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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TDM 年会日程 

大会主席：张相林、缪丽燕 

日期 分会场名称 时间 分会场主席 地点 

8 月

29 日

1. 青委会换届会议 15:00-16:40 胡    欣、陈文倩 万豪宴会厅 

2. 基层医院委员会换届会议 15:00-17:00 姜    玲、郝立志 M3会议室 

3. 专委会换届会议 18:30-22:00 郭瑞臣、赵志刚 万豪宴会厅 

8 月

30 日 

1. 年会主会场（开幕式） 8:00-12:00 缪丽燕、赵荣生 太湖宴会厅 

2. 年会主会场（主委论坛） 13:30-18:00 张相林、武新安 太湖宴会厅 

3. 青年沙龙 18:30-21:40 陈志刚、颜    苗 M6会议室 

4. TDM前沿技术分享汇专场 18:30-21:50 李焕德、王    峰 M3会议室 

5. TDM实践应用 WORKSHOP 19:00-21:10 王    卓、焦    正 渔洋宴会厅 

8 月

31 日 

1. TDM分析技术分会场 8:30-12:00 张    弋、张毕奎 M6-A会议室 

2. 学习与实践（清华七期班）
分会场 8:30-12:00 郭代红、李澎灏 M6-B会议室 

3. 定量药理学分会场 8:30-12:00 张    弨、翟所迪 M3会议室 

4. 循证药学分会场 8:30-12:00 张伶俐、李正翔 渔洋宴会厅 1 

5. 药物治疗风险管理分会场 8:30-12:00 陆 进、丁玉峰 渔洋宴会厅 2 

6. 临床药师分会场 8:30-12:00 刘皋林、王    卓 万豪宴会厅 1 

7. 儿童 TDM分会场 8:30-17:10 王晓玲、赵    维 万豪宴会厅 2 

8. TDM中药临床与科研分会场 13:30-17:00 陈万生、蔡本志 M6-A会议室 

9. 抗感染 TDM分会场 13:30-17:00 李焕德、董亚琳 万豪宴会厅 1 

10.免疫抑制 TDM分会场 13:30-17:20 张    峻、王春革 M6-B会议室 

11.神经与精神 TDM分会场 13:30-17:20 李文标、肇丽梅 渔洋宴会厅 1 

12.肿瘤 TDM分会场 13:30-17:00 邱    峰、董    梅 渔洋宴会厅 2 

13.替考拉宁 TDM多中心研究
专题会场 13:30-17:10 张相林、缪丽燕 太湖宴会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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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青委会换届会议

会场主题 新时代，新青年

会场主席 胡 欣、陈文倩

日期/地点 8 月 29 日（下午）  万豪宴会厅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5:00-15:10 致辞（介绍会议内容与流程） 胡    欣 北京医院 

胡    欣 15:10-15:30 第二届青委主任委员报告 陈志刚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30-15:40 全体与会委员表决        / 

15:40-16:00  第三届青委主任委员换届与筹建报告   新任青委主委 
陈文倩 

16:00-16:20 第三届青委主任委员报告   新任青委主委 

16:20-16:30 领导致辞 缪丽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新任青
委主委 16:30-16:40 新当选青委代表发言 

王    凌 福建省立医院 

李鹏飞 北京朝阳医院 

会场名称 基层医院委员会换届会议

会场主题 推广治疗药物监测技术，促进基层药学发展

会场主席 姜 玲、郝立志

日期/地点 8 月 29 日（下午）  M3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5:00-15:05 TDM专委会常务委员致辞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张述耀 

15:05-15:15 TDM专委会主任委员致辞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院 

15:15-15:25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秘书长工作汇报 郝立志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15:25-15:35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
述耀宣读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章程 

张述耀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 
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15:35-15:45 
TDM专委会常务委员姜玲宣读候 
选人提名，参会委员举手表决产生 
第三届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15:45-15:55 第三届 TDM基层医院委员会 
主任委员致辞 

新任 
主委 

15:55-16:00 颁发证书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院 

16:00-16:20 TDM，从实验室到临床 李    昕 长沙市第三医院 

孙井生 
卞兰芳 

16:20-16:40 区域性慢性疾病用药管理与整合服务 方维军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16:40-17:00 肿瘤精准治疗和药物治疗监测的实践
与经验 张述耀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 
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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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专委会换届会议

