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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主办单位 会议承办单位 会议协办单位

中国化学会

中国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

上海分析仪器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会议主席
大会主席：

张玉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会执行主席：

张祥民（复旦大学）

许国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玉奎 院士

江桂斌 院士

副主任：许国旺 研究员

委员（按照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序）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陈 义* （ 中 国 科 学 院 化 学

研究所）

冯钰锜 （武汉大学）

江桂斌*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态

环境研究中心）

康经武 （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

练鸿振* （南京大学）

李攻科* （中山大学）

林金明 （清华大学）

刘虎威* （北京大学）

师彦平* （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化学物理研究所）

汪海林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态

环境研究中心）

武 杰* （ 北 京 理 化 分 析 测

试学会色谱学会）

夏之宁* （重庆大学）

许国旺*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杨芃原 （复旦大学）

严秀平 （江南大学）

阎 超 （上海交通大学）

张 兰 （福州大学）

张丽华*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书胜 （郑州大学）

张祥民* （复旦大学）

张玉奎*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郑晓晖 （西北大学）

朱 岩 （浙江大学）
*：全国色谱会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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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任：张祥民 教授

副主任：张丽华 研究员

监 事：许国旺 研究员 刘虎威 教授

委员（按照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序）

曹成喜 （上海交通大学）

邓春晖 （复旦大学）

方 群 （浙江大学）

高明霞 （复旦大学）

郭寅龙 （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

何品刚 （华东师范大学）

康经武 （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

马兰凤 （ 上 海 科 学 仪 器 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李 钧 （ 上 海 舜 宇 恒 平 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

练鸿振 （南京大学）

梁鑫淼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梁 振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 震 （南京大学）

刘宝红 （复旦大学）

刘百战 （ 上 海 烟 草 集 团 有

限责任公司）

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陆豪杰 （复旦大学）

邱洪灯 （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化学物理研究所）

屈 锋 （北京理工大学）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田瑞军 （南方科技大学）

许 旭 （ 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汪海林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态

环境研究中心）

王志宏 （ 上 海 计 算 技 术 研

究所）

阎 超 （上海交通大学）

严秀平 （江南大学）

杨芃原 （复旦大学）

杨秀晗 （陶氏化学）

叶明亮 （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海霞 （兰州大学）

张 兰 （福州大学）

张维冰 （华东理工大学）

郑晓晖 （西北大学）

朱 岩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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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确保您和他人在会议期间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请您注意

以下事项：

1、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及充压容器进入会场及酒店；

2、进入会场前,请先熟悉会场环境、安全岀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听从工作人

员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危区域；

3、注意饮食卫生，如感觉身体不适，请尽快与会务组联系；

4、请出发前注意查看天气预报，增减所带衣物；

5、贵重物品请自行妥善保管；

6、请勿在会场内及其它禁烟场所吸烟；

7、会议期间，请您随身佩戴代表证；

8、进入会场后，请关闭移动电话或设置为静音模式，请勿在会场内接打电话。

会议注意事项
1、大会报告（PL-1～PL-12）：25 分钟；

邀请报告（I-1～I-93）：20 分钟；

口头报告（O-1～O-58）：15 分钟；

青年论坛（Y-1～Y-25）：15 分钟；

墙报展讲（P-1～P-335）：每篇论文一张，尺寸要求：高 120cm，宽 90cm。请于指定时

间段张贴、取下墙报。并请墙报作者于指定时间段（13:00~14:00）答疑。

2、请邀请报告、口头报告和青年论坛等报告人在分会开始之前，将 PPT 拷入会议电脑，我

们承诺及时删除报告 PPT；如使用自己电脑，请提前试放映。

3、墙报粘贴编号、时间及地点：

地点：会场二楼

墙报展一：( P-1～P-167)

张贴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 8:00 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 19:00

答疑时间：2019 年 4 月 21 日 13:00～14:00

取下时间：2019 年 4 月 21 日 19:00～20:00

墙报展二：( P-168～P-335）

张贴时间：2019 年 4 月 21 日 20:00 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 16:00

答疑时间：2019 年 4 月 22 日 13:00～14:00

取下时间：2019 年 4 月 23 日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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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交通及住宿指南

会场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会场）

酒店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 号（地铁 1 号、12 号线漕宝路站）

会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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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1、上海虹桥机场

（1）虹桥 1 号航站楼→会场（约 12.7 公里）：乘坐地铁 10 号线（新江湾城方向）至虹

桥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4 号线（宜山路方向）至上海体育馆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至漕宝路站下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可到酒店。（地铁 10 号

线转 4 号线转 1 号线）

（2）虹桥 2 号航站楼站→会场（约 14.7 公里）：乘坐地铁路线同上（地铁 10 号线转 4

号线转 1 号线）

（3）乘坐出租车前往，约 60 元

2、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会场（约 50.2 公里）

（1）乘坐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广兰路方向）至广兰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徐

泾东方向）至人民广场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至漕宝路站下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可到酒店。（地铁 2 线转 1 号线）

（2）乘坐出租车前往，约 170 元

3、上海火车南站/汽车南站→会场（约 2.3 公里）

（1）乘坐地铁 1 号线（富锦路方向）至漕宝路站下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可到

酒店。

（2）乘出租车前往，约 16 元

4、上海火车站/汽车北站→会场（约 12.7 公里）

（1）乘坐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至漕宝路站下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到酒店。

（2）乘坐出租车前往，约 50 元

5、上海虹桥火车站→会场（约 15.2 公里）

（1）乘坐地铁 10 号线（新江湾城方向）至虹桥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4 号线（宜山

路方向）至上海体育馆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至漕宝路站下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可到酒店。（地铁 10 号线转 4 号线转 1 号线）

（2）乘坐出租车前往，约 60 元

6、沪太路长途汽车总站→会场（约 17.1 公里）

（1）步行 1.5km 至地铁 1 号线延长路站，乘坐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至漕宝路站下

车，1 号口出站，步行约 450 米可到酒店。

提示：为了准时参会，建议参会代表乘坐地铁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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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指南

1、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会场）

酒店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 号（地铁 1 号、12 号线漕宝路站）

2、上海田林宾馆

酒店星级：三星

酒店地址：上海徐汇区田林路 1 号，近柳州路。

周边交通：酒店至光大会展中心：驾车约 1.3 公里，约 14 分钟。

酒店至浦东国际机场：驾车约 44.8 公里，约 52 分钟。

酒店至虹桥火车站：驾车约 15.5 公里，约 35 分钟。

酒店至虹桥国际机场：驾车约 12.9 公里，约 29 分钟。

3、和颐至尊酒店(上海徐汇店）

酒店星级：经济型

酒店地址：上海 徐汇区 漕宝路 124 号 ，近桂林路。

周边交通：酒店至光大会展中心：步行约 900 米，约 10 分钟。

酒店至浦东国际机场：驾车约 43.4.公里，约 52 分钟。

酒店至虹桥火车站：驾车约 13 公里，约 21 分钟。

酒店至虹桥国际机场：驾车约 13 公里，约 21 钟。

4、上勤假日宾馆(上海田林店)

酒店星级：经济型

酒店地址：上海 徐汇区 柳州路 431 号 ，近田林东路。

周边交通：酒店至光大会展中心：步行约 0.46 公里，约 8 分钟。

酒店至浦东国际机场：驾车约 46 公里，约 60 分钟。

酒店至虹桥火车站：驾车约 18.8 公里，约 50 分钟。

酒店至虹桥国际机场：驾车约 14.8 公里，约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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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联络方式
报到注册：高明霞（13764595930） 王 婷（13700088205）

墙报张贴：晏国全（13917673948）

专家接送：周 伟（13816654924）

展商展位：于 健（13439755593）

餐饮服务：于 虹（13161785651）

酒店住宿：上官燕（13671275984）

后勤保障：高明霞（13764595930）

会议注解

会议会场

主会场 — 大会报告（开、闭幕式）

分会场 A— 样品制备

分会场 B — 高效分离

分会场 C — 分析检测

分会场 D— 组学应用

会议地点

会场地点：

开幕式主会场：二楼 宴会厅

分会场 A：二楼 1 号厅

分会场 B：二楼 8 号厅

分会场 C：二楼 9 号厅

分会场 D：二楼 10 号厅（21 日）和二楼 6 号厅（22 日-23 日）

闭幕式主会场：二楼 宴会厅

餐厅地点：

4 月 20 日（晚）地点：光大酒店一楼咖啡厅

4 月 21 日（中）地点：二楼宴会厅侧厅、二楼 8 和 10 号厅、二楼光明厅、一楼咖啡厅

4 月 21 日（晚）地点：二楼宴会厅，光明厅

4 月 22 日（中）地点：二楼宴会厅

4 月 22 日（晚）地点：二楼宴会厅

4 月 23 日（中）地点：一楼咖啡厅，二楼光明厅，二楼 10 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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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2019-4-20 星期六

