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现代中医中药创新与传承” 

学术创新论坛日程 

 

论坛报到 

11 月 30 日

（周五）     

9:30-11:00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中心 

11:00-13:00 千人大礼堂 

一、开幕式及专家报告 

11 月 30日   

（周五） 

13:00-14:00  开幕式    千人大礼堂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3:00-13:05 江苏省教育厅领导讲话 

中国药科大学         

 谭宁华 

院长 

13:05-13:10 中国药科大学校领导讲话 

13:10-13:15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院长讲话 

13:15-13:20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领导讲话 

13:20-13:30 吴以岭院士捐赠著作仪式 

13:30-14:00 合影、茶歇 

11 月 30日  

（周五） 

14:00-16:30   专家报告  千人大礼堂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4:00-15:00 络病研究与创新中药 

吴以岭 院士                             

络病研究与创新中药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药科大学      

孔令义 

副校长          

15:00-15:25 中药调控免疫代谢机制研究 
孔令东 教授，杰青    

南京大学 

15:25-15:50 中药量丰成分的应用基础研究 
胡立宏 教授，杰青    

南京中医药大学 

15:50-16:15 
含环肽中药创新药研究和止咳

复方中药功效成分探究 

谭宁华 教授，杰青     

中国药科大学 

16:15-16:30 对话与讨论 

16:30-17:30 参观（中国药科大学校史馆、江苏药学博物馆） 

18:00-20:00  晚餐与联谊交流  第一食堂三楼 



二、大会报告 

 

 

12 月 1 日

（周六） 

8:30-11:30   大会报告     A 教学楼（A204）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点评专家 

            

8:30-8:45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RAs medicinal constituents from 

Chinese Rubia plants 

 张雪佳 

中国药科大学 

罗建光 

许风国 

汪俊松 

8:45-9:00 

Network pharmacology study 

reveals energy metabolism and 

apoptosis pathways-mediated 

cardioprotective effects of 

Shenqi Fuzheng 

廖杰   

      浙江大学 

9:00-9:15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of extract 

from Plantago asiatica L. seeds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童仁超               

上海中医药大学 

9:15-9:30 

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 

oleanolic acid derivative and 

muscle atrophy via an unknown 

protein 

崔巍                                 

南京大学 

9:30-9:45 

Trichosanthis Pericarpium 

aqueous extract protects H9c2 

cardiomyocytes from 

hypoxia/reoxygenation injury by 

regulating PI3K/Akt/NO 

pathway 

楚冬梅               

辽宁中医药大学 

9:45-10:00 茶歇 

10:00-10:15 
基于在线提取-液质联用法分析

复杂基质化学成分 

宋青青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15-10:30 

基于 DDX5 调控 p62/TRAF6 信

号通路促进自噬探讨

Hypercalin B抗NASH相关肝癌

的作用研究 

张艳秋                    

中国药科大学 

10:30-10:45 

Anti-inflammatory lathyrane 

diterpenes from Euphorbia 

lathyris L. 

吴艳丽                    

沈阳药科大学 

10:45-11:00 
黄果茄果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

活性研究 

许振鹏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1:00-11:15 

Enhanced production of 

hypocrellin A, a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drug from Shiraia 

bambusicola by lanthanum 

陆参松                       

苏州大学 

11:15-11:30 自由讨论 

 

11:30-13:00    午餐   第一食堂一至三楼 

13:00-14:00    墙报交流   教学楼 A 楼 204 室外厅 

 



三、分会场报告 

分会场一：中药的基源品质、物质基础和质量控制    地点：教学楼 A104 

12 月 1 日 

（周六）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点评专家 

14:00-14:10 

Comparisons of antithrombosis, 

hematopoietic effects and chemical 

profiles of dried and rice 

wine-processed Rehmanniae Radix 

extracts 

龚普阳                                         

中国药科大学 

李松林 

刘丽芳 

罗  俊 

14:10-14:20 
中药苦木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

究 

赵文宇                                         

沈阳药科大学 

14:20-14:30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flavonoids from Fructus aurantii on 

inhibiting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cells 

邢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4:30-14:40 

YiQi Tongluo Granule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by 

freezing NR2B and CaMKⅡ through 

NMDAR/ERK1/2 Signaling 

吴思鹏                                         

安徽中医药大学 

14:40-14:50 

Shengui Sansheng San extraction is a 

switch of angiogenesis via regulations 

of AKT/mTOR, ERK1/2 and Notch1 

signal pathways after ischemic stroke 

刘博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 

14:50-15:00 茶歇 

15:00-15:10 

LC-UV-MS guided isola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colletopeptides A-D: 

cyclic tridepsipeptides from the plant 

endophytic fungus Colletotrichum sp. 