会场主题 TDM 专委会换届 
会场主席 郭瑞臣、赵志刚

日期/地点 8 月 29 日（晚间）  万豪宴会厅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人

18:30-18:45 新形势下中国药企的突破 李少兵 

张永鹤 

穆    鑫 

18:45-19:00 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哮喘控制 施敏骅 

19:00-19:10 中国药理学会领导讲话 

19:10-19:40 委员提名宣读、表决 

19:40-19:50 常务委员提名宣读、表决 

19:50-19:55 副主委提名宣读、表决 

19:55-20:00 主委提名宣读、表决 

20:00-20:10 主委提名秘书长、副秘书长 

20:10-20:30 颁发证书 

20:30-20:40 休    息 

20:40-21:20 第三届委员会工作规划 

赵志刚 21:20-21:50 第三届委员会工作开展 

21:50-22:00 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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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主会场（开幕式）

会场主席 缪丽燕、赵荣生

日期/地点 8 月 30 日（全天）  太湖宴会厅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00-8:20 开
幕
式 

主席致辞、领导讲话 缪丽燕 
赵荣生 8:20-8:40 颁发荣誉奖 

8:40-9:20 

学

术

报

告 

精准医学背景下药代动力学的发展：
从宏观到微观 

王广基 中国药科大学 

刘皋林 
李焕德 

9:25-9:55 血液病的细胞治疗 吴德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0:00-10:30 类风湿关节炎新生物标志物和药靶
发现-炎症免疫反应软调节 

魏    伟 安徽医科大学 

10:35-11:05 中药临床安全性评价与个性化用药 肖小河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 

胡    欣 
郭瑞臣 

11:10-11:40 TDM推动 8年中的问题解析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院 

11:45-12:00 依洛尤单抗在超高危患者复杂病变
PCI中的应用 杨震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2:00-13:30 午    餐  /  午    休 

会场名称 主会场（主委论坛）

会场主席 张相林、武新安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3:35 

主

委

论

坛 

会议开幕致辞 武新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高    申 
刘丽宏 

13:35-14:05 

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临床思考 

曹俊岭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 14:10-14:40 

医院药学服务转型与学科建设 朱    珠 北京协和医院 

14:45-15:15 

中药临床药学学科及服务发展

马小军 北京协和医院 

吕迁洲 15:20-15:40 抑郁症个体化合理用药与进展 郑一诫 
上海药明奥测医学 

检验所 

15:45-16:15 肾移植 TDM的临床需要和策略 Teun Van 
Gelder 

荷兰伊拉姆斯医学 
中心 

16:20-16:50 循证药学在 TDM领域的应用 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赵志刚 
肇丽梅 

16:55-17:25   万古霉素 TDM，我们还可以做些
什么？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30-18:00 用户画像与药学服务 王家伟 北京同仁医院 

李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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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青年沙龙

会场主题 TDM 的今天与未来——有模有 YOUNG 
会场主席 陈志刚、颜 苗

日期/地点 8 月 30 日（晚间）   M6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8:30-18:40 活动致辞 

邱晓燕 
金鹏飞 

第一节  青委之声 

18:40-18:50 第二届 TDM青委会总结 
  ——有模有 YOUNG 

陈志刚 北京积水潭医院 

18:50-19:00 青年之我，献身专业，履约世界 颜    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9:00-19:05 TDM与药师 果  伟 北京安定医院 

19:05-19:10 宣传与 Newsletter 杨  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10-19:15 学术属性提升 陈  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第二节    学术微报告 

19:15-19:20 肝豆状核变性合并糖尿病致病基
因 ATP7B突变位点分析 李居怡 武汉市中心医院 

吴东媛 
丁肖梁

19:20-19:25 
AS3MT基因多态性对 As2O3治
疗 APL患者砷甲基化代谢及不良

反应的影响研究 
鲁    静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19:25-19:30 
新型循环肿瘤 DNA检测技术的建
立及其在化疗药物疗效监测中的

应用评价 
陈之遥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30-19:35 丙戊酸治疗降低癫痫患儿血浆
VitD水平 

郭宏丽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19:35-19:40 主动药学巡诊，遏制多重耐药 杜    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 

19:40-19:45 伏立康唑脑脊液 TDM应用探讨 幸海燕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19:45-20:00 轻松品饮与自由交流 

20:00-20:10 年度表彰与专委会领导讲话（陈文倩/蔡骅琳/张相林/缪丽燕） 

第三节    青委展望 

20:10-20:15 组织建设和积分管理 王学彬 上海长海医院 

刘    耀 
王晓星 

20:15-20:20 学术发展与国际交流 韩    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协和医院 