8:00-22:00 全天报到，地点：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堂

16:00-18:30 岛津新产品发布会，地点：二楼 1号厅

18:30-20:00 晚餐，地点：光大酒店一楼咖啡厅

20:00-21:00 《色谱》编委会，地点：二楼 6号厅

时间 2019-4-21 星期日

上

午
8:30-12:00

8:30-9:00 大会开幕式，地点：二楼 宴会厅

主持人：张祥民 教授

嘉宾致辞：张玉奎 院士等

颁发中国色谱贡献奖：许国旺 研究员

大会报告（一） 主持人：刘虎威 教授

9:00-9:25 PL-1：陈洪渊 院士

9:25-9:50 PL-2：江桂斌 院士

9:50-10:15 PL-3：谭蔚泓 院士

10:15-10:45 茶歇、展商交流

大会报告（二） 主持人：陈义 研究员

10:45-11:10 PL-4：赵宇亮 院士

11:10-11:35 PL-5：彭孝军 院士

11:35-12:00 PL-6：张学记 教授

午

休

12:00-13:00 午餐，地点：二楼宴会厅侧厅、8和 10号厅、光明厅；一楼咖啡厅

12:30-13:50 安捷伦科技创新色谱技术研讨论坛，地点：二楼 宴会厅

13:00-14:00 墙报答疑（一）、展商交流

下

午

分会
A*样品制备

（1号厅）

B高效分离

（8号厅）

C分析检测

（9号厅）

D组学应用

（10号厅）

主持人 叶明亮 严秀平 张新祥 汪海林

14:00-14:20 I-1 刘虎威 I-25 陈义 I-48 冯钰锜 I-70 杨芃原

14:20-14:40 I-2 师彦平 I-26 梁鑫淼 I-49 郭寅龙 I-71 钱小红

14:40-15:00 I-3 田瑞军 I-27 王勇 I-50 聂宗秀 I-72 刘小云

15:00-15:15 O-1 高明霞 Y-7 丁萌** O-29 赵先恩 Y-16 孔倩**
15:15-15:30 O-2 肖华 Y-8 李振涛** O-30 刘舒 Y-17 王嘉希**
15:30-15:45 O-3 李瑞宾 Y-9 Soumia** O-31 尹俊发 Y-18 邸羿**
15:45-16:15 茶歇、展商交流

主持人 师彦平 梁鑫淼 冯钰锜 钱小红

16:15-16:35 I-4 李攻科 I-28 严秀平 I-51 黄光明 I-73 汪海林

16:35-16:55 I-5 刘震 I-29 王秋泉 I-52 白玉 I-74 张新祥

16:55-17:15 I-6 叶明亮 I-30 欧阳钢锋 O-32 徐加泉 I-75 袁必锋

17:15-17:30 O-4 胡立刚 O-15 陈政 O-33 李晓鸽 Y-19 刘桂真**
17:30-17:45 Y-1 吴琼** O-16 王超展 O-34 许旭 Y-20 赖玮毅**
17:45-18:00 Y-2 姚亚婷** O-17 王家斌 O-35 陈素明 Y-21 刘佳**

晚 18:30-20:00 晚餐，地点：二楼宴会厅，光明厅

备注：*纪念邹汉法研究员分会；**参评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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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4-22 星期一

分会
A样品制备

（1号厅）

B高效分离

（8号厅）

C分析检测

（9号厅）

D组学应用

（6号厅）

上

午

主持人 袁黎明 陈兴国 赵书林 康经武

8:30-8:50 I-7 王建华 I-31 夏之宁 I-53 方群 I-76 刘志强

8:50-9:10 I-8 林金明 I-32 屈锋 I-54 杨朝勇 I-77 郑晓晖

9:10-9:30 I-9 练鸿振 I-33 陈子林 1-55 汪夏燕 I-78 邸多隆

9:30-9:45 O-5 卫引茂 Y-10 张炜飞** Y-14 魏岩** Y-22 王静**

9:45-10:00 O-6 袁辉明 Y-11 王婷婷** Y-15 张鹏** Y-23 李林楠**

10:00-10:30 茶歇、展商交流

主持人 王建华 夏之宁 方群 刘志强

10:30-10:50 I-10 袁黎明 I-34 陈兴国 I-56 赵书林 I-79 康经武

10:50-11:10 I-11 张志琪 I-35 曹成喜 I-57 王进义 I-80 林子俺

11:10-11:30 I-12 吴志勇 I-36 齐莉 I-58 徐章润 I-81 王方军

11:30-11:45 O-7 陈小明 O-18 陈娟 O-36 杨丽 O-49 郭明全

11:45-12:00 O-8 陈宏丽 O-19 于冰 O-37 吴晓苹 O-50 石先哲

午

休

12:00-13:00 午餐：二楼宴会厅

12:45-13:45 色谱行业女学者联谊会，地点：9号厅

13:00-14:00 墙报答疑（二）、展商交流

下

午

分会
A样品制备

（1号厅）

B高效分离

（8号厅）

C分析检测

（9号厅）

D组学应用

（6号厅）

主持人 李东浩 张书胜 邵学广 陆豪杰

14:00-14:20 I-13 陈吉平 I-37 武杰 I-59 任吉存 I-82 许国旺

14:20-14:40 I-14 栾天罡 I-38李卉芳 I-60 杨黄浩 I-83 陈艳华

14:40-15:00 I-15 张兰 I-39 江正瑾 I-61 蒲巧生 I-84 Steve Fischer

15:00-15:15 O-9 毕文韬 O-20 赵文杰 O-38 Frank Zhu O-51 林树海

15:15-15:30 Y-3 王李原** Y-12 陈彦龙** O-39 王蔚芝 Y-24 于迪**
15:30-15:45 Y-4 田雨** Y-13 张文芬** O-40 张晓清 Y-25 朱泉霏**
15:45-16:15 茶歇、展商交流

主持人 陈吉平 武杰 任吉存 张丽华

16:15-16:35 I-16 李东浩 I-40 张书胜 I-62 邵学广 I-85 陆豪杰

16:35-16:55 I-17 贾琼 I-41 邱洪灯 I-63 吴海龙 I-86 彭曙莹

16:55-17:15 I-18 魏芸 I-42 Wu Chen O-41 齐美玲 I-87 吴仁安

17:15-17:30 O-10 马继平 O-21 田海玉 O-42 宋巍 O-52 秦伟捷

17:30-17:45 O-11 朱书奎 O-22 乔晓强 O-43 于涛 O-53 李秀玲

17:45-18:00 O-12 夏炎 O-23 王路军 O-44 朱钢添 O-54 张凌怡

晚 18:00-19:30 晚餐：二楼宴会厅

备注：**参评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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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4-23 星期二

