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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通知 

（第二轮） 

 [CTDM(HY)-2019-02-005] 

尊敬的各位同仁： 
为加强全国治疗药物监测（TDM）学术交流，促进临床药物个体化治疗的新

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推广，提升临床药学服务能力, 兹定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31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第九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会议同
期将召开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到会探讨 TDM 技术与标准、
TDM在多学科治疗中的临床实践等热点问题，共同推进 TDM学科的发展；同时
希望专委会各委员积极宣传、准备，带动各单位、地区专业同仁踊跃参加。会议
活动安排具体如下：  

一、会议概况 

会议名称：第九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8月 29 日（星期四）-31 日（星期六）； 
会议地点：江苏·苏州 太湖万豪&万丽酒店。 

（苏州市吴中区墅里路 6号）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承办单位：北京卫新医药技术发展中心。 

三、会议内容 

会议学术交流领域为：药物个体化治疗为核心的 TDM理论、方法、应用研
究及实践经验；TDM及其相关的创新思想、政策、教育、管理等；关于 TDM
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信息学、循证药学等重要议题。 

会议主要形式：主题报告、专题演讲、专家咨询会、主委论坛、青年论
坛、Workshop、壁报、视频等。 

 

大会日程（暂定） 

大会主席：张相林，缪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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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分会场名称 分会场主席 

8 月
29 日 

19:00---22:00 专委会换届会议 郭瑞臣、赵志刚 

15:00---17:00 青委会换届会议 胡欣、陈文倩 

15:00---17:00 基层委员会换届会议 姜玲、郝立志 

13:00---22:00 专家咨询会议 
3 场（20-50 人）

待定 
 

8 月
30 日 

8:30---12:00 年会主会场 缪丽燕、赵荣生 

14:00---18:00 年会专场会 张相林、武新安 

19:00---22:00 青年委员沙龙 陈志刚、颜苗 

19:00---22:00 专题咨询会 
2 场（20-50 人）

待定 

19:00---22:00 专项/专题研讨/Workshop 
2 场（50-80 人）

待定 

 

8 月
31 日 

8:30---12:00 TDM 分析技术分会场 张弋、张毕奎 

8:30---12:00 数字 TDM（创意）分会场 王家伟、陈文倩 

8:30---12:00 定量药理学分会场 张弨、翟所迪 

8:30---12:00 药物个体化治疗循证分会场 张伶俐、李正翔 

8:30---12:00 药物治疗风险管理分会场 陆进、丁玉峰 

8:30---12:00 临床药师个体化干预分会场 刘皋林、王卓 

8:30---17:00（全天） 儿科 TDM 分会场 王晓玲、赵维 

13:30---17:00  TDM 中药临床与科研分会场 陈万生、蔡本志 

13:30---17:00 抗感染 TDM 分会场 李焕德、董亚琳 

13:30---17:00 免疫抑制 TDM 分会场 张峻、王春革 

13:30---17:00 神经与精神 TDM 分会场 李文标、肇丽梅 

13:30---17:00 肿瘤 TDM 研讨分会场 邱峰、董梅 

 13:30---17:00 专题分会场（大） （400 人）待定 
 

四、会议筹备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相林、缪丽燕。 
副主任委员：胡欣、刘皋林、李焕德、郭瑞臣、魏振满、翟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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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蔡本志、陈万生、陈文倩、陈志刚、丁玉峰、董梅、董亚琳、郭代红、
姜玲、李国辉、李文标、李晓宇、李正翔、邱峰、王春革、王家伟、王森林、王
晓玲、王卓、武新安、夏泉、颜苗、张毕奎、张弨、张峻、张伶俐、张晓坚、张
弋、赵荣生、赵维、赵志刚、肇丽梅、周伯庭等。 

五、会议注册 

1.  注册方式 
    本次会议统一通过网络注册，注册系统自 6月至 8月 31 日期间开放：请
进入治疗药物监测网（网址：http://www.ctdm.org.cn），在首页右上角点击并
完成“注册”，返回首页“第九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专题，点击
“个人报名”完成会议报名。 
2.  注册费 

