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文件
中化企协[2021]03 号

关于召开“2021 化工结晶工艺暨药物结晶技术
交流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化工结晶技术需求越来越迫切，药物晶型研究和药物固态研发在制药
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蒸发结晶技术是重要的操作单元，是废物实现
资源化，减量化的关键技术。为加快提高我国结晶技术水平，解决应用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本单位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18 日在江苏省*南
京市举办“2021 化工结晶工艺暨药物结晶技术交流大会”。请各有关单位
积极派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
协办单位：北京海菲尔格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天津大学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业结晶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工业结晶与颗粒过程研究室
华南理工大学医药工程与结晶控制实验室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天津理工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恩泽生物质精细化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日新远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宁波信远膜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二、参会对象：
从事制药和化工的生产、研究与应用的企业、研发公司、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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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从事有机合成、晶型研究、工艺开发、药
物制剂研发、药物开发、药物注册、药物质量控制、化工企业技术总监技
术经理、结晶技术应用人员等。
三、会议时间地点：
时 间： 2021 年 4 月 16 日-4 月 18 日（4 月 16 日全天报到）
地 点: 江苏省*南京市 （地点确定直接通知报名人员）
四、会议费用：
2600 元/人,同一单位报名两人以上且提前办理汇款 2400 元/人。（含
场地费、资料费等）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主要交流内容
（一）
：化工结晶技术研究与实践交流
1、工业结晶科学技术国际前沿；
2、农药科学与技术国际前沿；
3、绿色产业化技术；
4、结晶纯度和收率过程升级提高研究；
5、晶体质量控制粒度、形貌、纯度技术研究；
6、基于工艺过程特点的结晶技术的研究
7、连续多级逆流分步结晶的研究；
8、工业结晶智能化装置的放大与优化设计技术；
9、工业结晶过程开发、分析与优化；
10、结晶过程的高效化与集约化；
11、间歇与连续结晶系统研究和工艺优化设计策略；
12、结晶过程流程的合理组织与集成方案；
13、碳酸化塔结晶技术系统工程研究；
14、工业结晶过程与设备的设计与放大。
（二）
：药物结晶工程技术
1、药物结晶过程产品粒度关键控制点的研究；
2、新型工业结晶技术在医药、食品、化工、材料等领域中的应用；
3、药物晶型的转化与控制问题研究；
4、制剂中原料药晶型转化、控制和分析；
5、多晶型的分析鉴别技术、药物的晶型检测的手段；
6、晶型药物结晶工艺流程的选择与设备的选定等。
7、结晶器结构设计中关键问题研究
8、多晶型的控制和原料药的工艺研发思路；
9、晶型药物结晶工艺流程的选择与优化；
10、结晶过程关键影响因素分析及在线监控分析技术。
（三）
：蒸发工艺、设备优化设计实践应用
1、蒸发结晶过程设计与 MVR 蒸发器的选型与应用；
2、MVR 蒸发器结构设计中关键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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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VR 蒸发工艺流程改进研究；
4、结晶机理研究分析与结晶过程模拟优化；
5、化工结晶过程系统工艺设计、中试设备选型；
6、多效蒸发及 MVR 蒸发组合新工艺案例分析；
7、MVR 在蒸发结晶过程中的应用条件以及常见问题解析。
六、会议形式说明
邀请国内主管部门领导、权威专家做专题报告，并针对目前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和难点作交流指导。 邀请国内外蒸发结晶技术和结晶技术工程设
备持有单位采用现场演讲。实物展示、图片展览、多媒体展播、会刊等多
种方式对推介技术（产品）进行介绍
七、会刊征集:
1、本次会议会前将印刷会刊（论文集）作为会议资料，请拟提交论文
的人员 2021 年 4 月 10 日前将论文提交至 jjgybm@163.com 会务组信箱。
2、要求论文格式为 word 文档，标题为二号黑体,正文为四号宋体。具
体内容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
话、论文摘要、关键词、正文、主要参考文献、英文摘要。
八、联系方式：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大会秘书处
联 系 人:齐芝龙 王晓杰 陈涛
联系电话：18810266980 同微信
传真：010-58650149
报名邮箱：1405509556@qq.com 或 jjgybm@163.com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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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家报告安排
日

期

报告时间

报到日期：2021 年 4 月 16 日

（全天报到注册)

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7 日-18 日

（江苏*南京）

报告安排（以现场报告顺序为准）
天津大学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龚俊波

教授

报告大纲：1、药物多晶型品种研究、原料药最优型筛选；2、晶型药物
8:30-9:50

的制备方法、晶型创新药物的筛选； 3、药物多晶工艺控制（小分子或
药物分子多晶型及共晶控制技术；4、研究案例及案例分析；5、药物晶
体工程研究意义；6、药物多晶型转化与控制； 7、过程分析技术应用
报告题目：药物晶体工程
天津大学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郝红勋

教授

报告大纲：1、结晶概述 2、结晶过程开发与优化的研究方法；3、结
17 日上午

9:50-11:10

晶过程开发与优化的理论基础； 4、结晶方法的选择；5、结晶过程优
化及其放大；6、结晶过程开发与优化中的混合问题；7、研究案例；
报告题目：功能晶体形态优化与控制
茶歇

休息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顾正桂 教授

江苏省萃取分离过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市分离集成及应用工程技
11:10-12:00

术研究中心主任，江苏沿江化工资源开发研究院院长、
报告题目：萃取结晶及单元集成技术应用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朱 亮