分会
A样品制备

（1号厅）

B高效分离

（8号厅）

C分析检测

（9号厅）

D组学应用

（6号厅）

上午

主持人 陈朗星 白泉 李海洋 张锴

8:30-8:50 I-19 张维冰 I-43 龙亿涛 I-64 李绍平 I-88 阎超

8:50-9:10 I-20 赵美萍 I-44 王铁 I-65 张庆合 I-89 邓春晖

9:10-9:30 I-21 张海霞 I-45 刘笔锋 I-66杨永坛 I-90李惠琳

9:30-9:45 O-13 贾丽 O-24 欧俊杰 O-45 马强 O-55 边阳阳

9:45-10:00 O-14 乔娟 O-25 杜开峰 O-46 胡忠阳 O-56 梁玉

10:00-10:30 茶歇、展商交流

主持人 张维冰 龙亿涛 李绍平 邓春晖

10:30-10:50 I-22 张丽华 I-46 白泉 I-67 李海洋 I-91 古志远

10:50-11:10 I-23 陈朗星 I-47 卿光焱 I-68 刘倩 I-92 张锴

11:10-11:30 I-24 赵睿 O-26 张琳 I-69 梅素容 I-93赵新锋

11:30-11:45 Y-5 孙晓宇** O-27 黄新异 O-47 任海霞 O-57 封顺

11:45-12:00 Y-6 黄一可** O-28 卢明华 O-48 李嫣 O-58 黄嫣嫣

备注：**参评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

午休
12:10-12:45 全国色谱会科学委员会常委会，地点：8号厅

12:00-13:00 午餐：一楼咖啡厅，二楼光明厅，二楼 10 号厅

下午 13:00-16:00

大会报告（三）

主持人：杨芃原 教授，许国旺 研究员

地点：二楼 宴会厅

13:00-13:25 PL-7：张玉奎 院士

13:25-13:50 PL-8：张先恩 研究员

13:50-14:15 PL-9：张新荣 教授

14:15-14:40 PL-10：关亚风 研究员

14:40-15:05 PL-11：马光辉 研究员

15:05-15:30 PL-12：张祥民 教授

闭幕式：15:30-16:00

主持人：许国旺 研究员

颁发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

颁发优秀墙报奖

闭幕辞：张祥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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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PL）
序号 姓名 职称 题目 单位

PL-1 陈洪渊 院士
微纳流控生命分析最新进展

——从前沿到应用
南京大学

PL-2 江桂斌 院士 大气细颗粒的毒理与健康效应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PL-3 谭蔚泓 院士 疾病的分子分型和精准诊断 湖南大学

PL-4 赵宇亮 院士 纳米生物分析的挑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PL-5 彭孝军 院士
光驱动智能染料：

从靶标识别到肿瘤诊疗
大连理工大学

PL-6 张学记 教授
纳米传感及精准医疗

——问题，机遇及挑战

深圳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PL-7 张玉奎 院士 色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PL-8 张先恩 研究员 合成生物学中的分析化学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PL-9 张新荣 教授 质谱单细胞代谢物分型研究 清华大学

PL-10 关亚风 研究员 液相色谱仪微型化的思考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PL-11 马光辉 研究员
新型色谱分离填料促进蛋白质药物和

疫苗分离纯化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

PL-12 张祥民 教授
单细胞的蛋白质组高灵敏度色谱质谱

分析新技术研究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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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I）

分会场 A：样品制备

I-1 祁晓月, 白玉, 刘虎威*. 抗体功能化 MOFs 材料用于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捕获.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I-2 师彦平. 磁性固相萃取与色谱分离分析.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I-3 田瑞军. 基于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动态蛋白质复合物分析及生物医学应用. (南方科技

大学)

I-4 杜苑琪, 韦天富, 陈正毅, 肖小华, 张卓旻, 李攻科*. 复杂样品衍生化快速前处理方法

研究进展.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I-5 刘震. 漫谈硼亲和色谱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6 叶明亮.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分析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I-7 程德红, 舒杨, 陈旭伟, 王建华*. 离子液体萃取与传感生物大分子的研究. (东北大学理

学院化学系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I-8 林金明*, 李海芳, 介明沙. 器官模拟微流控芯片重构联合用药吸收和代谢行为研究. (清

华大学化学系)

I-9 李嘉元, 龙星宇, 宋群, 练鸿振*. 新型磁性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蛋白质/肽分离富集中

的应用.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10 袁黎明. 利用“网包法”制备液相色谱手性固定相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11 张志琪. 食品安全 QuEChERS 检测方法及其应用.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12 吴志勇. 电动堆积在纸基分析装置及样品预处理中的可能应用. (东北大学理学院化学

系)

I-13 陈吉平. 痕量有机污染物分析的样品制备材料与分析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I-14 邓洁薇, 方玲, 栾天罡*. 微尺度固相微萃取探针用于环境分析的研究. (中山大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I-15 张兰. 调控有序堆叠金属有机骨架纳米片用于提高富集性能及结构稳定性. (福州大学

食品安全分析与检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I-16 王李原, 邹依霖, 孙华泽, 孟龙月, 赵锦花, 李东浩*. 碳纳米限域阵列式液/固微萃取技

术及其应用.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I-17 郑海娇, 贾琼*. 环糊精囊泡/分子管的制备及其萃取性能研究.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I-18 李權, 彭凯特, 魏芸*. 功能化纳米材料对血红蛋白分离富集及分析检测. (北京化工大

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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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 张维冰, 孙浩帆, 许森, 楚占营, 张维冰*. 特异性功能化框架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I-20 赵慕华, 赵美萍*. 蛋白质亲和分离纳米材料的制备和应用.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I-21 张一达, 马忱, 张园, 张海霞*. 分子印迹材料对物质在生物体传递中的应用.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I-22 刘路宽, 杨开广, 梁振, 张丽华*, 张玉奎. 基于人工抗体的生物样品特异性识别技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I-23 陈朗星*, 何锡文, 张玉奎. 蛋白质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与应用. (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

I-24 赵睿*. 基于表面分子印迹的多肽蛋白质分离分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分会场 B：高效分离

I-25 陈义*, 陈蕴, 张长波, 郭振朋. 光子晶体整体柱制备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化学

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I-26 郭志谋, 刘艳芳, 于伟, 梁鑫淼*. 色谱分离材料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I-27 肖殷, 王勇*. 环糊精超分子高分辨手性分离分析.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天津大学理学

院化学系)

I-28 钱海龙, 杨成雄, 严秀平*. 功能共价有机骨架的制备及色谱应用.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分析食品安全学研究所,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I-29 丁萌, 苏娇, 赵力丛, 徐振东, 杨利民, 王秋泉*. 纳米结构材料固定相设计制备和液相

色谱分离分析应用.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谱学分析与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I-30 朱芳, 郑娟, 徐剑桥, 刘舒芹, 欧阳钢锋*. 固相微萃取活体检测研究进展. (中山大学化

学学院)

I-31 黄一可, 周凯, 夏之宁*. 动力学毛细管电泳（KCE）与药物高通量筛选. (重庆大学药学

院, 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I-32 屈锋. 毛细管电泳生物分析进展. (北京理工大学)

I-33 陈子林.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技术及其在药物分析中应用. (武汉大学药学院)

I-34 赵凌艺, 牛效莹, 吕文娟, 陈宏丽, 陈兴国*. 分离测定双酚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

N0-COF-OT-CEC 新方法.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35 曹成喜*, 肖华, 刘伟文. 移动反应界面与等电聚焦电泳. (上海交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

程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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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6 姜俊芳, 赵丽萍, 木肖玉, 乔娟, 陈义, 齐莉*. 手性毛细管电泳及酶抑制剂筛选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活体分析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I-37 武杰. 色谱分析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 (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色谱学会)

I-38 李卉芳. 生产力的新曙光—赛默飞最新液相色谱技术介绍.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I-39 江正瑾*, 王启钦, 赵祥龙. 磷脂膜仿生色谱柱的制备及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暨

南大学药学院)

I-40 张书胜，张文芬，赵文杰，胡锴. 混合模式功能杯芳烃固定相.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

I-41 邱洪灯*. 硅胶表面改性色谱固定相.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I-42 陈武. Recent Advances in Superficially Porous Particles for Separations of Small Molecules

and Large Biomolecules. (Agilent Technologies)

I-43 龙亿涛*. 基于纳米孔道限域的分析技术探索.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44 王铁*. 基于纳米自组装的流动复杂体系分析检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I-45 刘笔锋. 微流控芯片外泌体高效分离与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I-46 Mujeebur Rahman, 夏红军, 王建忠, 白泉*. 高容量温敏亲和色谱的构建及对抗体的

分离纯化. (西北大学现代分离科学研究所, 陕西省分离科学重点实验室)

I-47 熊雨婷, 李闵闵, 陈志祥, 卿光焱. 智能生物分离材料.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分会场 C：分析检测

I-48 蔡文静, 余磊, 王伟, 孙蒙祥, 冯钰锜. 多官能团衍生策略：实现亚毫克植物样品中多

种植物激素同时测定的有效途径.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I-49 郭寅龙. 杂体系的衍生化质谱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I-50 聂宗秀. 纳米载体药物释放质谱成像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I-51 黄光明. 电喷雾中的电泳效应及其在代谢物和蛋白质的原位质谱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

I-52 徐姝婷, 马雯, 白玉, 刘虎威. 基于质谱免疫的生物分子超灵敏检测与成像.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I-53 方群, 金迪琼, 马妍. 微流控液滴-色谱联用分析系统的研究. (浙江大学化学系微分析

系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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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4 杨朝勇, 吴玲玲.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外周血痕量细胞分离分析新方法. (厦门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化学生物学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

I-55 汪燕夏,李轲, 胡旺延, 郭广生. 微流控芯片液相色谱系统用于microRNAs的分离分析.