注册类别 7 月 15 日前 7 月 15 日后 

在职人员 1200 元 1500 元 

在校学生 300 元 500 元 

注：注册费包括会议资料及会议期间用餐； 
8 月 25 日（含）前请网上支付；8 月 25 日后须到会议现场交费； 

3. 缴费成功后，通过报名系统填写发票信息（个人中心-参会历史-发票填
写），会后统一将电子发票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个人邮箱。 
4. 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北京卫新医药技术发展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樱花支行 
银行账号：1105 0166 5500 0000 0246 

注：汇款时请注明“TDM 年会注册费”和参会人姓名、单位。如果无法添加附
言，请务必通过电子邮件（tdm_office@126.com）告知汇款个人详细信息。 

六、会议征文 

1.  征文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7月 31 日； 
2.  征文内容：以药物个体化治疗为核心的 TDM理论、方法、应用研究及实践
经验；TDM创新思想、政策、教育、管理等；TDM相关学科，如定量药理、
循证药学、药品风险管理研究和认知等； 
3.  投稿要求：来稿须注明作者、单位及联系方式，文本请以word 格式上传。
每篇摘要不少于 500 字（论文摘要样式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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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稿方式：线上投稿，请登陆会议网站 http://www.ctdm.org.cn，在首页完
成“会议注册”后，点击“会议投稿”提交稿件（摘要样式详见附件）。 

七、会场周边酒店信息参考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参考价格 备注 

苏州太湖万豪&万丽酒店 
大床房 530 元/晚 

会议报名网站内预定 
标准间 530 元/晚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墅里路 6 号 

酒店总机：0512-65693333 

苏州香山酒店 

（距离会场 3 公里） 

请与酒店联系预订房间 

大床房 450 元/晚 
 

 
 
 
 

扫码预定房间 
标准间 450 元/晚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太湖环湖大道烟波路 1 号 

预订联系人：邹佳磊， 预订电话：18951116517 

八、大会交通 

1.  交通方式 

2.  摆渡车时刻表 

乘地铁---火车站至酒店（摆渡车） 

1） 苏州北站（高铁）至酒店： 

    苏州北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广济南路站，站内换乘 1 号线至金枫路，再乘坐摆渡车即到 

2） 苏州火车站至酒店： 

    苏州火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广济南路站， 站内换乘 1 号线至金枫路，再乘坐摆渡车即到 

乘公交车---地铁木渎站至酒店 

公交车 691 路：木渎人民医院站上车，墅里路站下车即到 

打车---地铁金枫路站至酒店 

约 20 公里，打车费约 60 元人民币 

路线 日期 发车时间 

地铁 1 号线金

枫路站至酒店 
29 日 

11:00 / 12:00 / 13:00 / 14:00 / 15:00 / 16:00 

16:30 / 17:00 / 17:30 / 18:00 / 18:30 / 19:00 / 19:30 / 20:00 

21:00 / 22:00 /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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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咨询 
1.  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010-83118639，邮箱：tdm_office@126.com； 
魏静雅，18600955069；董珺，13910395199。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晶晶，13914010972；黄晨蓉，15906130690。 

3.  北京卫新医药技术发展中心 
景志坚，13801057082。 

 

 

 
                              中国药理学会 

                                   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30 日 7:40 / 8:00  

31 日 7:40 / 8:00  

酒店至地铁 1

号线金枫路站 

29 日 
11:30 / 12:30 / 13:30 / 14:30 / 15:30 

16:00 / 16:30 / 17:30 / 18:00 / 18:30 / 19:00 / 19:30 / 20:00 

30 日 18:00 / 18:30  

31 日 18:00 /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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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论文摘要样式 

 

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论文作者（小四号宋体居中） 

（作者间以逗号分开，作者单位名称和通讯地址，由多个单位人员参与的论文在作者姓名右

上方以阿拉伯数字上标形式标识，居中连续排版） 

摘要：（小四黑体） 

（摘要正文五号仿宋） 

1. 研究论文采用四段式撰写，即按照目的，方法，结果，讨论四项内容撰写，综述性文章摘要可按照论述

式撰写。 

2. 文字表达应符合科学论文一般规范要求，表达要求简洁明了，真实反映研究结果。 

3. 药物和相关物质要给予科学名称，使用代号要明确描述其性质或来源，一般不宜仅用代号（保密内容由

作者处理，文责自负）。 

4. 摘要正文内容一般 500-800 字。 

Abstract：（小四，Time New Roman） 

关键词：（3～5个，以分号分开，小四号宋体左对齐排版） 

致谢：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以及其他需要致谢的内容 

通讯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