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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以技术智变，创临床试验质变”

--AI 助力临床试验发展》培训班的通知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试验数据采

集与管理的数字化与信息化日益增强，临床试验步入了数字化高

质量发展的“数智时代”。为提升我国临床试验数智化水平，促

进临床试验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先进性，规范临床试验流程，促

进临床试验科学、客观开展，由中关村玖泰药物临床试验技术创

新联盟联合广州市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中心主办，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以技术智变，创临床试验质变”--AI 助力

临床试验发展》培训班，将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以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召开。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浪潮下，临床试

验的“智变”新征程又将走向何方？本次培训将邀请国内临床试

验领域知名专家，为参会人员培训 GCP 前沿知识与进展，同时聚

焦临床试验数字化发展和智能化管理。通过人工智能、云、大数

据等技术加速临床试验领域的智能升级，为生物医药企业、临床

试验机构、科研单位搭建一个彼此交流、相互合作的桥梁和平台。

通过技术智变，创临床试验质变，共迎临床试验“数智时代”。

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关村玖泰药物临床试验技术创新联盟

广州市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中心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协办单位：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太美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津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研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培训时间与地点

培训时间：2021 年 12 月 29 日（周三） 8:30--17:40

培训形式：线上直播+线下面授（因疫情变化，可能全部为线

上直播）

线下培训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太和岗路黄花岗科技园 2 号楼 4

楼多功能室（仅限邀请人员）

三、参会人员：

生物医药企业、监管机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医疗机构

等从事临床试验相关工作的人员。

四、收费标准与收费方式

本次培训班免费参加。全程参加培训并完成线上考核，可获

得 GCP 培训证书（需缴费 300 元）。

缴费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关村玖泰药物临床试验技术创新联盟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安定门支行

银行账号：0200 0011 0902 1904 348

汇款注明：广州培训+姓名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13131412


五、报名及直播二维码

报名二维码：

登录直播间二维码：

会议联系人：孙萍萍 13450393081

尚 伟 13552799456



六、会议议程：

时间 讲题 讲者 主持人

8:30-8:50 开幕式致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领导

刘秋生/唐蕾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

广州市越秀区领导

曹彩
中关村玖泰药物临床试验技术创新联盟

8:50-9:20
临床价值为导向和基本医疗
的保障，是肿瘤临床研究最大

的“伦理”

洪明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叶丽卡
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9:20-9:50
新法规新形势下，如何做一名

合格的研究者

李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邹燕琴
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

9:50-10:20
新形势下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的多维度创新思维

曹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曹烨
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

10:20-10:50
圆桌论坛：如何开展具有创新

性的临床试验质量控制

蒋发烨 广东省人民医院
李卓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刘健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姜敏 江西省人民医院
黄其春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徐仿周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贺帅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杜彦萍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张勋
广东省中医院

10:50-11:20 “云上、云下”数字化临床试
验全生态链建设

唐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单爱莲
北京大学临床药

理研究所

11:20-11:50 全球研究中心数字化运营趋
势

马东
浙江太美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雪宁
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

11:50-12:20 圆桌论坛：如何进一步推动临
床试验数字化进程

李坤艳 湖南省肿瘤医院
余勤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孙涛 辽宁省肿瘤医院
倪穗琴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淑民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
元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代表

吴建才
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

杨红英
深圳市人民医院

12:20-12:35 卫星会 1 广州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艺莉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2:35-12:50 卫星会 2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杨新云

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12:50-13:05 卫星会 3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刘舜莉

广东省医疗器械
学会

13:05-13:20 卫星会 4 浙江太美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敏江

惠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

13:20-14:00 午休

14:00-14:30 华为云医疗 AI 赋能临床研究 刘登辉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张武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4:30-15:10

临床试验/临床研究合同智能
云审核系统的建立、应用

临床试验/临床研究合同智能
云审核系统安全性考量要点

唐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展鹏
广州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秦群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

15:10-15:40 数据可视化管理对GCP药房建
设的启示

赵青威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石磊
南部战区总医院

15:40-16:10 数字化产品研发实践与思考 阳国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许重远
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

16:10-16:40 高质量临床试验数据库建设
与医疗大数据挖掘算法设计

孔德兴
浙江大学

方翼
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

16:40-17:10 基于天河二号的生物医药计
算及平台研究

杨跃东
中山大学

杨忠奇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40 圆桌论坛：AI 在临床试验领域
应用的思考与启发

张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李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戴婕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陆志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琳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房虹 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陈霞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代表

孙健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

曾晓晖
南部战区总医院

17:40 大会总结
唐蕾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中关村玖泰药物临床试验技术创新联盟

2021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