(北京工业大学化学化工系)

I-56 赵书林. 微芯片电泳辅助级联信号放大用于超灵敏生物分析.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

学学院)

I-57 田畅, 王进义.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肝组织结构单元构建与组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

学与药学院)

I-58 孙小婷, 岳帅, 刘梅, 杨春光, 王月, 徐章润. 基于液滴微流控芯片制备 Janus 粒子及

其应用. (东北大学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I-59 邓丽蕴, 喻盛容, 黄香宜, 董朝青, 任吉存. 微流控芯片-荧光相关光谱原位研究细胞

内分子相互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60 欧翔宇, 何聿, 陈秋水, 李娟，杨黄浩. 基于纳米闪烁体标记的无背景荧光分析方法.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I-61 孙萍, 王远航, 蒲巧生. 低成本集成化激光诱导荧光-非接触电导双机理检测器的制作

和分析应用.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62 邵学广. 复杂样品快速分析中的化学计量学方法研究.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I-63 吴海龙. 复杂体系数学分离精准定量研究新进展.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I-64 李绍平, 赵静. 色谱技术在糖谱中的应用. (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I-65 张庆合*, 李秀琴, 李晓敏, 高燕. 食品中痕量有机污染物准确测量.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化学所)

I-66 杨帅, 杨悠悠, 穆蕾, 杨永坛*. 粮油中多种真菌毒素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粮营养健

康研究院)

I-67 李海洋, 陈璇, 花磊, 蒋吉春, 万宁波. 高气压光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用于在线二维色谱

-质谱联用检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I-68 杨学志, 陆达伟, 刘倩, 江桂斌. 辨微识源：颗粒物的同位素指纹分析.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

I-69 王丽梅，胡丽琴，罗丹，余濛，李雅萍，梅素容*. 基于液质联用技术的有机磷酸酯阻

燃剂人群暴露特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

分会场 D：组学应用

I-70 杨芃原. Prediction retention time in short gradient elution for peptide separation. (复旦大学

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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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1 白海红, 周珊珊, 王和平, 焦丰龙, 高方园, 秦伟捷, 张养军, 钱小红*. 蛋白质组富集

鉴定新方法与早期肝细胞癌研究.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

I-72 李泽洲, 刘艳华, 付嘉琦, 张布雨, 程森, 吴梅, 王珍, 江杰章, 常乘, 刘小云*. 胞内沙

门氏菌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北京

大学基础医学院)

I-73 汪海林*, 赖玮毅, 吕聪, 莫杰珍, 钟上伟, 刘保东. 高灵敏 DNA 修饰分析与表观遗传

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I-74 马玉芳, 袁方, 王利娟, 张晓辉, 周颖琳*, 张新祥. 蛋白质糖基化研究新材料开发与应

用.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I-75 熊军, 刘飞龙, 冯钰锜, 袁必锋. 基于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的核酸修饰研究. (武汉大学化

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I-76 冯桂芳, 刘舒, 宋凤瑞, 刘志强. 基于色质联用技术的中药化学物质组研究. (中国科学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I-77 贾璞, 高朔漠, 师白梅, 高小康, 赵晔, 郑晓晖*. 药物-生命复杂巨系统之色谱分析科学

研究与构建. (西北大学, 湖北医药学院)

I-78 邸多隆, 黄新异, 刘建飞, 裴栋. 高速逆流色谱在天然产物分离制备中的应用. (中国科

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研发中心)

I-79 刘桂真, 徐美, 康经武*. 亲和色谱结合定量蛋白组学用于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鉴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

I-80 郑琼, 高超鸿, 马文德, 林子俺*.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从样品前处理到质谱应用. (福州

大学化学学院)

I-81 周烨, 刘哲益, 王方军*. 蛋白质构象调节和相互作用界面分析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分离

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I-82 许国旺. 色谱-质谱用于临床研究和检测：机会和挑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I-83 陈艳华, 周帜, 高杨, 蒲倩伦, 贺玖明, 张瑞萍, 再帕尔·阿不力孜*. 基于LC-MS技术的

定量代谢组学分析方法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 中央民族

大学生物成像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

I-84 Steve Fischer. Improving Reverse Phase Separation of Lipids for 2D LCMS Analysis.
(Agilent Technologies)

I-85 陆豪杰.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组分析新方法. (复旦大学化学系, 生物医学研究院和卫健委

糖复合物重点实验室)

I-86 彭蜀莹. 创新引领发展-岛津特色酶解技术助力蛋白大分子检测.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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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7 彭佳喜，张红燕，牛欢，赵兴云，周孝禹，吴仁安*. 抗干扰金属亲和富集材料与修饰

多肽组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I-88 柳青, Soumia Cheddah, 王薇薇, 刘元元, 李静, 王彦*, 阎超*. 基于亚微米颗粒色谱柱

的高效微流电色谱（eHPLC）的生物大分子的分离.(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上海通微分

析技术有限公司)

I-89 邓春晖. 功能化纳米材料在肽组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 (复旦大学化学系, 第五人民医院,

生物医学研究院, 协同创新中心)

I-90 李惠琳. His-tag 在气相中对蛋白结构的影响. (中山大学)

I-9 1 陶泽榕，肖静，杨世庶，古志远*. 亚纳米孔精细调控高效分离富集. (南京师范大学)

I-92 张锴.蛋白质赖氨酸修饰和结合蛋白的分离分析.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I-93 李倩, 王静, 曾凯竹, 赵新锋*, 郑晓晖. 受体-药物相互作用精确分析色谱方法及软件

研发. (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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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O）

分会场 A：样品制备

O-1 高明霞*, 王轩堂, 张祥民. 多维液相色谱分离分析蛋白质复合物的新方法研究. (复旦

大学化学系)

O-2 Zhi Shang, Xiaomin Niu, Hua Xiao*.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reveals drug resistance
indicator for the targeted therapy of lung cancer with EGFR mutatio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bial Metabolism,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3 郑会珍, 蔡晓明, 李瑞宾*. 基于色谱质谱技术的纳米-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研究. (放射医

学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苏州大学)

O-4 胡立刚*, 王丁一, 何滨, 江桂斌. 利用 3D 打印技术开发小型分析器件.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O-5 卫引茂. 基于特异性吸附剂的生物样品分离富集方法.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O-6 袁辉明, 李一岚, 戴忠鹏, 张丽华*, 张玉奎. 面向精准医学的蛋白质组样品处理新方法

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O-7 陈小明. 大赛璐色谱分析技术进展与应用. (大赛璐药物手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O-8 李玲, 孙瑜, 张会鸽, 齐升达, 陈宏丽*, 陈兴国. 蛋白自组装体涂层毛细管柱的制备及

其在手性分离中的应用.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O-9 周彦颖, 刘敏, 毕文韬*, 陈大勇*. 吸附剂和溶剂联合增强样品处理技术用于高通量检

测水中环境污染物.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O-10 马继平*, 李爽, 姜名珊, 位晨希, 吴阁格. 金属有机骨架膜萃取在环境污染物富集分

析中的应用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O-11 余静, 袛思源, 陈品, 江祥涛, 于浩, 王佳豪, 朱书奎*. 磁性纳米复合材料用于水体中

有机污染物的高效萃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O-12 冯丹, 夏炎*. 共价有机骨架作为基质和富集材料在小分子化合物分析中的应用. (南开

大学化学学院)

O-13 贾丽*, 吴佳, 李振群, 肖雪. 生物材料功能化磁粒的制备及其在手性药物分离中的应

用.

