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
第一轮通知
各相关单位：
药物分析学是分析科学在药学中的应用，并在与化学、
生物学、医学及药学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中实现创新性
发展，为药物研发和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提供关键的技术平台
和方法学支撑。药物分析学于 2008 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正式列入学科方向目录（代码 H3010）。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药物学与药理学处领导支持下，由罗国安教授、贺浪
冲教授、曾苏教授作为发起人，于 2011、2012、2013 年分
别在西安、杭州和北京召开了三届“药物分析学科战略发展
研讨会”，2013 年起由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科
学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武汉大学等作为发起单位
成立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并每年召开全国药物分析大
会，至今已成功召开 9 届，得到了广大同行的充分认可和支
持。2018 年 10 月，以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理事会为基础成立
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药物分析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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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药物分
析技术分会决定于 2020 年 11 月下旬在西安召开“第十届
全国药物分析大会”。会议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药物分

析技术分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届时将邀请药学领域
专家与药物分析同行就新技术、新方法进展及其最新应用研
究成果、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并为药物分
析学科青年人才成长和基金项目申请提供指导。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药物分析技术分会
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二、会议组织结构
1. 大会主席：罗国安
副主席：贺浪冲 曾

苏 毕开顺 再帕尔·阿不力孜

张尊建 陈子林 江正瑾
执行主席：王嗣岑 梁琼麟
2. 学术委员会：见附件 1
3. 组委会：
组长：贺浪冲
委员：王嗣岑 梁琼麟 余露山 许风国 解笑瑜
侯晓芳 魏

芬 景王慧

三、会议特邀专家 （详见第二轮通知）
四、会议主题及论文投稿
1. 会议主题：新时代新机遇 交叉合作与创新发展
2. 征文内容：
会议按学科组设 6 个分会场，包括：药物分析新方法、
生物药物分析、中药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分析药理学及青
年学者论坛。
征文内容包括：药物分析新技术、新方法、新原理与新
应用各个方面。

3. 论文摘要投稿要求：
论文摘要应包括：
1）论文题目
2）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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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报告和墙报三种形式
交流。
论文评奖：本次会议将进行优秀 Poster 评奖。设一等
奖、二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证书及奖金。
投稿方式：请将论文电子稿发送至邮箱

ywfxtech_2018@163.com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
五、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
请填写附件 2 的参会回执表，并按以下格式命名：参会
回执-中文姓名-单位全称，发送至邮箱：ywfxtech_2018@163.com。
2. 会务费用： 2020 年 11 月 10 日前注册并完成缴费
的正式代表缴纳 1300 元，学生代表（凭有效证件）缴纳 800
元；现场注册的正式代表缴纳 1600 元，学生代表（凭有效
证件）缴纳 1100 元。
注册费汇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港澳中心支行
账号：324656017253
汇款截图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ywfxtech_2018@163.com

3. 会议联系：
总负责：王嗣岑：18629057973，wangsc@xjtu.edu.cn
梁琼麟：13683328687，liangql@tsinghua.edu.cn
（1）注册、论文摘要提交及报告联系人
解笑瑜：18092951319，xiexiaoyu@xjtu.edu.cn
（2）会务及住宿联系人
侯晓芳：18009210696，houxiaofang@xjtu.edu.cn （会务）
景王慧：13165715119，jingwanghui1987@163.com（住宿）
（3）会议赞助联系人
魏

芬：13227876326，weifen.91@xjtu.edu.cn

4. 会议时间及地点：2020 年 11 月下旬，西安（具体时
间和地点见二轮通知）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药物分析技术分会
第十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组委会
2020 年 8 月 17 日

附件 1

第九届全国药物分析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罗国安

副主席：贺浪冲 曾 苏 毕开顺 再帕尔·阿不力孜
张尊建 陈子林 江正瑾
秘书长：梁琼麟
副秘书长：王嗣岑 余露山 许风国
学术委员会成员：（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王

璇 王振中 王海彬 王嗣岑 王新宏 卢建忠 叶正良

白

钢 再帕尔·阿不力孜 毕开顺 刘志强 刘绍勇 江正瑾

许风国 李

川 李绍平 肖

伟 肖红斌 余露山 邸

欣

狄

斌 张金兰 张真庆 张铁军 张尊建 陈万生 陈子林

陈

钟 陈缵光 罗国安 季

胡

坪 饶

毅 姜志宏 姜宏梁 洪战英 贺浪冲 顾景凯

凌笑梅 高建胜 黄承志 曹
董钰明 曾

申 周祥山 孟宪生 练鸿振

苏 谢智勇

进 梁琼麟 梁鑫淼 董亚琳

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姓名

性别

是否参会

出生年月

职称

是否委员

单位
地址邮编
Email

联系电话
口头报告
投稿论文
墙报

房间预订

单人间（ ） 一人单住（ ）
标间（ ） 两人合住（ ）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如有特殊需
要请注明
抵达 航班号\车次：

时间：

航站楼\车站：

离开 航班号\车次：

时间：

航站楼\车站：

交通信息

发票单位
统一识别号
备注：请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前发送至 ywfxtech_2018@163.com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