20:20-20:25 TDM与循证 曾力楠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25-20:30 我们从 2023年走来 蔡骅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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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展示之窗 

20:30-20:33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TDM的临床创新应用 

钱  钊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王曦培 

唐    莲 

20:33-20:36 长沙市第三医院抗菌药物 TDM 
新技术开发与临床应用 邓    阳 长沙市第三医院 

20:36-20:39 HPLC用于 TDM通过医院新技术
新项目审查经验分享 楼    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39-20:42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TDM
团队介绍 周    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 

20:42-20:45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抗菌 
药物  TDM 临床实践创新研究 王陶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20:45-20:48 “安全药师”团队的构建 杨佳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20:48-20:5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TDM
经济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单雪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20:51-20:53 新人报道: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赵秋玲 福建省肿瘤医院 

20:53-20:55 新人报道: 新心相印, 我们一 YOUNG 汪硕闻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1:00-21:30   青年漫谈（学术精神与职业发展）： 
陈志刚 
颜    苗 

陈    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吴彩胜（厦门大学）、 
谭亲友（桂林医学院）、       边诣聪（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于    泽（北京诺道认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嘉宾 

21:30-21:40 沙龙总结 

会场名称 TDM 前沿技术分享汇专场 
会场主题 TDM 质谱、色谱前沿技术与质量体系 
会场主席 李焕德、王 峰

日期/地点 8 月 30 日（晚间）   M3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8:30-19:10 
TDM质谱核心稳定化技术与 

方法验证导读 王    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李    昕 
张毕奎 19:10-19:50 精神药物 TDM深度研究 张    燕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19:50-20:30 
如何提高测定质量——国际 TDM

实验室比对在中国 
Karen 

Morgan 英国政府化学家实验室 

20:30-21:10 抗生素 TDM成套测定技术分享 习    君 湖南自动化色谱研究中心 
张    峻 
周伯庭 

21:10-21:50 
治疗药物监测头脑汇（自由模式）： 

1. TDM如何走向临床；2.  TDM标准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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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TDM 实践应用 WORKSHOP 
会场主题 WORKSHOP 1 ：精准用药与个体化用药软件培训 
会场主席 焦  正

日期/地点 8 月 30 日（晚间）  渔洋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9:00-19:10 领导致辞 焦    正 

19:10-19:30 基于定量药理的个体化给药 焦    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陈    冰 

19:30-19:50 基于 JPKD的万古霉素的 
个体化给药 

何    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19:50-20:10 万古霉素个体化给药决策系统 
  Smart Dose 潘    雁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10-20:30 华法林个体化给药软件的应用 周尔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30-20:50 JPKD软件在儿童奥卡西平 
个体化给药中的应用 

汪    洋 武汉市儿童医院 

20:50-21:00 发培训证书（50-80） 焦    正 

会场名称 TDM 实践应用 WORKSHOP 
会场主题 WORKSHOP 2 ：临床常用 TDM 方法及评价 
会场主席 王  卓

日期/地点 8 月 30 日（晚间）  渔洋宴会厅 2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9:00-19:10 领导致辞 王    卓 

19:10-19:40 检测试剂开发的性能评价及应用 王    军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王学彬 

19:40-20:00 液质检测平台性能介绍及
TDM应用 王晓雪 中日友好医院 

20:00-20:20 酶免疫放大法检测平台性能介
绍及 TDM应用 陈    璐 四川省人民医院 

孙    搏 
20:20-20:40 化学发光法及胶乳比浊法检测 

平台性能介绍及 TDM应用 王    卓 上海长海医院 

20:40-21:10 讨    论 王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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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TDM分析技术分会场 
会场主题 分析技术的科研与临床转化

会场主席 张    弋、张毕奎
日期/地点 8月 31日（上午）  M6-A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9:10 内源性物质磷酸肌酸钠及其代谢物的
检测方法学进展 赵立波 北京儿童医院 

李国辉 
张毕奎 

9:10-9:50 药物代谢组学及质谱成像分析新方法
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研究 陈艳华 中央民族大学 

9:50-10:30 基于阿达木单抗血药浓度和免疫原性 
预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初始治疗应答 

丁肖梁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30-10:40 休    息 

10:40-11:20 临床质谱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    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张    峻 
芮建中 11:20-12:00 多粘菌素 B TDM检测方法学研究 邓    阳 长沙市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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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学习与实践（清华七期班）分会场