O-14 乔娟, 李楠, 张明明, 吉时蕾, 陈义, 齐莉*. 多功能聚合物@磁性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

药物捕获释放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活体分析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分会场 B：高效分离

O-15 陈 政 . New Sub-Two Micron BioSEC Particles for High Resolution and High Speed

Separ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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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6 王超展*, 张晓霞, 李春艳, 卫引茂. 分子瓶刷聚合物功能化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分离富

集应用. (合成与功能分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O-17 王家斌*. 功能化脲醛树脂整体柱及其固相微萃取应用. (福州大学生物和医药技术研

究院)

O-18 刘冬梅, 师彦平*, 陈娟*. 纸基固定化靶酶结合毛细管电泳筛选中药酶抑制剂. (中国

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药学

院)

O-19 吕方园, 陈阳, 丛海林, 于冰*. 毛细管电泳抗蛋白质吸附涂层制备的新方法. (青岛大

学生物医用材料与工程研究院)

O-20 左慧颖, 郭云, 赵文杰*, 何丽君, 张书胜*. 三嗪基共价微孔有机聚合物核壳型液相色

谱固定相的可控制备及反相亲水混合模式色谱性能.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

O-21 田海玉*, 段存争, 高珏. 极性化合物分析方案. (默克生命科学)

O-22 乔晓强*. 氨基酸离子液体功能化新材料制备及色谱分离性能研究. (河北大学药学院)

O-23 王路军*, 任秀君, 周迪, 骆秋蓉, 夏之宁*. 混合模式色谱固定相的制备及其在复杂体

系中的应用.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重庆大学药学院)

O-24 欧俊杰*, 张路伟, 马淑娟, 马晨, 叶明亮. 新型亲水作用色谱整体材料制备及其在糖

蛋白质组学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O-25 Kaifeng Du*. Ionic liquid-regenerated macroporous cellulose monolith fabr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its protein chromatography.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Sichuan University)

O-26 张琳, 杜耀杰, 徐绍纲, 潘明祥, 田中亨. 新型 FcγRIIIA 亲和色谱柱性能评价及在抗体

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27 黄新异, 巩媛, 张霞, 邸多隆*. 逆流色谱 Elution-Extrusion模式实现天然产物中目标化

合物的连续分离研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

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O-28 卢明华*, 杨艺欣, 张婧, 朱金花. 氮化碳及其复合材料在样品前处理中的应用. (河南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分会场 C：分析测试

O-29 赵先恩*, 汪鑫, 徐燕秋, 朱树芸, 白玉, 刘虎威. 稳定同位素标记衍生试剂开发及

LC-MSMS 药物分析方法. (曲阜师范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

O-30 刘舒*, 冯桂芳, 郑妍, 宋凤瑞, 刘志强. 基于液质联用技术的茯苓三萜酸类成分的快

速解析和精确定量.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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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1 尹俊发*, 陈少坤, 张宁, 汪海林*. 核酸快速酶切及 DNA 损伤分析的色谱-质谱新方法

研究.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

学院大学)

O-32 徐加泉, 宋丽丽, Konstantin Chingin, 钟达财, 陈焕文*. 单细胞内荷电分子的选择性

提取及直接质谱检测.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重点实验室)

O-33 李晓鸽, 邵燕, 于雁灵*. UPLC-MS 法用于吐温 80 的含量测定与稳定性研究. (沃特世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34 许旭*, 裴兴丽, 刘晓宁, 黄煜宇, 龚灿. 植物中寡糖、脂质与小分子成分的 MALDI-MS

成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O-35 陈素明*, 万琼琼, Abraham Badu-Tawiah. 皮摩尔尺度的光化学反应实时在线质谱分

析. (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 俄亥俄州立大学)

O-36 刘心, 许雪雪, 田苗苗, 杨丽*. 多孔层表面改性毛细管柱的应用. (东北师范大学, 吉

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O-37 张宁, 雷霄云, 黄婷, 苏立燊, 张兰, 吴晓苹*. 胍基功能化的 POSS 多孔杂化聚合物纤

维涂层用于特异性 SPME 富集邻苯二甲酸酯. (食品安全和生物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O-38 Yves Gamashe, Frank Zhu. 增强型等离子体放电检测器（EPD）的特点和应用. (加拿

大 ASDevices, 铠爱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O-39 王蔚芝*. 靶向多肽探针生物传感及活体分子影像.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O-40 王浩然, 甄乾娜, 邹文毕, 陈红, 丁敏, 张晓清*. 基于随机尿儿茶酚胺代谢物的嗜铬细

胞瘤诊断新方法研究. (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

实验室)

O-41 齐美玲*. 新型蝶烯类气相色谱固定相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O-42 宋巍. 色谱质谱技术应对环境大气 VOC 监测解决方案.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

司)

O-43 于涛. 实验室氢气集中供应新概念. (镤镦实验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O-44 朱钢添*, 刘飞, 李沛阳, 朱书奎, 冯钰锜. 全二维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植物油中游离脂

肪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大学)

O-45 Xianshuang Meng, Nan Zhang, Meng Chen, Qiang Ma.Widespread screening of organic
chemicals in plastic toys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hybrid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with in-house accurate-mass database and MSMS spectra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46 胡忠阳. 提效增能—赛默飞全色谱流引领实验室新时代.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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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7 任海霞, 薛墨, 安肇锦, 蒋靖坤*. 基于 TD-GCMS 的颗粒有机物在线测量技术研发及

应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O-48 冯嘉楠, 江洁冰, 李嫣*. 功能化磁性介孔材料作为 RAM-SPE 吸附剂应用于复杂生物

样品中小分子药物毒物的富集与分析. (复旦大学药学院)

分会场 D：组学应用

O-49 郭明全*. 多组学方法研究低剂量辐射的生物学效应.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中国科

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O-50 石先哲, 秦倩, 王博弘, 常蒙蒙, 许国旺*. 基于代谢组学和结构质谱技术的蛋白质-代

谢物相互作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

验室)

O-51 金楠, 毕艾薇, 兰小晶, 耿美玉*, 林树海*, 黄敏*. 鉴定受体酪氨酸激酶驱动的肿瘤代

谢漏洞.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O-52 秦伟捷*. 外泌体蛋白质组及翻译后修饰的富集鉴定新方法研究. (军事医学研究院, 生

命组学研究所,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

O-53 李秀玲, 卿光焱, 王树涛, 孙涛垒, 梁鑫淼. 新型聚合物材料用于翻译后修饰肽选择性

富集.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材料复合新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理工大学)

O-54 张凌怡*, 肖瑞丽, 潘旖旎, 张维冰. 双功能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制备及其在翻译后修饰

蛋白质组学中的应用. (华东理工大学)

O-55 Yangyang Bian, Runsheng Zheng, Yun-Chien Chang, Jana Zecha, Stephanie
Heinzlmeir1, Daniel P. Zolg, Oleksandr Boychenko, Mike Baynham, Bernhard Kuster.

基于高流速 LC 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平台. (Chair of Proteomics and Bioanalytic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O-56 梁玉, 金雨彤, 梁振, 葛瑛*, 张丽华*, 张玉奎. 新型桥联杂化整体柱与质谱联用技术

用于蛋白质和肽段的高效分离-高灵敏度鉴定.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O-57 石海珠, 李祯, 封顺*. 基于代谢组学策略筛选天然产物中的活性成份. (西南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O-58 黄嫣嫣, 赵睿*. 蛋白质靶向多肽亲和筛选及肿瘤多药耐药分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 中科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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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Y）

分会场 A：样品制备

Y-1 吴琼, 袁辉明, 赵宝锋, 单亦初, 梁振, 张丽华*, 张玉奎. 位点特异性的硫巯化蛋白质

组定性定量分析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Y-2 姚亚婷, 王龑, 刘晓艳, 叶明亮*. 基于 SH2超亲体的富集方法用于酪氨酸磷酸化的高灵

敏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Y-3 王李原, 邹依霖, 孟龙月, 李东浩*. 碳纳米纤维液/固微萃取技术在萃取海水苯系物的

应用.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长白山生物资源与功能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Y-4 田雨, 冯娟娟, 王秀琴, 韩森, 纪香平, 李春英, 孙敏*. 有机杂化二氧化硅气凝胶涂层

用于固相微萃取的研究.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Y-5 孙晓宇, 马润恬, 师彦平*. 弱酸环境下糖蛋白磁性印迹颗粒的制备及分析研究. (中国科

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Y-6 黄一可, 潘静苗, 刘仪, 王丹丹, 邓舒雅, 王敏, 夏之宁*. 双分子印迹聚合物两步固相

萃取新方法的研究. (重庆大学药学院)

分会场 B：高效分离

Y-7 丁萌, 杨利民, 王秋泉*. Zr-MOF 毛细管整体柱的制备及色谱分离应用. (厦门大学)

