

跃参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 

1. 中国农学会食用菌分会 

2. 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专业委员会 

3. 中国药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学分会药用真菌专业组 

二、 承办单位 

1.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所 

2. 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上海前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三、 协办单位 

1. 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分中心 

2. 上海市农学会 

3. 上海市园艺学会 

4.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 

四、 赞助单位 

1. 江苏安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浙江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 

5. 福建东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五、 媒体支持 

易菇网 



六、 会议组织机构 

（一）会议组委会 

名誉主席：林志彬 教授 吴爱忠 研究员 

主    席：谭琦研究员 张劲松研究员 

副 主 席：郭顺星研究员  谢宝贵研究员 

成    员：程薇研究员 陈若芸研究员 宋爱荣教授 王琦教授 陈惠董事长 

李晔总经理 李明焱总经理   

秘 书 长：杨焱研究员 

副秘书长：唐庆九副研究员  贾薇副研究员 冯娜副研究员 

（二）学术委员会 

林志彬 教  授 （北京大学） 

吴爱忠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谭  琦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张劲松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郭顺星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谢宝贵 教  授 （福建农林大学） 

陈若芸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程  薇 研究员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所) 

林树钱 教  授 （福建农林大学） 

宋爱荣 教  授  (青岛农业大学) 

王泽生 研究员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边银丙 教  授 （华中农业大学） 

杨小兵 研究员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郑林用 研究员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李长田 教  授 （吉林农业大学） 

杨晓彤 教  授 （上海师范大学） 

鲍大鹏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陈明杰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杨  焱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尚晓冬 副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三）编辑与出版委员会 

张劲松 研究员 

鲍大鹏 研究员 

杨  焱 研究员 



尚晓冬 副研究员 

曹  晖 研究员 

王瑞霞 编辑 

唐庆九 副研究员 

贾  薇 副研究员 

冯  娜 副研究员 

陈明杰 研究员 

七、 会议内容 

交流讨论近三年来我国在药用真菌遗传、育种、栽培和基地建设、化学成分、

质量标准、药理活性、营养与功能、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八、 会议注册方法： 

报  名：凡参加会议者，请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 E-mail 回复或传

真到秘书处,允许现场报名，但不保证会议联系的宾馆有多余的住宿。仍然欢迎

未提前注册的同仁来参会。 

注册费：7月 30日前报名交费 600元（含资料及餐费）。现场报名需交费 800

元。学生注册费 400元（需提供学籍证明），注册费请转入下面的指定帐户：   

    户  名：上海前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帐  号：033283－00040011451 

开户行：农行长宁区北新泾支行 

用  途：会议注册费（并标明注册人员姓名） 

 参会人员注册费汇出后，请将会议注册回执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反馈至大

会秘书处，以便我们查找。 

 

九、 住  宿 

会议住宿安排在上海市绿洲大厦（地址：上海长宁区中山西路 555 号），费

用自理。会议房价为标准间 330元（含早餐）。绿洲大厦联系电话：02162865888

转预订部，传真：02162860071。Email：Lvzhou_eric@yahoo.cn 

mailto:Lvzhou_eric@yahoo.cn


十、 会议具体安排 

1、开幕式及集体合影 

   日期：2012年10月12日（星期五） 时间：8:30-9:30 

   开幕式地点:上海绿洲大厦四楼 会议厅 

主持人: 张劲松 研究员 

开幕词: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书记 院长 吴爱忠 

陈梅朋先生塑像落成仪式致辞：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谭琦 

陈梅朋先生塑像落成揭幕：吴爱忠 院长，副院长 谭琦 

    集体合影:9:10-9:30  

2、大会报告 

   日期：2012年10月12日 时间：9:45-12:00 

   地点：绿洲大厦四楼会议厅 

主持人：吴爱忠院长 谭琦副院长 

报告时间 报告人 单  位 报告题目 

9:45-10:30 林志彬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

础医学院 

灵芝的多靶点抗肿瘤作用和预防放

化疗损伤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10:30-11:15 张劲松 研究员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

研究所 

中国栽培灵芝亲缘关系、质量控制和

生物活性的研究 

11:15-12:00 钟建江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 

高等真菌次级代谢物的发酵过程调

控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 

 



