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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专家组 
Appendix 3  Assessing experts of the Red List Assessment of Macrofungi Project in China 
姓名  
Name 

单位  
Organization 

分类阶元 
Taxa 

阿不都拉·阿巴斯 新疆大学 地衣 

艾尼瓦尔·吐米尔 新疆大学 地衣 

鲍大鹏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食用菌 

蔡为民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食用菌 

曹支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担子菌 

曾念开 海南医学院 担子菌 

曾昭清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陈健斌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陈双林 南京师范大学  担子菌、子囊菌 

崔宝凯 北京林业大学 担子菌 

戴玉成 北京林业大学 担子菌 

邓春英 贵州科学院 担子菌 

邓红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邓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 子囊菌 

邓建新 长江大学 子囊菌 

邓旺秋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范黎 首都师范大学 担子菌 

冯邦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葛再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古丽博斯坦·司马义 新疆大学 地衣 

郭林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郭守玉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郭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何双辉 北京林业大学 担子菌 

何晓岚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担子菌 

侯成林 首都师范大学 子囊菌 

胡红莉 福建农林大学 子囊菌 

黄勃 安徽农业大学 子囊菌 

黄晨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 担子菌 

黄满荣 北京自然博物馆 地衣 

黄志鹏 福建农林大学 子囊菌 

贾泽峰 聊城大学 地衣 

姜子德 华南农业大学 子囊菌 

蒋淑华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蒋思萍 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金群力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担子菌 

康冀川 贵州大学农学院 担子菌、子囊菌 

雷萍 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李春如 泛亚集团 子囊菌 

李国杰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李辉 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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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慧 华南农业大学 子囊菌 

李嵘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子囊菌 

李树红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子囊菌 

李苏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分部 地衣 

李泰辉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李挺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李文英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子囊菌 

李艳春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李熠 扬州大学 子囊菌 

李壮 山东农业大学 担子菌 

梁俊峰 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担子菌 

林文飞 浙江大学生物教学实验中心 担子菌、子囊菌 

林英任 安徽农业大学 子囊菌 

刘斌 广西大学 子囊菌 

刘华杰 河北师范大学 地衣 

刘淑艳 吉林农业大学 子囊菌 

刘作易 贵州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子囊菌 

罗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吕蕾 山东师范大学 地衣 

马海霞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子囊菌 

马文章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地衣 

帕孜来提·拜合提 新疆大学 地衣 

邱君志 福建农林大学 子囊菌 

冉小叶 首都师范大学 子囊菌 

热依木·马木提 新疆大学 地衣 

任强 山东师范大学 子囊菌 

沈亚恒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宋斌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孙广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子囊菌 

孙剑秋 绍兴文理学院 子囊菌 

唐保宏 安徽大学 担子菌 

唐丽萍 昆明医科大学 担子菌 

田恩静 吉林农业大学 担子菌 

图力古尔 吉林农业大学 担子菌 

万山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王波 四川农业科学研究院 担子菌、子囊菌  

王立安 河北师范大学 担子菌 

王立松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地衣 

王琦 吉林农业大学 担子菌 

王术荣 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担子菌、子囊菌 

王伟成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王向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王欣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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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王雪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王延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王有智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王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地衣 

旺姆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子囊菌 

韦继光 广西大学 子囊菌 

魏江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魏生龙 河西学院(甘肃省应用真菌工程实验室) 担子菌 

魏铁铮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魏鑫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地衣 

魏玉莲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担子菌 

文华安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吾尔妮莎·沙依丁 新疆大学 地衣 

吴刚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吴兴亮 贵州科学院 担子菌、子囊菌 

吴悦明 山东农业大学 子囊菌 

习平根 华南农业大学 子囊菌 

席娅丽 河西学院（甘肃省应用真菌工程实验室） 食用菌 

向梅梅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子囊菌 

谢宝贵 福建农林大学 担子菌 

徐阿生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地下菌类 

徐爱国 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徐彪 塔里木大学 子囊菌 

闫文娟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杨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杨志辉 河北农业大学 子囊菌 

杨祝良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姚一建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翼瑞卿 吉林农业大学 担子菌 

于富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担子菌 

于晓丹 沈阳农业大学 担子菌 

余知和 长江大学 子囊菌 

袁海生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担子菌 

张波 吉林农业大学 担子菌 

张璐璐 山东师范大学 地衣 

张平 湖南师范大学 担子菌 

张荣 西北农林大学 子囊菌 

张瑞颖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 担子菌 

张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地衣 

张修国 山东农业大学  子囊菌 

张英 北京林业大学 子囊菌 

章卫民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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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柱 北京林业大学 子囊菌 

赵明君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赵鹏 鲁东大学 子囊菌 

赵琪 云南省农科院 担子菌 

赵瑞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担子菌  

赵欣 聊城大学 地衣 

赵永昌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担子菌、子囊菌 

赵遵田 山东师范大学 地衣 

郑焕娣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朱兆香 吉林农业大学 子囊菌 

庄文颖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子囊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