Y-8 李振涛, 毛振坤, 陈子林*. 基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bio-MOF-1固定相毛细管开管柱的制

备及其应用. (武汉大学药学院)

Y-9 Soumia Cheddah, 夏子航, 柳青, 许歆瑶, 王薇薇, 王彦*, 阎超*. 毛细管硅胶体晶体的

组装方法及其在加压电色谱分离蛋白质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Y-10 张炜飞, 李楠, 林金明*. 基于喷墨打印的毛细管电泳细胞分离研究. (清华大学化学系)

Y-11 王婷婷, 程宇环, 查锦寅, 张玉莲, 赵小双, 叶建农, 楚清脆*. 基于环糊精复合量子点

的毛细管电泳-激光诱导荧光检测手性拆分方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Y-12 陈彦龙, 卢梓程, 阿文伟, 李攻科*, 胡玉玲*. 超分子多孔手性聚合物材料在手性识别

和分离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Y-13 张文芬, 兰琛, 张光瑞, 闻威, 袁雪生, 张书胜*. 脯氨酸衍生化杯芳烃色谱固定相的合

成及色谱分离性能研究.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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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C：分析测试

Y-14 魏岩, 赵士萍, 祝莹*, 方群*. 基于微流控液滴机器人技术的浓度梯度系统及其在定量

高通量筛选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化学系微分析系统研究所)

Y-15 张鹏, 周兴, Andrew Godwin, 曾勇*. 新型 3D 自组装芯片用于外泌体的高灵敏分子检

测.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Kansas)

分会场 D：组学应用
Y-16 Qian Kong, Bizhu Chu, Pengfei Li*, Ruijun Tian*, Zongwei Cai*. Photo-pTyr-scaffold

approach for drug mechanism analysis of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17 王嘉希, 李杰, 晏国全, 高明霞*, 张祥民*. 糖基化蛋白质鉴定新方法研究及其在疾病

生物标志物识别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化学系)

Y-18 邸羿, 张磊, 张莹, 赵欢欢, 晏国全, 姚鋆, 张舒, 陆豪杰*. 基于准等重标记技术的唾

液酸化完整糖肽靶向分析新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生物医学研究院, 复旦大

学化学系和卫生部糖复合物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Y-19 刘桂真, 康经武*. 基于片段的亲和色谱结合定量蛋白组学用于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

鉴定. (生命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

Y-20 赖玮毅, 吕聪, 汪海林*.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 RNA 修饰分析.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Y-21 刘佳, 温艳蓉, 贺晖, 刘震*. 单细胞活体微萃取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南京大学)

Y-22 王静, 李倩, 赵新锋*. β2-肾上腺素受体色谱固定相一步法制备策略. (西北大学生命科

学与医学部药学院)

Y-23 李林楠, 杨莉, 王峥涛*, 白玉, 刘虎威*. 功能化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应用于金属离子和

药物小分子的分离与检测.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研究所, 中药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Y-24 于迪, 周丽娜, 轩秋慧, 王利超, 赵欣捷, 路鑫, 许国旺*. 基于液质联用的酰基肉碱高

覆盖分析方法. (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大学)

Y-25 朱泉霏, 张恬意, 冯钰锜*. 亲水色谱保留指数的构建及其在代谢组分析中的应用. (武

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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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P）
P-1 纪文华*, 丁惠, 王晓. 金属掺杂有机共价单分散微球在食品农残检测中的应用. (山东省

分析测试中心)

P-2 杨霞, 赵立勉. Captiva EMR-Lipid 在高油脂食品基质样品前处理中的应用. (安捷伦科技

有限公司)

P-3 郭鹏飞, 张丹丹, 王玺铭, 杨婷, 陈明丽, 王建华*. 功能化钛酸盐纳米片的制备及蛋白

质分离纯化. (东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P-4 金钰龙, 赵睿*. 基于可逆共价键的蛋白质取向可控印迹新方法及细胞色素 C 的选择性

识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P-5 盛乐, 金钰龙, 贺永桓, 黄嫣嫣, 赵睿*. 磁性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对蔬菜农

残 2,4-二氯苯氧乙酸的选择性富集检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

化学重点实验室)

P-6 吴婷, 刘家勋, 蒋彩云*, 王玉萍*. 一种新型印迹智能凝胶的制备及其在氧氟沙星痕量

检测方面的应用.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食品安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南京师

范大学, 江苏省物质循环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P-7 李力腾, 刘霄, 邢寒丽, 李小方, 陈如心, 薛安冬, 唐保坤*. 低共熔溶剂@纤维素的构筑

及选择性吸附染料的机理探讨. (河北大学,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P-8 侯盛怀, 纪文华*. Scholl 偶联微孔聚合物在线富集植物生长调节剂.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

心)

P-9 纪文华*, 孙晓玮, 王晓. 功能化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在样品前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省

分析测试中心)

P-10 朱栋. 中药复杂体系活性分子识别. (南京中医药大学)

P-11 程锦程, 路朋朋, 李亚荣, 何池洋*. 新型超分子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吸附分离有机污染

物的研究. (武汉纺织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12 姜延晓, 马品一, 朴惠兰, 覃祖成, 宋大千*. 制备基于 MIL-101(Cr)的半自动微萃取填

充柱结合高效液相串联质谱检测谷物中三嗪除草剂.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P-13 朴惠兰, 姜延晓, 宋大千*. 基于酸性功能化离子液体泡腾辅助分散液液微萃取法测定

茶饮料中的三嗪类除草剂.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P-14 覃祖成, 姜延晓, 朴慧兰, 宋大千*. 基于金纳米粒子(AuNPs)功能化埃洛石纳米管

(HNTs)纳米复合材料(Au/HNTs)固相微萃取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大米中的痕量三嗪

除草剂.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P-15 杜宗达, 崔媛媛, 杨成雄*. 核壳型磁性氨基微孔有机网络复合物的制备及去除水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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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双酚 A 应用.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P-16 Yan-Bo Luo, Xiao-Jing Chen, Xiang-Yu Li, Hong-Fei Zhang, Xing-Yi Jiang, Feng-Peng
Zhu, Yong-Qiang Pang*. Determination of tobacco-specific N-nitrosamines in mainstream
cigarette smoke employing graphene/Fe3O4 composite as sorbent prior to LC-MS/MS.
(China National Tobacco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 Center, Zhengzhou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ies Development Zone)

P-17 康晶燕, 赵晓博, 师彦平*. 冠醚功能化磁性吸附剂的固相萃取与分析研究. (中国科学

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

学)

P-18 刘海燕*, 郭彬, 白立改, 闫宏远*. 温敏性聚合物整体柱的制备及在线固相萃取β-谷甾

醇. (河北大学药学院, 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19 肖剑华, 李文邦, 倪碧晨, 王家斌*. 磺酸基功能化共价有机骨架作为选择性吸附剂在

线富集分析猪肉中的ß2-受体激动剂. (福州大学生物和医药技术研究院)

P-20 卢焱, 冯祖飞*. 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鸡蛋(肉)中的氟虫腈.

(西安理工大学)

P-21 徐晓建, 李林蔚, 陈旭伟*. 氧化石墨烯-POSS 杂化材料与β-乳球蛋白吸附分离. (东北

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P-22 丁青青, 童萍*, 张兰*. 鱼鳞状Co@Co3O4/OCN纳米材料MSPE-HPLC-MS/MS分析紫

苏中的微量植物激素. (教育部食品安全与生物分析重点实验室,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福

州大学测试中心)

P-23 陈晖, 张兰*. 新型磁性氮掺杂碳纳米管应用于检测水体中的微囊藻毒素. (福州大学化

学学院, 食品安全与生物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24 李一岚, 袁辉明, 戴忠鹏, 张丽华, 张玉奎*. 全自动血浆蛋白质组样品处理系统的构

建及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重点实验室, 中国

科学院大学)

P-25 韩晔红, 乔凤霞, 刘海燕, 闫宏远*. 脲醛印迹树脂的制备及其在植物激素检测中的应

用(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保定学院生物化

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P-26 韩晓菲, 陈娟, 邱洪灯*, 师彦平*. 碳纳米材料增强中空纤维固相微萃取与分析方法研

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27 苑亚楠, 乔凤霞, 白立改, 闫宏远*. 功能化石墨烯-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检测果蔬中植

物生长调节剂. (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保定

学院生物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P-28 邓楠*, 王婷, 李斌, 张书胜. 烟气代谢物在线快速水解预处理平台. (中国烟草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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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烟草研究院, 郑州大学)

P-29 孙露, 应玲玲, 董林毅, 王涎桦*. 基于环氧基开环反应疏水性固相萃取磁球的制备.

