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生物材料生物学评价分会

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定于 2019年 12月 2日～12月 3日在上海市召开中国

生物材料学会生物材料生物学评价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安排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委员换届。总结第一届委员会工作，讨论下一步工作

计划。

2.专题讲座：

1）生物活性化学转化膜（山东大学，吕宇鹏）；

2）生化组成与结构完整性评价: 生物补片产品的理

性设计与临床验证（上海理工大学，孙文全 ） ；

3）生物材料表面改性与生物相容性评价（苏州大学，

陈红）。

二、会议安排

1、会议日期：12 月 2 日报到，3 日上午开会，12 月 3

日下午离会。

2、会议收费：委员不收会务费及食宿费（两人标准间，

单住另补差价），其他参会人员收取资料费 200 元，食宿费



450 元（含三餐及两人标准间，单住另补差价）。交通费自

理。

3、会议地点：上海新桥绿地铂骊酒店（地址：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明兴路 628 号，电话：021-23098888）。

4、交通线路：见附件。

三、报名方式

1.报名链接：https://m.zhundao.net/event/194088?f

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11 月 24 日报名截

止。

2.其他事项：PDF 版会议通知可至“山东省医疗器械产

品质量检验中心网站-通知公告”下载。

秘书处联系人：高冉冉 联系电话：0531-82682906

会务联系人：万少容 18976096918

附件： 1.委员名单

2.交通路线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9 年 11 月 13 日



附件 1

委员名单

序号 本会职务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主任委员 施燕平 研究员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2 候任主任委员 王春仁 研究员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3 副主任委员 孙皎 研究员 上海生物材料研究测试中心

4 副主任委员 梁洁 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和制品检验中心

5 副主任委员 胡巧玲 教授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生物医用大

分子研究所

6 副主任委员 林红 研究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

7 副主任委员 刘嘉馨 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

8 副主任委员 田佳鑫 副研究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

中心

9 常务委员 张海军 教授 山东百多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 常务委员 钱军 讲师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11 常务委员 夏毅然 研究员/主任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12 常务委员 侯丽 高级工程师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13 常务委员 沈永 高级工程师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14 常务委员 吕宇鹏 教授 山东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

15 秘书长 刘成虎 高级工程师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16 委员 姜华 研究员 天津市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7 委员 钟锐 副主任技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

18 委员 陈献花 副研究员 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19 委员 姚瑶 工程师 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

20 委员 曹苹 主任药师 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21 委员 张薇 博士 美敦力（上海）有限公司

22 委员 李飞 首席法规事务专员 美国微新公司北京代表处



23 委员 傅德倩 /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24 委员 孙文全 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25 委员 袁暾 副研究员 四川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和制品检验中心

26 委员 邢丽娜 助理研究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

中心

27 委员 曾晓坤 博士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28 委员 王文斌 高级工程师 上海其胜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29 委员 徐海燕 博士 百特（中国）有限公司

30 委员 赵恒坤 副总经理 山东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31 委员 王恺 副研究员 南开大学

32 委员 蔡妃妹 中级职称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3 委员 胡义平 工程师 辽宁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委员 田甜 中级工程师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医

疗器械注册部

35 委员 祝君梅 研究员 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

36 委员 许零 教授级高工 厦门凝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 委员 张玉成 高级工程师 恒瑞医疗研发中心

38 委员 贺学英 正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39 委员 张东刚 中级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委员 姜洪焱 兼职教授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41 委员 黄婷 中级/助理研究员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42 委员 陈红 高级 苏州大学

43 委员 温贤涛 高级工程师 上海纽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4 委员 付杰 高级工程师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委员 韩建民 副教授、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

46 委员 王晓晨 高级工程师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

47 委员 何红兵 研究员 上海松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附件 2

交通线路

距上海火车南站约 15公里

距浦东国际机场约 60分钟车程

距虹桥机场虹桥站 16公里，打车约 50元，20 分钟左右到达

距 1号线莘庄站约 5 公里，距 5 号线春申路站约 5公里，距 9 号线九

亭站约 6 公里，距 12号线七莘路站约 5.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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