S8 

冯力                                           

中国药科大学 

15:10-15:20 

Dendrobium huoshanense 

polysaccharide attenuates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es by regulating hepatic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islet β-cells 

function in mice 

王红燕                                          

合肥工业大学 

15:20-15:30 
白头翁皂苷 B5 通过 NOD2/NF-кB 通

路抗炎症性肠病 

沈文华                

苏州大学 

15:30-15:40 
乳痈方对 TGFβ1 诱导的小鼠永生化

胸腺上皮细胞表型变化的影响 

石荣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15:40-15:50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 on puerarin 

hydrogel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from 

gel into single crystal 

庞遵霆                 

中国药科大学 



分会场二：中药的功效成分和原创新药  地点：教学楼 A204 

12 月 1 日

（周六）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点评专家 

14:00-14:10 

Suhuang antitussive capsule 

ameliorates NLRP3 

inflammasome-mediated pulmonary 

dysfunction in a manner dependent 

on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ER 

stress in rats 

秦伟伟                          

中国药科大学 

尚  靖 

朱华旭 

刘吉华 

14:10-14:20 

Potent effects of dioscin agains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rough 

regulating TIGAR-mediated 

apoptosis, autophagy and DNA 

damage 

毛章                              

大连医科大学 

14:20-14:30 
脑络欣通胶囊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 

翟燕                                 

安徽中医药大学 

14:30-14:40 
野菊花多糖磷酸化修饰物抗鸭肝炎

病毒的作用 

明珂                                      

南京农业大学 

14:40-14:50 

Programmed delivery of 

cyclopeptide RA-V and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for combination 

therapy on hypoxic tumors and 

therapeutic self-monitoring 

姚永荣                                        

中国药科大学 

14:50-15:00 茶歇 

15:00-15:10 
车前子与平车前子化学成分及对药

效差异比较 

兰继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 

15:10-15:20 

A purified resin glycoside fraction 

from Pharbitidis Semen induces 

paraptosis by activating chloride 

intracellular channel-1 i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祝东荣                                    

中国药科大学 

15:20-15:30 
牵牛子多糖对膜性肾病大鼠的免疫

调节机制 

钮婧杰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5:30-15:40 

Effect of cell penetrating peptide 

TAT-modified liposomes loaded 

with salvianolic acid B 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of human skin 

fibroblasts 

吴艳婷                                    

广东药科大学 

15:40-15:50 
Natural potential neuroinflammatory 

inhibitors from Stephania 

肖姣                                      

沈阳药科大学 



分会场三：中药的中医药理论、临床使用和大数据分析  地点：教学楼 A304 

12 月 1 日

（周六）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点评专家 

14:00-14:10 

Hepatotoxicity and hepatoprotection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d.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biological coin 

阮玲玉                                          

南京理工大学 

寇俊萍 

高  缘 

郭建民 

 

14:10-14:20 
肿节风多糖指纹图谱构建及谱效关

系研究 

黎欢                                                  

中国药科大学 

14:20-14:30 
青蒿转录组测序及基因表达差异性

分析 

李姣                                              

大连大学 

14:30-14:40 

Coix seed emulsion and gemcitabine: 

A synergistic combination against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and an 

investigation into underlying 

bioluminescent pharmacokinetic 

profiles 

钱亿帆                                          

浙江中医药大学 

14:40-14:50 
应用藏象理论浅析引经药的来源与

使用 

李奕茜               

南京中医药大学 

14:50-15:00 茶歇 

15:00-15:10 
Metabolic activation-initiated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diosbulbin B 

胡紫霞              

沈阳药科大学 

15:10-15:20 
Shengmai preparation attenuates 

ischa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mice 

宫帅帅               

中国药科大学 

15:20-15:30 

基于数据挖掘和整合药理学平台的

牛膝治疗骨关节炎成分—靶标—通

路分析 

杨国元               

辽宁中医药大学 

15:30-15:40 
四逆散对抑郁小鼠肠道菌群调节的

研究 

莫子晴               

南京中医药大学 

15:40-15:50 

Serum-plasma matched 

metabolomics for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benign thyroid 

nodule and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黄丰青               

中国药科大学 

四、论坛闭幕式  地点：教学楼 A204 

 

12月 1日

（周六）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6:00-16:30 

论坛主席致辞 

中国药科大学 

罗建光 
颁奖 

获奖学生代表发言 

17:00-18:30    晚餐   第一食堂一至三楼 

12 月 2 日（周日）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