3、专题报告具体安排 

10 月 12 日下午   化学与营养成分         地点：绿洲大厦四楼会议厅 

报告时间 报告人 单  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程薇研究员   郑林用研究员 

1:30-1:55 郭顺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 

以药用真菌为原料的保健食品研发

现状分析 

1:55-2:20 陈若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所 

HPLC 法测定不同产地灵芝三萜酸的

含量 

2:20-2:35 陈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 

Endophytic Xylarioid fungi among 

Dendrobium (Orchidaceae): phylogeny 

and distribution 

2:35-2:50 罗霞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尖顶羊肚菌菌丝体胞外多糖的分离

纯化及结构研究 

2:50-3:05 朱虹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所 

我国南海丰肉结海绵相关真菌活性

产物研究 

3:05-3:20 崔风杰 江南大学 

A Novel Antitumor Polysaccharide- 

protein PLG-3 from Cultured Mycelia 

of Phellinus linteus AML1101 

3:20-3:35 王永维 首都师范大学 
枝顶孢属真菌 1005A 的次生代谢产

物的初步探究 

茶歇  3:35-3:50 

主持人： 郭顺星研究员   杨焱研究员 

3:50-4:15 程薇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所 

食用菌新型食品创制技术研究与开

发 

4:15-4:40 陈君琛 
福建省农科院农食品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 
食药用菌高值化加工产品开发 

4:40-4:55 黄样增 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公司 破壁灵芝孢子粉薄层色谱鉴别 

4:55-5:10 李文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8 种食用菌水溶性多糖中 β-葡聚糖含

量、单糖组成及其体外免疫活性的研

究 

5:10-5:25 冯娜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灵芝菌丝体灵芝酸类物质的研究 

5:25-5:40 唐庆九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香菇中核苷类化合物的分离纯化和

成分分析 

5:40-5:55 叶纪沟 浙江省龙泉市灵芝研究所 道地药材龙泉灵芝的研究进展 

5:55-6:10 唐传红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沪农灵芝 1号斜面母种不同接种部位

子实体产量和品质影响的初步研究 

 



10 月 13 日上午   药用资源与新品种       地点：绿洲大厦四楼会议厅 

报告时间 报告人 单  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谢宝贵教授   陈君琛研究员 

8:30-8:55 郑林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中药非药用部位栽培灵芝的研究 

8:55-9:20 杨焱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所 食用菌风味物质的研究 

9:20-9:35 兰进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 

不同光质对灵芝生长及抗氧化酶系

统的影响 

9:35-9:50 魏巍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羊肚菌遗传差异性和药理差异性研

究 

9:50-10:05 梅锡玲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 

光质对灵芝菌丝体生长及内源 IAA

代谢的影响 

10:05-10:20 许春平 
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白桦酯醇的发酵制备与生物转化反

应 

茶歇  10:20-10:35 

主持人： 杨庆尧教授   陈若云教授 

10:35-10:50 林树钱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灵芝提取物质量控制的研究 

10:50-11:15 谢宝贵 福建农业大学 灵芝研究进展 

11:15-11:30 林建英 福州东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从种植到提取缔造灵芝产品的品质

之路 

11:30-11:45 李朝谦 龙泉市兴龙科技开发研究所 沪农灵芝 1 号种性研究报告 

11:45-12:00 唐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 
人工种植桑黄最佳采收期的确定 

12:00-12:15 闫风飞 
吉林省北芝菌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高品质长白山灵芝、灵芝孢子粉的

研究 

12:15-12:30 柯斌榕 福建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三种灵芝担孢子萌发特性研究 

 



 

10 月 13 日下午   生物活性研究         地点：绿洲大厦四楼会议厅 

报告时间 报告人 单  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林志彬教授   宋爱荣教授 

1:30-1:55 杨庆尧 上海杨杨百草研究所 中国药用真菌研究成果与展望 

1:55-2:20 李卫东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灵芝多糖肽对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数

量和分型的调节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2:20-2:35 李长田 
吉林农业大学教育部食药用

菌工程研究中心 

瘦柄红石蕊（Cladonia macilenta）

抗老年痴呆活性成分研究 

2:35-2:50 余梦瑶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猴头菌生长过程中基质内营养物质

