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颗粒学会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全国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研讨会 

暨工业药剂产学研高峰论坛 

（第二轮通知） 
 

由中国颗粒学会—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主办，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用辅料发展联

盟（CPEC）、PHEXCOM泛科医药联合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研讨会暨工业药剂产学

研高峰论坛”将于2021年10月29日-31日在中国---长沙隆重召开。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的前身为生物颗粒专业委员会，自2012年6月28日由国家民政

部正式批准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四届全国性的药用颗粒制备与产业化应用技术学术研讨会。交流

主题以工业药剂学，高端制剂的研究为中心，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与交流。交流内容涵盖药物制剂的

制备技术与工艺设计、药物/辅料粉体性质的表征与评价方法、粉体技术在固体制剂中的应用、药

物制剂的实验设计与放大生产、现代化制剂设备的应用与开发、新型辅料的开发与应用、制剂新剂

型与新技术的研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相关粉体关键技术与共性问题等。本专委会遵循产、学、研

合作，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为生产服务的理念，加强国内外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学术与技

术交流，为建立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做了不懈的努力。 

本次会议将广泛征集相关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技术工作者以及在校学生的学术论文，

展示其研究成果及新进展、新动态和新成果等。非常欢迎粉体加工技术及设备、药用辅料、以及粉

体表征仪器（晶形、粒子形状大小、流动性、压缩成形性等）方面的专家们及企业针对粉体技术在

药物制剂中的应用进行广泛交流，以期提高药物制剂技术的科学性、实用性及可生产性。本次会议

将是药物制剂领域与粉体技术沟通的盛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广泛交流的盛会，理论联系实际

的盛会，中国工业药剂学产业化交流的盛会。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21年10月29日（周五） 

会议时间：2021年10月30日-31日（周六、日） 

会议酒店：长沙紫鑫戴斯大酒店  

会议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大道1698号 

二、会议日程安排 

10月29日：全天报到、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会议 

10月30日：大会报告：大会开幕、大会特邀报告 

展   厅：墙报交流、参观展台 



10月31日： 分论坛A：工业药剂专题论坛 

分论坛B：高端制剂专题论坛 

分论坛C：原辅包专题论坛  

展   厅：墙报交流、参观展台 

11月1日：长沙晶易企业交流，红色圣地打卡观光 

三、会议组织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颗粒学会—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用辅料发展联盟（CPEC），PHEXCOM泛科医药 

协办单位：长沙晶易 

赞助单位：深圳信宜特、丹东百特、中国粉体网、亚什兰、湖州展望、复纳科学仪器、 

诺泽流体、理化联科（北京）仪器 

会议策划：深圳泛科医药、上海申梵咨询 

（二）学术委员会 

主  席：崔福德 

副主席：唐星、吕万良、常津、胡富强、吴传斌、陈晓东、何勤、吴伟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马光辉、马玉花、毛世瑞、尹宗宁、尹莉芳、戈钧、牛国琴、王连

艳、王汉杰、王东凯、甘勇、卢懿、丛丽华、史彦斌、史进进、冯丽萍、付信涛、刘海、

刘珍宝、刘岐、朱亚东、朱海健、朱玄、全姬善、乔明曦、朴洪宇、巩方玲、孙永达、

孙少平、孙宁云、吴铎、吴正红、吴正刚、张宇、张娜、张振中、张志平、张兵波、张

松平、张美娜、杜若飞、何伟、严轶东、李楠、李文龙、李范珠、李维凤、李晓莉、李

海华、陈文、陈彪、陈建明、陈昊、杨红、杨丽、杨锐、杨明世、杨建宏、杨子毅、杨

智钧、杨婷媛、闵建华、邹豪、武鑫、郑颖、闻晓光、姜虎林、姜新义、赵领、赵文昌、

徐冰、徐国杰、徐宇虹、高晓黎、崔京浩、崔纯莹、戚建平、游剑、谢英、韩军、傅楠、

彭新生、翟光喜、谭淞文、潘凯、穆惠玲、魏炜 

四、交流方式 

交流方式：口头报告、墙报、产品展示等。 

使用语言：中文 

 

 

 

 

 



五、目前推荐和报名报告人和题目 

目前推荐和报名的报告人&题目 

张志荣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教授 
药物递释系统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与制剂创新途径 

陈 蕾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主任药师 
中国药典药用辅料与药包材标准体系构想 

崔福德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教授 
介绍药物粉体流动性的测定方法 

唐 星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教授 
中小微医药企业产品开发选题策略与研发路径 

胡富强    

浙江大学药学院 教授 
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技术 

吴传斌    

暨南大学药学院 教授 

广州新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难溶性药物增溶技术及其产品开发 

丁劲松    

中南大学药学院 教授 

长沙晶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改善药物功效与外用制剂创新 

陈 英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主任 
甘露醇的粉体性能研究 

杨 锐   

中检院药用辅料室 副主任 
皮肤给药制剂用辅料 

牛国琴    

济川(上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 
以生物等效为目的的难溶性药物固体制剂的开发 

陈 彪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固体制剂总监 
口服固体制剂放大过程粉体影响因素研究 

