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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 

第二轮通知 
 

药物分析学在与生物学、医学、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中,

逐步突破传统的“方法学科”、“眼睛学科”固有定位，不断探索从“服

务支撑”向“创新引领”的战略转变。药物分析科学已不仅仅是药物质

量检验的工具，在支撑药物源头发现、开发、临床评价及临床合理用

药监测等药学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8年将药物分析学正式列入学科方向目

录（代码 H3010），并自 2011年起与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国家药典委员会理化分析专业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了三届“药物分析

学科战略发展研讨会”，2014年组织成立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并

召开了“第四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进一步凝练了学科发展方向，有

力地促进了我国药物分析学科的发展，提升了学科科研和教学水平，

促进了学科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 

为使我国广大药物分析工作者及时把握本学科领域发展动态，获

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信息，为从事药物分析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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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成果的平台，促进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药物分析学学科的发展，

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定于 2015年 11月 4日-6日，在南京召开“第

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会议由中国药科大学承办，药物质量与安

全预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分析学国家重点学科、

中国药学会《药学进展》杂志等协办。会议主题为“多学科交叉融合

下的药物分析创新研究”。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药物分析领域专家与同

行就药物分析新技术发展现状、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和挑

战等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 

    承办单位：中国药科大学 

    协办单位：药物质量与安全预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分析学国家重点学科 

              中国药科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协办媒体：中国药学会《药学进展》杂志    

二、组织机构 

1．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 

   主  席：罗国安 

   副主席：贺浪冲、曾  苏、柴逸峰、毕开顺、再帕尔·阿不力孜、 

           马双成、张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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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柴逸峰（兼）、梁琼麟、王嗣岑、余露山 

2．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学术委员会 

   大会学术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1。 

3．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本地组委会： 

   主  任：张尊建 

   副主任：樊夏雷、杭太俊、狄斌 

   委  员：张尊建、杭太俊、狄斌、柳文媛、冯芳、丁黎、杨功俊、

许风国、严拯宇、杜迎翔、钟文英、何华、季一兵、郑晓南、樊夏雷、

张玫、柴逸峰、周国华、梁琼麟、王嗣岑、余露山、邸欣、戴忠 

4．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本地组委会秘书组： 

   组  长：柳文媛 

   副组长：许风国 

   成  员：杨功俊、丁娅、汤瑶、宋沁馨、宋敏、李博、吴春勇、

郑枫、宋瑞、陈金龙、严方、苏梦翔、黄寅 

三、特邀专家 

 陈洪渊 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广基 教授，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Ong Choon Nam 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志军 教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 

 李  萍 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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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主题及论文投稿： 

1. 会议主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药物分析创新研究 

2. 征文内容： 

(1) 药品标准与质量控制：药品质量提升导向下的化学药物、抗生素

药物、生物药物、中药及天然药物、药用辅料、包装材料等质量分析

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2) 药物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物的原辅料质量评价、特殊杂质控制、

整体杂质谱控制、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体内外相关性评价及临床可

替换性等当前制约药物一致性评价的关键技术及瓶颈问题；  

(3) 药物活性分析：活性化合物发现、活性评价、靶标验证导向的实

时、在体、原位、仿真分析新方法、新技术； 

(4) 药物安全性分析：药物、毒物快速分析检定新技术、新方法；药

物血药浓度监测和药代动力学；药物毒代动力学、分析毒理学和药物

毒性评价生物标志物； 

(5) 组学与药物分析信息学：药物基因组学、药物代谢组学、药物蛋

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以及多组学融合的系统生物学和网络药理学等；

生物信息学新技术、网络分析新技术、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获取、处

理、提取和应用等；  

(6) 药物分析新材料与新技术：微流控芯片分析技术、各类联用分析

技术、各类传感器分析技术、成像分析技术、分子印迹分析技术、新

型材料等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及应用基础研究等； 

(7) 精准医疗分析：分子诊断技术，疾病诊断、疗效、毒性、预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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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物分析，基因靶向药物的标志物分析，个性化用药分析。 

3. 论文摘要投稿要求: 

内容符合本次会议的主题，中文稿件。论文应包括：1）论文题

目；2）作者姓名；3）大摘要和关键词（6个以内）；4）字数 500-1500。

稿件格式：word 文档，A4 纸一页，中文，宋体，小四号字体。英

文，Times New Roman，五号字体。行距 1.5倍。 

投稿文件请按以下格式命名：中文姓名__单位全称。 

交流方式：采用大会报告、分会场报告和墙报等三种形式交流。 

论文评奖：本次会议将进行优秀论文评奖。按照会议的主要议题

设一等奖6个，二等奖12个及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证书、奖杯及奖金。 

投稿方式：请将论文电子稿发送至邮箱 ywfx_2015@163.com。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5年9月20日。论文接受通知将于2015年

10 月10日之前发出。如果需要也可以在我们收到论文后发出。 

五、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5年 11月 4日-6日 

会议地点：江苏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会议安排：1、特邀专家大会报告 

          2、理事会正副理事长主旨报告 

          3、学术报告与墙报交流 

          4、仪器专场 

仪器专场由国内外仪器公司介绍最新仪器及药物分析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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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注册 