含量和胞外酶活研究 

2:50-3:05 汪雯翰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十种食药用菌抗氧化和延缓衰老功

效的初步研究 

3:05-3:20 唐玉琴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金毛鳞伞多糖提取及其抑菌效果试

验 

茶歇  3:20-3:35 

主持人： 林树钱研究员   甘炳成研究员 

3:35-4:00 宋爱荣 青岛农业大学 
樟芝优良品种选育及抗肿瘤作用研

究 

4:00-4:25 李明焱 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 
灵芝新品种选育与仿野生有机栽培

及精深加工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4:25-4:40 贾薇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珍稀药用真菌樟芝的活性研究 

4:40-4:55 孙效乐 青岛农业大学 
多孔菌 AC001 菌株发酵液醇溶多糖

对雏鸡免疫调节的影响 

4:55-5:10 陈亮 福州东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香菇菌棒培育与提取利用的初步研

究 

5:10-5:25 郑惠华 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特殊真菌资源开发利用与质量安全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5:30  闭幕式 

 

http://www.baidu.com/link?url=b9cadc4de9627d14427deb2ff188bd98ddf0cfdb2f47a2f33c8c8489a68e42292c46bfbc67cbab803cb5008c62e6d1024ba3015be178b0acab4cbdac0b01535bd02061c2c9f8838cb46678f0d6a4f35d61470c0561cb9e28f1341f40a2abd471c36d5c675748d8dda002caedd5465e8072a26da5daa09534171357dd0de55ae9f17fe7713d9e162ab35db7a130869ffcad89e751ed0562b9a5643312757ce27ae25bd0338efb4c300fc7199acdb0a7de7abd4b4c8ffe2842dea969b71cbe6ef28ec61d4d669906fe4be3c90b55aa3a20691d0ea9e0bcafdd9c70d43d7b4499f8e5a36cfb7484de4f735b81b940b6218e0b8a9fcf7d79f28d30674dd1cb09e285c67147a5a8cd8ea6cf239606b03cd26926948210f9f5f8af56f165ec345d012cb0ae70d88e178797804151d1fcfa1210982f99e0a1baa5b78a1ed2a112fa7e695e6079560744725cb52b1b724f080489350fce1676af9c9fac2bd162862aebac5573358cc3c0659257bfcf546427d385eff26534b3094d6843da27


4、药用真菌专业委员会会议 

内容： 2012 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委员会委员会议 

时间： 2012 年 10 月 12 日 20：00－21:30 

地点： 绿洲大厦四楼 中山厅 

主持人 张劲松 研究员 

会仪联系人： 杨焱研究员 冯娜副研究员 

5、闭幕式 

主持人:  张劲松研究员 

闭幕词:  谭琦 研究员 

地点: 绿洲大厦四楼会议厅 

时间：2012年8月13日    17:30-18:00 

十一、 赞助 

全国第十届药用真菌学术研讨会真诚邀请有志于推动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

的公司及个人对本次会议进行赞助。赞助分五个等级，白金赞助 (50000元)，黄

金赞助 (30000 元)，白银赞助 (20000 元)，青铜赞助 (10000 元)，友情赞助 

(2000-5000元)。 

十二、 会议地点地图和交通 

 



推荐交通路线 

浦东国际机场：乘坐地铁 2号线 22站至中山公园下车后，步行约 15分钟。约 55

公里车程，出租车费用约 189元。 

虹桥机场及虹桥火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 5 站至中山公园站下车，步行约 15 分

钟。约 8.5公里车程，出租车费用约 27元。 

上海火车站：乘坐地铁 3 号线或 4 号线 6 站至延安西路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

约 9.5公里车程，出租车费用约 29元。 

上海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 6 站至延安西路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约 9 公里车

程，出租车费用约 28元。 

 

十三、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上海市奉贤区金齐路 1000号 12号楼） 

邮编：201403    电话：021-62200746，18917915130  

传真：021-62205130 

E-mail：medmush10th@126.com 

秘书处负责人：汪雯翰、吴迪 

 

中国农学会食用菌分会 

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专业委员会 

 中国药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分会—药用真菌专业组 

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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