(天津市临床药物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P-30 多会晓, 卢晓, 郭勇, 梁晓静*. 一锅法合成金属有机骨架(MOF-235)用于快速、选择性

地移除非法染料.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31 赵文革, 夏鑫, 吕运开*. SiO2@ZIF-8 的合成及其吸附/解吸 VOCs 性能研究. (河北大学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32 黄利飞, 姜晓雪, 吕运开*. 蛋白质修饰的杂化硅胶整体柱的制备及对手性化合物的分

离.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33 苏菲红, 吕运开, 于丽青*. 基于 MOFs 作吸附剂的热解吸-气相色谱法用于糖尿病患者

呼出气中生物标志物的测定.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34 马梦园, 吕运开, 于丽青*. 双配体金属有机骨架应用于肺癌患者呼出气中醛类生物标

志物的固相微萃取.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35 李沂霖, 邓春晖*. 具有体积排阻功能的磁性双金属氧化物探针用于唾液中内源性磷酸

化肽的富集. (复旦大学化学系, 第五人民医院生物医学研究所)

P-36 苏立强, 王媛媛, 张慧洁, 韩爽, 翟明翬. RAFT-沉淀聚合法制备烯唑醇分子印迹材料

与应用. (齐齐哈尔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P-37 胡晓雨, 王轩, 张琪琦, 叶能胜*. 三维共价有机骨架材料富集尼泊金酯类防腐剂. (首

都师范大学)

P-38 王敏, 高嫚婕, 万语嫣, 夏之宁, 高蝶*. 磁性分子印迹-碳点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2,4,6-三硝基苯酚检测中的应用.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重庆大学药学院)

P-39 Chen Fan* , Xueli Cao , Tian Hana, Hairun Pei1, Guanghui Hu, Wei Wang, Chong
Qian.Selective microextrac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with hydrophobic
natural deep eutectic solvents modified nanoferrofluid: based on model prediction. (Beijing
Higher Institu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Food Additives and Ingredient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Centre f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P-40 陈炜杰, 张鑫, 刘红阳, 李园园, 孙立权, 罗爱芹*. 高吸附量磁性荧光蛋白印迹纳米微

球的制备及其对溶菌酶的特异识别和高效分离.

P-41 吴永雷, 邓春晖*. 磁性羧基修饰的共价有机骨架材料用于人体唾液的内源性糖基化研

究. (复旦大学化学系、中山医院消化内科和肝内科,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遗传与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P-42 司甜甜, 梁晓静, 多会晓, 王帅*. Zr(IV)基金属-有机骨架在复杂样品中固相萃取苯氧

乙酸类除草剂.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43 余濛, 冯靖雯, 胡丽琴, 王丽梅, 罗丹, 梅素容*. 磁性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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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联用技术快速检测尿中磷酸二苯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环境

医学研究所, 教育部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P-44 刘红阳, 张鑫, 陈炜杰, 李园园, 孙立权, 罗爱芹*. 温敏型蛋白质印迹量子点生物传感

器的制备及其对目标蛋白的快速识别检测.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

P-45 张聪聪, 吴翠玲*. Captiva EMR-Lipid 结合 HPLC-MS/MS 分析奶牛组织中残留的盐酸

吡利霉素.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P-46 佟育奎, 侯星羽, 黄玮, 田苗苗*. L-赖氨酸修饰的中空固相萃取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在

生物样品中胆红素的吸附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47 侯星羽, 佟育奎, 黄玮, 田苗苗*. 凝集素修饰的中空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对唾液酸化糖

蛋白的特异性吸附. (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48 靳荣荣, 高明霞*. 硼酸修饰的 SiO2 纳米阵列对循环肿瘤细胞的捕获和释放. (复旦大学

化学系)

P-49 梁瑞钰 , 彭毅 , 胡玉玲*, 李攻科*. 三嗪 -亚胺 杂化 共价 有机 聚合 物磁 固相 萃取

/UHPLC-MS/MS 联用分析水果中农药残留研究.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P-50 陈雅露, 万梓豪, 李雨欣, 程巧连, 王长青, 刘名茗*. Bt 蛋白聚合物仿生亲和配体的研

制及其应用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P-51 马雪松, 张祥民*. 应用苯硼酸基材料检测体液中糖化白蛋白含量. (复旦大学化学系)

P-52 牟建琼, 万梓豪, 王长青, 刘名茗*. 微囊藻毒素 MC-LR 仿生亲和聚合物纳米颗粒的研

制及其应用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P-53 刘晓婷, 肖坤, 许旭*, 袁铭, 李苗苗, 徐静娜, 郭强胜, 龚灿. 固相萃取-定量核磁共振

波谱法测定 3 种中药的有效成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P-54 庞维月, 江静, 张红医, 石志红*. 聚苯胺包覆的磁性埃洛石纳米管复合材料磁固相微

萃取法结合 GC-MS 测定啤酒中的多环芳烃.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55 崔梦娇, 胡思雨, 吕运开*. Fe3O4@PDA@MOFs 合成及分离富集水体中的环境雌激素.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56 禹云莉, 李雨欣, 程巧连, 刘名茗*. 基于氨基酸单体的微囊藻毒素广谱型仿生亲和聚

合物纳米颗粒的研制.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P-57 刘潇, 黄昊, 金含颖, 雷雨田, 徐蓉蓉, 孙凌珏, 王启钦, 江正瑾*. 表位模拟肽仿生聚

合物材料的开发及其对人血清中抗体药的富集检测分析. (暨南大学)

P-58 姜晓雪, 范婷婷, 吕运开*. 中空 MOFs 萃取头制备及选择性富集乳腺癌血液中挥发性

标志物.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59 夏鑫, 陈梦娇, 吕运开*. GO/ZIF-8 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吸附/解吸 VOCs 性能研究. (河

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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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魏彤, 卫引茂, 王超展*. 氮掺杂磁性石墨烯在非甾体类抗炎药分离富集中的应用. (合

成与功能分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61 张晓霞, 卫引茂, 王超展*. 分子瓶刷型固定金属亲和吸附剂及其对富组氨酸蛋白的分

离富集. (合成与功能分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62 吴雪银, 卫引茂, 王超展*. 核壳磁性纳米粒子对金银纳米粒子的吸附和固载. (合成与

功能分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63 李雨欣, 万梓豪, 王长青, 程巧连, 刘名茗*. 昆虫受体氨肽酶-N 仿生聚合物纳米颗粒

的设计及与 Bt 蛋白识别机理研究.(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P-64 刘 炜 伦 , 吕 运 开 *. 基 于 Tenax-TA/ZIF-8 的 HS-TD-GC/MS 测 定 室 内 装 修 材 料 中

VOCs.(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65 王悦, 徐媛, 赵文昌, 高瑞霞*. 四环素无核双层印迹磁性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应用.(西安

交通大学理学院)

P-66 赵灵瑜, 费佳俊, 练鸿振*. 氨基、羧基双官能团化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在铬形态分析中

的应用.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

心)

P-67 郝旖, 赵雅韵, 高瑞霞*. 高吸附性能双模板分子印迹磁性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西

安交通大学药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P-68 赵碧红, 王超展, 卫引茂*. 侧链混合功能基聚离子液体修饰磁性介孔吸附剂及其富集

性能.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69 何怡佳, 樊花, 王超展, 卫引茂*. 巯基-烯点击反应制备的高容量硼酸磁性吸附剂及富

集性能.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70 王 军 , 段 慧 玲 , 马 诗 瑶 , 樊 莉 , 张 志 琪 *. 一 种 基 于 正 十 八 胺 物 质 状 态 切 换 的

QuEChERS 方法--水果和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检测.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71 郝贻睿, 樊花, 王超展, 卫引茂*. 高容量硼酸聚合物刷型磁性吸附剂及其富集性能.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72 王秀琴, 田雨, 李春英, 纪香平, 韩森, 冯娟娟, 孙敏*. 聚多巴胺改性三聚氰胺-甲醛气