会场主题 TDM 医院药师实践 
会场主席 郭代红、李澎灏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上午）  M6-B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40 开场致辞 
郭代红 
张晓坚 

8:40-9:20 学习太累，如何不学习或少学习！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9:20-9:50 肾移植受者基因多态性对五脂胶囊 
增加他克莫司浓度的影响 

许杜娟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 
阜阳医院 

9:50-10:20 开发辅助决策系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孙洲亮 厦门大学附属一院 蒋玉凤 
史录文 10:20-10:40 房颤抗凝 3.0时代 李    静 应急总医院 

10:40-10:50 休    息 

10:50-11:20 重点药物监测及安全性再评价研究 郭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 
伍俊妍 
李澎灏 11:20-11:50 肿瘤患者的治疗药物监测及其进展 王    卓 上海长海医院 

11:50-12:00 讨论和总结 

会场名称 定量药理学分会场

会场主题 定量药理助力精准治疗

会场主席 张    弨、翟所迪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上午）   M3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9:00 建模和模拟技术在抗菌药上市药再评价中
应用 

张    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张    弨 
左笑丛 

9:00-9:30 基于 PBPK模型的个体化药物治疗研究 相小强 复旦大学 

9:30-10:00 TDM助力替加环素合理使用 徐    萍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0:00-10:30 模型预示的精准给药 刘    波 武汉工程大学 

10:30-11:00 有限取样法在中国肾移植受者口服缬更昔 
洛韦后更昔洛韦 TDM中应用 

陈    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翟所迪 
吴    晖 

11:00-11:30 由万古霉素个体化给药软件引出来的话题 何    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30-12:00 达沙替尼、精氨酸谷氨酸和甲氨蝶呤的 
群体药代动力学建模实践 丁玉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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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循证药学分会场

会场主题 药物个体化治疗与循证药学

会场主席 张伶俐、李正翔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上午）  渔洋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35 开幕致辞 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颜小锋 
冯    欣 

8:35-9:00 临床指南，如何成为临床的指南？ 
  指南临床适用性评价工具介绍 王    强 国家卫健委医管中心 

9:00-9:25 循证药学实践与研究之台湾经验 谭延辉 台湾高雄医学大学 

9:25-9:50 2019年欧洲医院药剂师协会年会
（EAHP）大会信息分享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9:50-10:15 药物个体化治疗的经济学研究 刘茂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 

徐    珽 
韩方璇 10:15-10:40 Cochrane Library系统评价撰写和 

发表要求：来自编者的建议 
刘振谧 

Cochrane Wounds 
Groups/曼彻斯特大学 

10:40-11:00 仑伐替尼治疗的药理学基础 马晶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55 治疗药物监测指南制订指南审稿会 

张相林 
张伶俐 
缪丽燕 
赵荣生 

治疗药物监测指南制订指南工作组 

11:55-12:00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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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药物治疗风险管理分会场

会场主题 药品风险防控，药师安全护航

会场主席 陆 进、丁玉峰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上午）  渔洋宴会厅 2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40 主席致辞 陆 进 中日友好医院 

8:40-9:10 药品使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胡    欣 北京医院 

9:10-9:40 
医院药品风险管理学组《医院用药安全自
我测评体系建设课题项目》进展汇报 张    镭 中日友好医院 

9:40-10:10 阿片类药物危机与我国麻醉药品使用管理 邓艳萍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 

依赖研究所 

丁玉峰
陆 进

10:10-10:40 妊娠期用药风险控制与管理 杨    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优秀案例分享 

        导言：来自医院药品风险管理学组的 5 家医疗机构药品风险管理团队，运用《ISMP 医院用药
安全自我测评》、JCI、《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PDCA 及品管圈等质量管理工具和精细化管
理思维，从各自角度分析本医疗机构用药安全风险，并采取一些列措施降低用药差错、控制用药
风险。 

10:40-10:55 基于大数据的药物监测及个体化用药系统 刘    艳 

谭    玲 

包健安 

10:55-11:10 
基于药师审方干预系统的用药风险防控及

药事管理 孔旭东 中日友好医院 

11:10-11:25 
运用 PDCA提高我院临床药师床旁用药指

导覆盖率 马    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25-11:40 降低静配中心调配药品差错率 裴艺芳 北京医院 

11:40-11:55 建立我院高警示药品安全体系 穆殿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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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临床药师分会场

