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全国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 

暨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会议通知  

（第一轮） 

 

皮肤药理学是近年提出并得到迅速发展的药理学的一个新分支。主要研究药物对皮

肤的作用、皮肤对药物的处置及药物的经皮渗透规律等。随着皮肤结构和功能研究的不

断深入，科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皮肤不仅是覆盖于机体表面的屏障，而且在很大范围内

具有激活代谢和参与免疫等作用，同时也是生物精准治疗的重要靶器官，因此，皮肤药

理学已经受到药理学、免疫学、皮肤病学、烧伤、整形等基础和临床研究人员的高度重

视，成为一门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新交叉学科。 

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是全国首家以皮肤药

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二级学会。自成立以来，在药理学和皮肤科学领域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着力构建和打造皮肤科学医药联合，携手共进的学术平台。为传播皮肤药理学学

术思想，扩大皮肤药理学研究内涵，讨论解决皮肤药理学基础和临床研究中的科学问题，

促进经皮给药新制剂和新设备的研发应用，由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主办的“首届全国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暨医学真菌的基础

和临床进展学习班”将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14 日在上海举行，诚邀国内外从事

皮肤药理学科研、临床及新药、新设备研发生产的同行积极参会指导！ 

     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承办单位：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皮肤科 

《药学服务与研究》杂志社 

协办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 

会议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25 号） 



二、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 

        廖万清 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 

    大会主席： 

        胡晋红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李  斌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大会执行主席： 

        吴建华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冯年平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会议秘书处： 

        刘继勇  潘勇华  谭宏月  朱全刚  李  欣  尤本明 

组委会委员： 

蔡茂庆  柴维汉  陈  戟  陈  琰  陈中建  邓  辉  丁雪鹰  范  斌 

高春芳  郭志丽  韩  冰  侯  强  鞠  强  李  明  李  萍  李福伦 

李国文  刘业强  卢  懿  茅伟安  潘炜华  钱  芳  强  燕  沈  琦 

沈凯凯  史玉玲  宋洪杰  宋宁静  陶箭飞  汪五清  王官清  王海俊 

王盛章  隗  祎  魏  莉  向延卫  肖仕初  徐  楠  徐顺明  徐燕丰 

薛春雨  杨  骏  袁  成  张  翌  张馨欣  张正华  赵敬军  周厚广 

朱元杰  左付国 

三、会议主题 

     精准医学导向的皮肤药理学——学科交叉与融合 

四、会议形式与内容 

会期两天，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与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同步进行，邀

请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大会和分会报告、学术讨论和参观交流等。 

五、会议日程 

11 月 11 日（周五）      全天报到 

11 月 12 日（周六）上午：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11 月 12 日（周六）下午：分会场报告 

  分会场一：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 

  分会场二：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 



11 月 13 日（周日）：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 

11 月 14 日（周一）：长海医院参观学习，会议撤离 

大会拟定日程和专家报告见附件一，并请关注会议第二轮通知，以了解会议更新及

可能的调整。 

六、学分证书 

本次会议学习班已列入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04-12-034 (国)】，参

加本次培训者按规定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 

七、会议收费 

每位代表缴纳会务费 1000 元，包括会议资料费和餐费。 

会议可提供住宿安排，费用自理。会议酒店：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上海市杨浦区

宁国路 25 号（近杨树浦路），轨道交通 12 号线宁国路站出站后步行 1.3 公里，酒店电话

021-51083050）。会场周围也有多家快捷酒店，会议代表可提前自行预定。 

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青年

委员免收会务费。 

八、会议报名 

拟参会代表请填写会议回执表（附件二），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会务组专用邮箱

pfylxslt2016@126.com。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 

九、会议秘书组联系方式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潘勇华   联系电话：18117522070  E-mail: 13661587420@163.com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皮肤科    

谭宏月   联系电话：13816307445  E-mail: 510458146@qq.com 

十、会场路线 

酒店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25 号（近杨树浦路） 

距离地铁 12 号线宁国路站（4 号口）约 1.3 公里，可转乘 538 路，在松潘路杨树浦

路站下车，约步行 600 米； 

距离地铁 4 号线杨树浦路站（2 号口）约 2.9 公里，可转乘 135 路在杨树浦路松潘路

站下车，约步行 500 米； 

距离地铁 8 号线黄兴路站（4 号口）约 3.1 公里，可转乘 538 路，在松潘路杨树浦路

mailto: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pfylxslt2016@126.com
mailto: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pfylxslt2016@126.com
mailto:13661587420@163.com
mailto:510458146@qq.com