注册：请填写附件 2的注册表，并按以下格式命名： 

      中文姓名—单位全称，发送至邮箱：ywfx_2015@163.com 

会议联系人： 

狄  斌（电话：025-83271269 / 13305182490） 

柳文媛（电话：025-83271038 / 18012955795） 

许风国（电话：025-83271021 / 18752004946） 

会务费用： 

9月 20号前注册并缴费：正式代表 1000元；学生代表（凭有效

证件）500元。 

9月 20号后及报到现场注册缴费：正式代表 1200元；学生代表

（凭有效证件）600元。 

缴费方式：银行汇款（推荐） 

              开户名：中国药科大学           

      开户行：南京工行湖南路分理处 

      帐  号：4301011019001029831 

    汇款或转账时请务必注明：药分会 + 姓名 + 汇款单位全称（以

方便会务组提前开具发票） 

    汇款后请将汇款人姓名、单位名称、汇款日期或网上转账截图，

连同参会注册表发送至大会邮箱 ywfx_2015@163.com，以便会务组

提前为您开具好会务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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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到时间：2015年 11月 4日，会议期间也可到会务组临时报到。 

报到地点：江苏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紫金楼一楼大厅 

地址：江苏南京玄武区中山陵四方城 2号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交通指南： 

1．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乘地铁 S1号线----35分钟到南京南站----转的士到达（约 30分钟，40元） 

 乘地铁S1号线----35分钟到南京南站----转地铁一号线到新街口站----转地

铁二号线到苜蓿园站----步行 25分钟（或乘的士起步价）到达酒店 

 乘的士----（乘的士约 40分钟，约 150元） 

2．火车南京南站  

 乘地铁：南京南站乘地铁 1号线----至新街口站换乘地铁 2号线----至苜蓿

园站下----步行 25分钟到酒店 

 乘的士：约 30分钟，40元左右到达酒店 

3．火车南京站： 

 乘游 1 公交车----明孝陵停车场站下----步行 15分钟（或乘的士起步价）

到达酒店 

 乘的士：约 25分钟，28元左右到达酒店 

 乘地铁：乘地铁 1号线---至新街口站换乘地铁 2号线---至苜蓿园站---步行

25分钟（或乘的士起步价）到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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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 号 单位 人 员 

1 清华大学 罗国安、梁琼麟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吴  镭 

3 国家药典委员会 钱忠直 

4 西安交通大学 贺浪冲、王嗣岑 

5 浙江大学 曾  苏、余露山 

6 沈阳药科大学 毕开顺、孙立新 

7 第二军医大学 柴逸峰、范国荣 

8 中央民族大学 再帕尔·阿不力孜 

9 中国药科大学 张尊建、狄  斌 

1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马双成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王  琰 

12 南京大学 鞠熀先 

13 北京大学 凌笑梅、王  璇 

14 复旦大学 卢建忠 

15 武汉大学 陈子林 

16 吉林大学 顾景凯 

17 南京军区总院 周国华 

18 河北医科大学 张兰桐 

19 华东理工大学 胡  坪 

20 陕西师范大学 张成孝 

21 总后卫生部药检所 姜雄平 

22 北京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戴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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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季  申 

24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樊夏雷、张  玫 

25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洪利娅 

26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张清波、白政忠 

27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商慧娟 

28 湖北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姜  红、定天明 

29 湖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刘雁鸣、李文莉 

30 河北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杜增辉 

31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袁  军 

32 青海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刘海青 

33 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董跃伟 

34 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茅向军 

35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郭寅龙 

36 北京中医药大学 林瑞超 

36 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新宏 

37 四川大学 钱广生 

38 中山大学 陈缵光 

39 南开大学 白  钢 

40 天津大学 包建民 

41 西南大学 黄承志 

42 西北大学 郑建斌 

43 山东大学 王唯红 

44 苏州大学药学院 张真庆、汪维鹏 

45 青岛大学 王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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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辽宁中医药大学 孟宪生 

47 广东药学院 宋粉云 

48 郑州大学 张振中 

49 山西医科大学 李晓妮 

50 长春中医药大学 高其品 

5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吴  虹 

52 暨南大学 江正瑾 

53 成都医学院 臧志和 

54 第三军医大学 张惠静 

55 新疆医科大学 李  莉 

60 南京中医药大学 文红梅 

61 上海交通大学 李晓波 

62 第四军医大学 吴  红 

63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文爱东 

64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许  旭 

65 贵州师范大学 江  帆 

6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徐  丽 

67 浙江工业大学 单伟光 

68 烟台大学 刘万卉 

69 石河子大学 陈  文 

70 桂林医学院 徐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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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参会注册表（请于 9月 20前返回） 

（11月是旅游黄金季节，客房比较紧张，烦请各位专家务必填写住宿信息） 

姓  名  职称/职务  性  别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E-mail  

住宿要求 否□  

是 □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450元/晚  标准（单间□   ，标间□   ） 

550元/晚  标准（单间□   ，标间□   ）  

6号下午

返程统计 

南京火车站□     南京火车南站□      南京禄口机场□ 

返程时间段：          （会务组将据此安排大巴送站时段） 

是否参加会议发言 是□                  否□ 

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论文题目（若有）  

是否提交墙报交流稿  是□    否□ 墙报数目（若有）  

您关注的议题或内容  

会务联系： 联系人：狄  斌（电话：025-83271269 / 13305182490） 

                柳文媛（电话：025-83271038 / 18012955795） 

                许风国（电话：025-83271021 / 18752004946） 

         邮  箱：ywfx_201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