会场主题 塑造新时代 TDM 临床药师 
会场主席 刘皋林、王    卓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上午）  万豪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35 致    辞 上海长海医院 王    卓 

8:35-9:00 药物相关基因检测的规范化管理 刘皋林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葛卫红 
邱    峰 9:00-9:25 治疗药物监测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郭瑞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9:25-9:45 
 临床药师参与个体化治疗的“屠龙刀”

和“倚天剑” 唐丽琴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9:45-10:05 血脂药物的变迁 祝德秋 上海同济医院 高    申 

10:05-10:25 
中国改善药物相关急性肾损伤的诊断

及预防策略 周    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郭玉金 
李晓宇 

10:25-10:45 
One dose fits for all?  No!   利奈唑胺

TDM研究及临床干预 方    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0:45-11:05 甲氨蝶呤全程化药学监护 周国华 东部战区总医院 

11:15-11:55 专家论坛：TDM与 MDT 

药学专家：

刘皋林、郭瑞臣、周国华、 
高    申、张志清、刘玉梅 
临床专家：

李渭阳、胡林昆 

11:55-12:00 总    结 刘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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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儿童 TDM 分会场 
会场主题 创新模式，勇于实践，推进个体化用药

会议主席 王晓玲、赵    维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全天）  万豪宴会厅 2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40 领导致辞 相关 
领导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中国药理学会 TDM专委会 

姜德春 
谢晓慧 

8:40-8:45 儿童 TDM学组优秀论文表彰 

8:45-09:30 论 TDM的五项基础内容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院 

9:30-10:15 TDM在儿科临床的实践 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0:15-11:00 基于药敏试验报告的儿科个体化
用药实践 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抗生素研究所 

王    刚 
陈敏玲 11:00-11:45 基于 TDM的新生儿精准用药 石    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1:45-12:00 讨论及总结 

13:00-13:50  PPK模型在血友病患儿个体化
用药中的实践与展望 王晓玲 北京儿童医院 

周    颖 
许    静 

13:50-14:30 临床药师在重症患儿抗真菌治疗
个体化策略实施中的作用 张    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4:30-15:10 基于定量药理模型的 TDM 赵    维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吴妙莲 
李志玲 

15:10-15:50 儿童伏立康唑的 TDM与临床用药
策略 王    梅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5:50-17:00 6名优秀论文汇报，每名 10分钟 

马姝丽 
卢庆红 
赵立波 
方    罗 
张顺国 

17:00-17:10 总    结 王晓玲 
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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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TDM 中药临床与科研分会场 
会场主题 中药 TDM：机遇、挑战与开拓 
会场主席 陈万生、蔡本志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M6-A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4:10 构建中医药循证研究的规范路径 刘建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 
陈万生 
武新安 

14:10-14:40 中药作用物质与机制分析方法研究 肖红斌 北京中医药大学 

14:40-15:10 
基于药师实践的科学研究与科研课题

申请 
蔡本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15:10-15:20 休    息 

陈万生 
蔡本志 

15:20-15:50  中药-药物相互作用高效评价：新方法
和新技术 

葛广波 上海中医药大学 

15:50-16:20 肾脏转运体调控对药物肾毒性的影响 武新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6:20-16:50 亚砷酸的 TDM及临床应用实践 海    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6:50-17:00 总    结 陈万生 

会场名称 抗感染 TDM 分会场 
会场主题 抗菌药物 TDM 与个体化用药的艺术 
会场主席 李焕德、董亚琳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万豪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4:00 抗菌药物 TDM研究设计、操作注意点
及实例分享 张    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李焕德 
冯    欣 

14:00-14:30 TDM与 PK/PD临床研究：发挥抗菌 
药物治疗潜力的可靠策略 董亚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4:30-15:00 危重症患者抗真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决策
模型构建与实证评价 

王    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15:00-15:10 休    息 

15:10-15:40 基于贝叶斯法的抗菌药物的精准给药 焦    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

医院 

黄品芳 
侯锐钢 

15:40-16:10 
为指南提供证据——伏立康唑在不同

人群的剂量优化 颜    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10-16:40 多粘菌素 B个体化给药的探索 张春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6:40-17:00 讨论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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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免疫抑制 TDM 分会场 
会场主题 基于 TDM 的免疫抑制剂个体化用药 
会场主席 张    峻、王春革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M6-B 会议室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3:35 领导致辞 张    峻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赵艳玲 
刘松青 

