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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7 日-19 日 南京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全国吸入给药联盟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技术处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技术处
会议介绍：
会议介绍：
2013 年 11 月 18 日全国吸入给药联盟于南京正式成立。联盟的成员主要包括药品研发
和生产企业、高校院所以及临床呼吸科的专家，学者等一批拥有较高水平与吸入药物研究，
开发，生产，质量和应用相关领域内专业人士。吸入给药联盟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以
国家政府机关制定的相关药品法律法规政策为导向，以推进中国吸入给药行业的发展，提高
国内吸入药物的研发,产品技术标准和临床应用，加快与国际同行业接轨作为创建目标。联
盟通过动员国内药物研究、药品生产、质量监控和临床应用等资源，积极的推动吸入给药行
业在中国的整体发展。
为交流和分享吸入给药行业的最新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会，将携手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
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拟定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10 月 19 日在南京中医药大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第
二届联盟学术年会。会议期间将邀请知名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和发言。
为业内人士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同时对该领域内的学术观点、技术应用、法律法规、产品
动态、临床研究、临床应用和市场分析等情况等进行互动沟通。

201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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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吸入给药联盟学术论坛议程
年全国吸入给药联盟学术论坛议程
2014 年 10 月 17 日
09:0009:00-17:00
17:00

会议注册

18:0018:00-20:00

招待晚宴

2014 年 10 月 18 日 主席主席 待定
08:3008:30-09:00

大会开幕式（院士和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讲话）

09:0009:00-09:30

雾霾对呼吸道疾病的影响

09:3009:30-10:00

茶歇

王辰院士
王辰院士

主题一：
主题一：吸入给药技术与药物质量研究 - 王浩，
王浩，陈桂良
10:0010:00-10:30

干粉吸入剂

王兆霖

10:3010:30-11:00

吸入气雾剂

张凯

11:0011:00-11:30

雾化吸入剂

宁保明

11:3011:30-12:00
12:00

鼻喷剂

毛世瑞

12:0012:00-14:00

午餐

主题二：
主题二：吸入药物的法规 - 李励，
李励，王兆霖
14:0014:00-15:00

欧洲吸入制剂法规，申报和要求 英国 BATH 大学药学院 Robert Price

15:0015:00-15:30

FDA 吸入制剂的申报法规和临床研究要求 FDAFDA-CDE

15:3015:30-16:00

茶歇

16:0016:00-16:30

Dr.Saluja

吸入制剂包材和辅料的申报和要求 CFDA Lab 张毅兰

主题三：
主题三：吸入药物的市场 – 侯曙光,
侯曙光,沈丹蕾
16:3016:30-17:00

吸入药物中国市场综述

李铁军

17:0017:00-17:30

IPAC-RS

李英

17:3017:30-18:00

Inhalation Asia

Philippe Rogueda

18:0018:00-19：
19：30

晚餐

19：
19：3030-21：
21：30

技术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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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9 日

主题四：
主题四：吸入药物的临床应用吸入药物的临床应用- 游一中，
游一中，蔡映云
08:3008:30-09:00

吸入甾体激素和 ß2 受体激动剂的药理作用机理、肺部分布和药效的关系
刘春涛

09:0009:00-09:30 哮喘和 COPD 临床治疗新进展

殷凯生

09:3009:30-10:00 吸入药物在儿童哮喘的应用

陈育智

10:0010:00-10:30 茶歇

主题五：
主题五：吸入疗法和医患教育 – 陈育智,
陈育智,殷凯生
10:30
10:3030-11:00 吸入给药七步法

游一中

11:0011:00-11:30 印度推广吸入疗法的经验借鉴

Dr. Arvind Bhome

11:3011:30-12:00 医患教育以及吸入疗法的推广

蔡映云

12:0012:00-14:00 午餐

主题六：
主题六：吸入仿制药物的研发 - 吴传斌,
吴传斌,徐坚
14:0014:00-14:30

吸入仿制药研发思路和质量评价

侯曙光

14:3014:30-15:00 吸入仿制药体外/体内相关性评价

Mark Copley

15:005:00-15:30 肺吸入纳微制剂研究

李浩莹

15:3015:30-16:00 茶歇

主题七：
主题七：吸入药物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 王健，
王健，李浩莹
16:0016:00-16:30 大分子药物经肺吸入递送研究

吴传斌

16:3016:30-17:20
17:20 中药吸入给药研究和应用

郭立玮/
郭立玮/廖永红

17:2017:20-17:50
17:50 论文评奖揭晓和颁奖 17：30 会议圆满结束 （主办 3 方共同颁发 1，2，3 等奖）

论文征集
征文内容：
征文内容：吸入给药相关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监管、法规、产品开发、传统中药吸入研究,临床
实验、临床应用,市场调研、病人教育和治疗管理等。特别欢迎有创新特色的新技术、新观点和新思路如：鼻喷
剂、PK,PD 研究、体内外分析、相容性研究等关键技术。
征文要求
摘要提交要求不得超过 300 个字，宋体正楷，5 号 。
发送至邮箱 IDDChian@126.com；
征文截稿：论文摘要经业内专家评议，一经录用，以海报和演讲形式在会议期间交流业内专家将对所选用的论
文进行学术性评价.会议将设优秀论文奖.
发送至邮箱：
发送至邮箱：iddchina@126.com;
截止如期: 201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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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
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
会议活动中心
地址：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时间：2014 年 10 月 17-19 日
(地铁 2 号线仙林中医大学羊山站)
住宿信息
推荐住宿 1：南京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
Novoetl Nanjing East Suning Galaxy
地址：南京 玄武区 苏宁大道 9 号
电话：025 8520 8888
推荐住宿 2：南京中医药大学杏苑宾馆
地址：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电话：025 8581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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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4
参加2014年全国吸入给药联盟学术论坛
代表回执
2014年全国吸入给药联盟学术论坛 代表回执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名

(邮 编)：
性别

职务

手机

电子信箱

注册费：1500元/人（含会务费，餐费，住宿自理） 学生750元/人
注册费
缴费方式

08月29日前到账优惠： 1200元/人 学生600元/人

付费方式： □会前汇款（推荐）

□现场缴费

汇款单请注明参会单位和参会者姓名，以便查询。
发票抬头：
1.南京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 550元/标间或大床（含双早）□

住宿需求

2. 南京中医药大学杏苑宾馆 400元/标间或大床（含双早） □
住宿预定： □单床 □双床（合住）
入住时间：2014年10月

日～10月

□否

10 月 15 日截止

日

您重点关注的
主题
备注：
备注：
1）参会代表需提前填写回执表进行报名，填妥后 E-mail 发至：meeting@pharmadl.com
2）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3）报名截止时间为 10 月 10 日；
4）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韦旭华
电话/传真：021-62897076
E-mail: meeting@pharmadl.com

汇款账户：
（特别提醒：汇款截止 10 月 10 日）
汇款账户：
开户名：上海数图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银行新成支行
开户帐号：316492－0000208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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