站下车，约 1.1 公里； 

距离上海火车站约 9.7 公里，可地铁 4 号线转乘 12 号线，后转乘公交车； 

距离上海火车南站约 21.5 公里，可地铁 1 号线转乘 12 号线，后转乘公交车； 

距离上海虹桥火车站约 31 公里，可地铁 10 号线转乘 12 号线；距离上海虹桥机场约

22.7 公里，可地铁 10 号线转乘 12 号线，后转乘公交车； 

距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约 40 公里，可地铁 2 号延伸段转乘 2 号线，再转乘 12 号线，

后转乘公交车。 

 
 

 

 

                                  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一： 

 

首届全国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暨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 

日程安排 

 

201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 

时间 内 容 地点 负责人 

14:00-22:00 会议报到 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 潘勇华  谭宏月 

 

201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主会场  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二楼 临海厅 

时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07:30-08:30 会议报到  潘勇华  谭宏月 

08:30-09:00 开幕式 

中国药理学会领导 

上海药理学会领导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领导 

上海市药理学会皮肤药理学

专业委员会领导 

胡晋红  

09:00-09:15 合   影 

09:15-10:00 再生皮肤研究现状和未来 
夏照帆  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胡晋红 吴建华 

10:00-10:15 茶  歇 

10:15-11:00 银屑病基因研究与药物选择 
张学军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胡晋红 吴建华 

11:00-11:45 精准医学导向的皮肤药理学 
胡晋红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吴建华 

12:00-13:30 午  餐 

 

 

 

 



分会场一  皮肤药理学论坛 

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三楼 上海厅（一） 

时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4:00 
经皮给药新技术和新型创伤

敷料 

金义光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 

冯年平  沈 琦   14:00-14:30 
皮肤靶向递药系统研究与实

践 

刘  强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14:30-15:00 中药经皮给药研究 
冯年平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15:00-15:20 茶  歇 

15:20-15:50 靶向汗孔角化症的思路探讨 
张正华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刘继勇 朱全刚 15:50-16:20 
中药在常见皮肤疾病中的应

用策略分析 

范斌 主任医师 

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16:20-16:50 经皮给药的生物力学研究 
王盛章 教授 

复旦大学生物力学研究所 

16:50-17:20 卫星会 

17:20-17:30 论坛总结 胡晋红教授 

 

分会场二  医学真菌学习班 

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三楼 上海厅（二） 

时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4:15 念珠菌研究进展 
陈昌斌 研究员 

中科院巴斯德研究所 
吴建华 

14:15-15:00 曲霉菌研究进展 
潘炜华 教授 

上海长征医院 

15:00-15:20 茶  歇 

15:20-16:05 血液病患者真菌感染诊治 
杨建民 教授 

上海长海医院 
吴建华 

16:05-16:50 真菌病影像学诊断进展 
邵成伟 副教授 

上海长海医院 

          卫星会 

 

 

 



201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医学真菌学习班 

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三楼 上海厅（二） 

时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08:30-09:10 隐球菌研究进展 
陈江汉 教授 

上海长征医院 
谭宏月 

09:10-09:50 真菌病实验室检查进展 
章强强 教授 

上海华山医院 

09:50-10:10 茶     歇 

10:10-10:50 真菌病理诊断进展 
毕新岭 副教授 

上海长海医院 
谭宏月 

10:50-11:30 浅部真菌病诊治进展 
张正华 教授 

上海华山医院 

11:30-13:00 午餐 

13:00-13:30 卫星会 

13:30-14:10 真菌病的中医药治疗 
李欣  博士 

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谭宏月 

14:10-14:50 甲真菌病的光动力治疗 
张玲琳  博士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4:50-15:10 茶     歇 

15:10-15:50 抗真菌增效剂研究进展 
吴建华 教授 

上海长海医院 
谭宏月 

15:50-16:30 结业仪式及发放学分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 

时间 内 容 地点 负责人 

9:00-12:00 长海医院参观 上海长海医院 谭宏月 



附件二： 

 

首届全国皮肤药理学学术论坛暨医学真菌的基础和临床进展学习班 

会议回执表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手机：  传真：  

E-mail：  

酒店 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 550 元/间：单间（    ），双人间（    ） 

 无需安排住宿（    ）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