13:35-14:10 他克莫司个体化给药在临床的应用 付迎欣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10-15:05 解读 IATDMCT《他克莫司个体化治疗
的 TDM共识（2019版）》 闫美玲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5:05-15:15 休    息 

15:15-16:00 霉酚酸治疗药物浓度监测 周佩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姜    玲 
王春革 

16:00-16:45 基于 PK的肾移植患者的免疫抑制剂个
体化用药 马葵芬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5-17:05 中国银屑病治疗与生物制剂使用新趋势 苏忠兰 江苏省人民医院

17:05-17:20 讨论及总结 王春革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会场名称 神经与精神 TDM 分会场 
会场主题 TDM 推进神经精神疾病个体化药物治疗 
会场主席 李文标、肇丽梅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渔洋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4:10 药物基因组学在丙戊酸个体化用药中的应用 王雪丁 中山大学药学院 

肇丽梅 
夏    泉 

14:10-14:40 遗传性癫痫的治疗药物选择及评价 王    华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

医院 

14:40-15:20 基于 AGNP指南的精神科常用药物浓度 
范围确定及影响因素研究 尚德为 广州惠爱医院 

15:20-15:30 休    息 

15:30-15:50 质谱技术在精神类药物 TDM中的 
应用 贺    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定医院 

林    萍 
钟诗龙 

15:50-16:20 抗精神病药物血药浓度与应激治疗标志物
水平的关联规律初探 蔡骅琳 

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 

16:20-16:50 氯氮平与感染性疾病（炎症） 阮灿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定医院 

16:50-17:00 转运体 ABCC2、UGT1A6、ABAT基因多态
性对汉族癫痫患者丙戊酸血药浓度的影响 

朱苗苗 武汉市精神卫生
中心 

张    燕 
果    伟 

17:00-17:10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利培酮和 9-
羟利培酮血药浓度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 

陈彬彬 厦门市仙岳医院 

17:10-17:20 神经外科围术期使用丙戊酸钠导致高氨血症
的临床分析 

陈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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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名称 肿瘤 TDM 研讨分会场 
会场主题 肿瘤个体化治疗技术与实践

会场主席 邱 峰、董 梅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渔洋宴会厅 2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4:00 PD-1 inhibitor associated cardiac 
complication 张志仁 哈尔滨医科⼤学附属 

肿瘤医院 

邱    峰 
李晓宇 

14:00-14:30 基于分⼦诊断的肺癌靶向治疗要点 陈世知  重庆医科⼤学附属第⼆
医院 

14:30-15:00 乳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 李慧慧 ⼭东省肿瘤医院 

15:00-15:30 肿瘤⼤分⼦药物检测与临床实践 刘    澍 中⼭⼤学肿瘤防治中⼼ 

15:30-16:00 乳腺癌靶向原研药物与⽣物类似物的
区隔 范国荣 上海市第⼀⼈民医院 

董    梅 
张艳华 16:00-16:30 基于 TDM 的肿瘤靶向治疗实践——

伊马替尼治疗 GIST 的⽅案优化 龙    锐 
重庆医科⼤学附属第⼀

医院 
16:30-17:00 抗肿瘤药物 TDM 进展与实践 肖洪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会场名称 替考拉宁 TDM 多中心研究专题会场 
会场主题 中国替考拉宁治疗药物监测“适在例行”项目总结 
会场主席 张相林、缪丽燕

日期/地点 8 月 31 日（下午）  太湖宴会厅 1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3:30-13:40 开幕致辞 张相林 
缪丽燕 

中日友好医院 
苏州⼤学附属第⼀医院 

缪丽燕 
李朋梅 

13:40-14:10 多中⼼替考拉宁 TDM 数据分析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院 

14:10-14:40 HAP 诊疗规范透视与解析 李福祥 中国⼈民解放军 
西部战区总医院 

14:40-15:10 腹腔阳性菌感染的诊断治疗 邓西龙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5:10-15:40 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构建特殊⼈群 
个体化智能用药模型 

张    健 

15:40-16:10 粒缺伴发热临床诊疗经验 邵宗鸿 天津医科⼤学总医院 

姜    哲 
顾    健 

16:10-16:40 基于 TDM 的替考拉宁的给药⽅案 
优化 

董亚琳 西安交通⼤学第⼀附属
医院 

16:40-17:00 临床、药学专家对话 
张相林、李福祥、邓西龙、张   健 

邵宗鸿、董亚琳、孔旭东 

17:00-17:10 闭幕致辞 邵宗鸿 
张相林 

天津医科⼤学总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