教授

报告大纲：1、药物结晶基本概念及形成机理;2、药物结晶过程研究要
14:00-15:20

点 3、药物结晶的工艺优化设计与放大、小分子化学合成药物结晶工艺
的研究开发; 4、反应结晶过程常见问题及控制方法;5、连续结晶在药
物结晶过程中的应用;
报告题目：工业结晶过程控制要点及案例分析
茶歇

休息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陈建新 教授

研究方向：海水化学资源提取技术：. 结晶与分离纯化； 海洋资源利
用； 水处理与精细化学品
15:20-16:10
17 日下午

报告题目：反应结晶在资源环境中应用
武汉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16:10-17:00

张春桃 教授

研究方向：工业结晶过程控制与优化；糖醇共结晶技术及应用；
报告题目：工业结晶器及结晶工艺开发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陈

侠 教授

中国化工学会 全国蒸发结晶专业学组 专家；
中国化工学会 无机酸碱盐专业委员会 专家；
研究方向：1、化工分离与纯化理论及应用；2、MVR 蒸发结晶理论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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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00

程化应用；3、废水处理技术及工程化；4、卤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报告题目：含盐废固及废水资源化处理工艺选择研究及应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业结晶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陆

杰

教授

报告大纲：1. 药物结晶基础 2. 常见产品与工艺问题 3. 药物多晶型
8:30-9:50

4. 晶型对原料药的重要性 5. 晶型分析的一般方法 6. 晶型控制策略
与工艺开发 7. 新形势下晶型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题目：药物结晶与晶型
北京日新远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庆武

教授

总工

其突出的优点是： 用于液体脱色蒸馏法、膜分离及吸附法、活性炭纤
9:50-10:40

维的特点及应用、活性炭纤维及用于液体脱色的具体流程、用于去除无
色液体中的溶解性杂质、在一些产品中的应用。

18 日上午

报告题目：高品质活性炭纤维膜在制药及化工领域的应用
茶歇 休息
天津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10:40-11:20

陈嘉媚 教授

研究方向：1.药物晶型与共晶研究 2.药物固态性质研究 3.基于晶体工
程技术的药物构效关系研究
报告题目：药物晶型和共晶研究
宁波信远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作荣

总工

其突出的优点是：它可以实现蒸馏，萃取，吸附等传统方法难以完成的
11:20-12:00

分离任务，能耗低，特别适用于近沸点，并且分离出热稳定性差的化合
物。去除有机溶剂和混合溶剂中的痕量水，以及分离废水中的少量有机
污染物，具有显着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报告题目：渗透汽化有机溶剂分离技术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杨立斌 教授

报告大纲：1、连续结晶的高效结晶工艺设计方法；2、连续结晶过程工
13:30-14:20

艺的应用验证，结晶过程优化及其放大;3、晶型与粒度研究；晶习研究；
选择晶种策略; 4、连续结晶的高效结晶工艺设计方法；
报告题目：结晶工艺放大——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的思考
华南理工大学医药工程与结晶控制实验室

张 扬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活性药物组分结晶分离和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提取相
关技术的研究工作，着重致力于两方面：药物活性组分的相平衡研究，
14:20-15:10

溶液结晶的在线过程分析技术及药物活性组分的结构功能预测。
报告题目：基于 PAT 优化结晶过程控制晶形与粒度的工业实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恩泽生物质精细化工市重点实验室

王学重

教授

研究方向：制药和结晶过程系统工程，基于晶型结构的群体粒数衡算模
型模拟结晶器中晶体的生长，实现结晶过程中晶体多维形状分布的模拟
以及组成的模拟；开在线三维图像获取和图像处理技术用于晶体生长过
15:10-15:50

程中三维晶形结构的在线测量；实现了结晶过程晶体群体形状分布的闭
环自动控制。晶型筛选，智能自动化晶型筛选机器人开发。
5

18 日下午

报告题目：制药过程在线分析、控制和模拟-药物智能制造的必经之路
茶歇 休息
15:50-16:20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玉峰 博士

高级总监

报告题目：连续化结晶技术在化工行业研发和生产中的应用
16:20-16:50

浙江大学药学院

王龙虎 研究员

教授

报告题目：工业结晶技术及其在制药化工领域中的应用
16:50-17:20

北京海菲尔格科技有限公司

唐远旺

技术经理

报告题目：在线结晶成像颗粒度及在线 FTIR 合成监控技术及应用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药学院、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制药与结
晶工艺创新和智能控制创新团队
17:20-18:00

薛富民

副研究员

主要内容：1、药典对晶型、粒度等结晶产品性质的要求与变化；2、药
物结晶控制基础； 3、药物晶型开发与控制；4、原料药晶习与粒度调
控；5、结晶工艺开发案例分析
报告题目：药物结晶过程控制和产品性质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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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报名回执表
2021 化工结晶工艺暨药物结晶技术交流大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传真/E-mail

手机

住宿是否需要单间：是○否○
电话：18810266980 同微信
联系人:罗老师
电子邮箱：1405509556@qq.com 或 jjgybm@163.com
注：如果报名后两日内，未收到会务组回复，请您及时电话确认或ＱＱ在线报名。QQ 号：
1405509556
开具发票注意事项：1：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
2：增值税普通发票是○否○
备注：
开具发票项目：1：会务费○
公

2：会议费○

司 名 称：北京 xxxxx

纳税人识别号：9xxxxxxxx
开

户

行：中国 xxxxx

账

号：0xxxxxxxx

地

址：xxxxxxxxx

电

话：01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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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