陈 洪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药物研发常见稳定性问题案例 

吕万良   

北京大学药学院 教授 

肿瘤免疫检查点治疗及其药物递送策略：变革和挑战与展

望 

刘海     

深圳信宜特/四川海泰医药设备科技 总经理 
粉雾剂的原辅料粉碎、分级及干粉成球装置的研发及应用 

宁辉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兼研发中心副主任 

光散射技术及其在药物制剂表征中的应用 

施拥骏 

CPEC中国药用辅料联盟 秘书长 
MAH新政下制剂研发选择药用辅料策略与供应商质量管理 

何 勤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教授 
siRNA智能高效抗肿瘤纳米递释系统的构建 



 

 

张继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微粒结构及其在制剂内空间分布的研究与应用 

张 娜       

山东大学药学院 教授 
多功能纳米粒提高基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免疫治疗效果 

郑 颖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 教授 

斑马鱼模型探究聚合物纳米载体的体内命运及与小鼠的关

联研究 

吴 铎    

苏州大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基于新型喷雾制粒技术的吸入粉雾剂应用基础研究 

史进进   

郑州大学药学院 教授 
离子干扰型纳米药物递送系统设计及高效治疗研究 

姜虎林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 教授 
合理设计逆转纤维化的程序化治疗药物 

张兵波   

同济大学医学院 研究员 
蛋白模拟仿生合成在生物颗粒制备和应用中的优势 

孙少平   

黑龙江大学制药工程系 教授 
口服胰岛素制剂的研究 

戴传云   

重庆科技学院 教授 
固体制剂的离散元仿真模拟与分析 

杜若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 
计算机辅助中药制剂工艺与处方设计 

何 伟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 副教授 
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物晶体颗粒 

李楠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刚柔并济”新策略——基于异形纳米递送体系的心血管

疾病治疗研究 

刘珍宝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副教授 
基于核酸适体靶向递药系统 

殷宪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亚细胞精度全器官病理图谱构建及药物分布研究 

谭淞文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教授 
基于药用辅料（乳糖为例）的制剂调控与创新 

刘怡    

亚什兰生命科学部亚太区 技术总监 
辅料粉体学性质改造赋予其更强大功能 

卢懿    

复旦大学药学院 副教授 
具有表面活性的离子液体在难溶性药物递送方面的应用 

王洪光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研究院 教授 

微晶纤维素，低取代羟丙甲纤维素，預胶化淀粉的对标和

应用 



六、摘要征集 

1.会议征文面向国内外医药院校、科研院所、医药企业以及医院药剂科技术人员。 

2.投稿摘要要求：中文，小四号字体，A4幅面，篇幅800-1000个字，可结合图表。 

3.研究论文原则上未在公开发行期刊发表或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过（综述性报告除外），文

责自负；请注意表达清楚、数据准确；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4.投稿方式：请将论文摘要发至 pharmparticle@126.com，我们将评选出若干优秀论文进行大会

交流，稿件录取后将通知本人。 

5.截稿日期：2021年9月25日。 

七、 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费（含会议资料费、午餐、茶歇，住宿自理）： 
 

 现场注册 提前注册（9月30日之前） 

一般代表 1500 元人民币 1200 元人民币 

学生代表 1000 元人民币 800 元人民币 

付款方式 提前注册者请用汇款方式汇至以下帐户，现场注册者可选择刷卡缴交注册费。 

账户户名 中国颗粒学会 

账    号 0200004509014413416 

开 户 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汇款注明 制剂粒子专委会务费（请注明参会人员姓名和工作单位）；协办（或赞助）费 

 

2. 报名注册方式： 

1) 电子通道：手机扫描二维码报名进行填写。 

 

2)电子邮件：请参会代表将回执（见附件1）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会务组E-mail 

pharmparticle@126.com 或  syphu_zyd@126.com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议召集人：唐星教授、崔福德教授 

会务联系人：石凯 教授  电话：15840386129 

唐星 教授  电话：13604029243 

朱亚东   手机（微信同号）：13889231764 （住宿、参会联系人） 

会务邮箱：pharmparticle@126.com 

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mailto:pharmparticle@126.com
mailto:pharmparticle@126.com


 

附件1： 

第五届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研讨会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论文题目  

交流方式  作者及讲演者  

姓    名 职务（职称）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开票资料 

 

 

 

 

 

 

选择交流方式（可多选）：A 口头介绍，B 墙报；C 产品口头介绍，D 产品/设备展 

 

 

 

 

 

 

 

 

 



附件2： 

第五届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研讨会住宿回执表 

长沙紫鑫戴斯大酒店：（会议酒店）、 

联系人：朱亚东，3889231764（微信同号） 

A．行政大床：489元/间/天（61m²含双早） 

B．主楼大床：369元/间/天（40m²含双早） 

C．主楼双床：369元/间/天（40m²含双早） 

D．副楼大床：249元/间/天（28m²含双早） 

E．副楼双床：249元/间/天（28m²含双早） 

F．需组委会安排合住主楼双床 

G．需组委会安排合住副楼双床 

住宿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房型（A-D）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备注 

      

      

住宿费 

付款方式 
酒店收取，后由酒店直接开取发票 

 

 

 

 

 

 

 

 

 

 

 

 

 

 

 

 

 

 

 

 

 



附件3：免费，名额有限 

11月1日，长沙晶易企业交流，红色圣地观光登记表 

上午 下午 

长沙晶易企业交流学习 红色圣地观光打卡 

报名方式 

1 

电话报名： 

朱亚东   13889231764 

丁  未   18016343915 

2 

添加微信：请备注颗粒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