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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京药物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2017北京药物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拟定于2017年6月27-28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和中国药理学会药

物代谢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创新药物非临床药物代谢及 PK/PD 研

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药学学报》编辑部共同承办。 

本次会议将围绕药物代谢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以学科交叉与融

合、传承与创新为大会主题，邀请刘昌孝院士、王广基院士、丁欣欣

教授（美国）、叶建平教授（美国）、俞爱明教授（美国）等国内外药

物代谢及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就药物代谢及 PK/PD 等研究的热点给

予精彩的大会报告（会议日程附后）。 

同时，本次会议将开展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拟参加评选者需

提供论文题目及摘要，经会议学术委员会初审后入选者参加青年学术

论坛，由评审组评选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

名），并颁发证书及奖品。 

我们热诚欢迎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医院及医药企业的相关人员

参加本次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 

一、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

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创新药物非临床药物代谢及 PK/PD 研究”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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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药学学报》编辑部。 

二、 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李燕  

大会学委会主席：蒋建东 

大会名誉主席：刘昌孝 王广基 丁欣欣（美国） 叶建平（美国） 

俞爱明（美国） 

           大会学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陈晓光 顾景凯 胡蓓 李川 

刘晓东 司端运 宋海峰 杨凌 章国良 张振清 曾苏 

    组委会主任：王 琰 郑爱莲 叶仙蓉  

秘书组成员：于韬 张莉（外事） 郭焕芳 扈金萍  

会务组成员：陈晖 盛莉 冯茹 刘茵 赵小童 张歆媛 马超 马殊

荣 岳瑞 赵朕雄 陈静 

三、 会议邀请国外、国内专家名单 

国外专家： 

丁欣欣 教授 College of Nanoscale Science，SUNY Polytechnic 

Institute，USA 

叶 建 平  教 授  Pennington Biomedical Research Cent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SA 

         俞爱明 教 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Campus, 

School of Medicine, Sacramento,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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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晓光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顾景凯 教授    吉林大学 

胡  蓓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蒋建东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李  川 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刘昌孝 教授、院士 天津药物研究院 

刘晓东 教授        中国药科大学 

司端运 教授   天津药物研究院 

宋海峰 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 

杨  凌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广基 教授、院士              中国药科大学 

章国良 教授 北京大学 

张振清 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 

曾  苏 教授   浙江大学 

 

四、 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6 月 27 日报到；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8:30-17:00，全天会

议。 

会议地点：北京飞天大厦酒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广渠门外南街 5号（广渠门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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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角）。电话：010-69705665 

五、 会议日程安排 

8:15-8:30 开幕式  主持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所长 蒋建东教授 

致欢迎词 李燕 

 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晓东教授 

致贺词 

8:30-12:10 大会报告   

8:30-9:10 刘昌孝 PET 技术在药代动力学研究中的
应用 

蒋建东、
丁欣欣 

9:10-9:50 王广基 中药药物代谢研究的发展前沿 

9:50-10:20 蒋建东 肠道菌生化酶介导的小檗碱个性
化治疗 

10:20-10:50 丁欣欣 Engineered Mouse Models for 
Xenobiotic Disposition 
Studies 

陈晓光、
张振清 

10:50-11:20 叶建平 Principle in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es Drugs 

11:20-11:50 曾苏 肾癌生物标志物药物转运体 OCT2
的研究和逆转耐药的应用 

11:50:12:10 俞爱明 MicroRNA pharmacoepigenetics 
towards improved therapy 

12:10-13:00 午餐   

13:00-13:30 SCIEX 公司 
张克荣 

SCIEX 代谢物鉴定新方案---应用
MetabolitePilotTM 软件进行 ADC
药物及环肽代谢研究 

 

13:00-13:30 药代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会议 

 李燕 

13:30-13:50 胡蓓 Key considerations in FIH 
trial for innovative 
anticancer drug 

刘晓东、
章国良 

13:50-14:10 李川 中药三萜皂苷类成分的体内药代
特征及其参与肝脏 OATP1B 转运体
介导的 HDI 风险 

14:10-14:30 顾景凯 PEG 化长循环给药系统的药代动
力学研究 

14:30-14:50 宋海峰 大 分 子 药 物 研 发 进 程 中 的
PK/PD/IM 整合研究 

14:50-15:10 杨凌  精准诊疗与药物代谢酶探针 

15:10-15:20 茶歇   

15:20-16:30 青年优秀论文评奖 12 人，5分钟/人 司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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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评委讨论 评出一等奖 1，二等奖 2，三等奖
3 

李川、杨
凌、王琰

16:30-17:00 岛津公司 
吴豪杰 

进步源于变革——岛津合规性软
件系统 

 

17:00-17:30 闭幕式、颁奖  王琰 

 

六、 会议食宿 

北京飞天大厦酒店为大会主会场，可提供舒适便捷的住宿服务，

为保证参会代表能够及时入住，会务组将在北京飞天大厦酒店预定部

分房间，请各位参会代表在报名回执中明确是否入住。住宿标准为：

标准间和大床房均为 450 元/天/间（含早），食宿自理。 

七、 会议注册费 

1、 会议注册费 

会议代表收取注册费 600 元/人。 

2、 会议注册费缴纳方式 

（1）银行汇款： 

开户名：《中国药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大北窑支行； 

账号：338956025464 

汇款时请注明参会人姓名、发票抬头和“2017 北京药代会”。 

采用银行汇款方式提前缴纳会议注册费的参会代表，请在缴费后

将 汇 款 单 或 网 银 确 认 页 以 图 片 方 式 发 送 至 会 务 组 邮 箱

bjdmpk2017@163.com，并注明报名人姓名。以便会务组及时确认您的

缴费情况。 

（2）现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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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缴费只收现金。 

八、报名及回执联系 

诚请各位参会者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以 E-mail 的方式及时

将参会回执反馈给会务组。 

会务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 盛莉：010-63165185，13683394069 

冯茹：010-63026112，13552261516 

刘茵：010-63026192，13488889342 

               赵小童：010-83155442， 13522800630 

联系邮箱：bjdmpk2017@163.com 

 

2017 北京药物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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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企业： 

                

 

 

附：2017 北京药物代谢国际研讨会回执； 

北京飞天大厦酒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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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京药物代谢国际研讨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职务： 民族： 

工作单位： 

发票抬头： 

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缴费方式： 

通讯地址： 

E-mail： 手机/电话： 

预计到达/离开日期： 

是否入住酒店：是（  ），否（  ）。 

是否参加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是（ ），否（  ）。 

论文题目： 

 

论文中文摘要（少于 500 字）：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注:请务必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将会议回执以电子邮件返回会务联系人,以便预订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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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天大厦酒店地图 

 

 

北京飞天大厦酒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广渠门外南街 5号（广渠门桥东南角）。 

电话：010-69705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