凝胶涂层用于管内固相微萃取的研究. (济南大学化学学院)

P-73 纪香平, 李春英, 韩森, 王秀琴, 田雨, 孙敏, 冯娟娟*. 中空纤维用于管内固相微萃取

在线检测环境中雌激素. (济南大学化学学院)

P-74 李春英, 纪香平, 韩森, 王秀琴, 田雨, 孙敏, 冯娟娟*. 炭化棉纤维用于水样中多环芳

烃的管内固相微萃取研究. (济南大学)

P-75 韩森, 纪香平, 李春英, 田雨, 王秀琴, 孙敏, 冯娟娟*. 纳米 MoO3 用于管内 SPME 高

选择性在线萃取分析水中多环芳烃. (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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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 孙华泽, 邹依霖, 孟龙月, 李东浩*. 基于碳纳米纤维液/固微萃取技术快速去除人参深

加工中有机氯残留农药.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长白山生物资源与功能分子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延边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P-77 高林晓, 郭蒙*. 正交试验设计刺三加茎、叶中总多酚的提取工艺研究.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贵州省普通高校民族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工程研究中心)

P-78 袛思源, 余静, 陈品, 江祥涛, 于浩, 王佳豪, 朱书奎*. 三维网状碳基纳米材料的制备

及对牛奶中磺胺的固相萃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

室)

P-79 徐望, 曹建芳, 张瑶瑶, 舒杨*, 王建华*. 硼酸修饰多金属氧酸盐/硫酸化海藻酸钠复合

物生理环境下分离糖蛋白. (东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P-80 王敏, 万语嫣, 夏之宁*, 张开莲, 高蝶*. 基于双功能单体的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

用于中药中杨梅素的分离富集.(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重庆大学药学院)

P-81 张婧 , 李文琪 , 朱文利 , 杨艺欣 , 秦培鸽 , 朱金花 , 卢明华*. 介孔氮化碳(MCN)与

MCN@ NiCo2O4 的制备及作为吸附材料的应用.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82 赵文杰*, 左慧颖, 郭云, 刘克建, 王升, 何丽君, 江秀明, 向国强, 张书胜. 三嗪基共

价微孔有机聚合物作为亲水-亲油平衡吸附剂用于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的固相萃取.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 郑州烟草研究院)

P-83 侯秀丹, 王立成, 郭勇*. 石墨烯基萃取材料的设计与萃取机制研究. (青岛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P-84 李书茗, 张微, 张静*. 磁性纤维型二氧化硅的制备及吸附性能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P-85 尹滟茹, 宗莹莹, 杨晓萃, 廖祥军, 杨秀培*. 固相分散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多环

芳烃. (西华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合成与污染控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Exposure

and Biomonitoring Division)

P-86 张雅琪, 孙亚明, 金绍峰, 杨振, 何丽君*. 离子液体基磁性固相萃取-分散液液微萃取

小麦面粉中 4 种黄曲霉毒素的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P-87 韩爽. 荧光氧化石墨烯基分子印迹聚合物制备及性能. (齐齐哈尔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

学院)

P-88 杨振, 孙亚明, 金绍峰, 赵文杰, 何丽君*. PIL 基磁性吸附剂对食品中阴离子型合成色

素的萃取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P-89 李薇, 王晓涵, 唐安娜, 孔德明*. 磁性异孔共价有机骨架的制备及其在农药非定向筛

查中的应用.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生物传感与分子识别天

津市重点实验室)

P-90 郭超, 郭振朋, 陈义*. 原位萃取汗液中正负离子及高重现毛细管电泳分析. (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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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91 陈银娟, 徐福兴, 吴芳玲, 周桃飞, 丁传凡*. 电过滤喷雾离子源直接分析果蔬肉类样

品. (复旦大学化学系, 西湖大学理化平台)

P-92 刘红妹*, 王校旗, 樊花, 党世豪. 无耗损长使用寿命固相微萃取纤维的研究. (兰州交

通大学,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P-93 杨霞, 赵立勉, Derick Lucas. 最新合成式固相支持液液萃取材料 Chem Elut S在样品前

处理中的应用.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P-94 朱波, 蒋红梅*. 硫掺杂磁性介孔碳的制备及其在甲基橙吸附去除中的应用. (南京农业

大学)

P-95 蒋可志*, 许嘉祥, 张华蓉. 甲基苯酚异构体的同时定量分析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P-96 蔡智敏, 孙文静, 胡晓雨, 叶能胜*. 二硫化钼-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分散固相萃取

剂富集尼泊金酯类防腐剂. (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

P-97 赵锦花, 金香子, 李东浩*. 气液微萃取技术在植物挥发性成分定量分析中的应用. (延

边大学, 长白山生物资源与功能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98 刘媚, 王雪莲, 丁雪沁*. 胍盐离子液体修饰的磁性纳米材料提取分离复杂样品中的

DNA.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P-99 高朔漠, 李倩楠, 王杏, 冯颖, 田佳乐, 王春柳, 贾璞, 王世祥, 郑晓晖*. 固相萃取富

集尿样中 CA&DSS 方法的建立与优化.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药学院)

P-100 王红卫, 刘新民, 杜咏梅*. 多孔有机分子笼包埋整体柱固相萃取藜麦中蜕皮激素的

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P-101 邱娅君, 刘键熙*. 硼酸功能化磁性介孔碳纤维的制备及其万古霉素分析中的应用.

(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P-102 叶凡, 黄存影, 万慧慧, 张华. 石墨化碳吸附材料用于尿液中 5-HT3 受体拮抗药检

测.(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化学分析测试中心)

P-103 张艳海*, 杨远贵, 金燕, 王峥涛. 在线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快速同时测定含黄连和黄

柏的复方中药中6 种小檗碱的含量.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研究所中药标准化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P-104 陈蕊, 乔晓强*, 闫宏远. 氨基酸嵌合咪唑桥联杂化整体柱制备及其色谱分离性能. (河

北大学)

P-105 王翠杰, 李星林, 高煜, 张玲, 马雪, 于阿娟*, 张书胜. 以氢氧化铜为铜源的 MOF 功

能材料的制备.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P-106 吕王洁, 王利超, 轩秋慧, 石先哲, 许国旺*. 同时代谢组和脂质组分析的二维液相色

谱-质谱拟靶向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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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P-107 安雨馨, 赵群, 高航, 赵丽丽, 赵宝锋, 李潇, 梁振, 张丽华*, 张玉奎. 基于应用可富

集化学交联剂结合靶向数据检索策略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新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108 薛婷婷, 董浩楠, 于冰, 丛海林*. 用于色谱分离的新型复合微球的制备与表征. (青岛

大学生物医用材料与工程研究院)

P-109 韩阳洋, 刘明琛, 李新庭, 梁鹏, 闫宏远, 乔晓强*. POSS 修饰二氧化硅核壳型色谱固

定相制备及分离性能研究. (河北大学药学院)

P-110 白立改*, 庞晓敏, 刘海燕, 闫宏远, 乔晓强. 利用自制整体色谱柱测定食用香料中风

味成分的含量. (河北大学药学院, 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111 寇文婷, 杨成雄*, 严秀平*. 后修饰策略合成手性金属-有机骨架用于气相色谱手性分

离.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分析食品安全学研究

所)

P-112 张友娟. 使用 Agilent 8860 气相色谱仪快速分析 37种 FAME. (安捷伦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P-113 毛振坤, 李振涛, 陈子林*. 新型联苯季胺双功能固定相电色谱整体柱制备及应用. (武

汉大学药学院)

P-114 楚占营, 张凌怡, 赵雅梦, 朱曼曼, 张维冰*. 聚合物-硅胶复合固定相的制备及其色谱

性能评价.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市功能材料化学重点实验室)

P-115 崔媛媛, 杨成雄*. 室温合成微孔有机网络用于高效吸附和去除水中四溴双酚A. (南开

大学化学学院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P-116 王肖肖, 龚波林*. 高容量磁性聚苯乙烯磺酸钠材料的制备及其对磺胺类抗生素的吸

附性能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P-117 蔡天培, 龚波林*. 新型盐酸林可霉素限进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识别特性.

(北方民族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学院)

P-118 赵善雯, 龚波林*. 用于检测牛血清中氯霉素限制介质-分子印迹聚合物材料的制备.

(北方民族大学化工学院)

P-119 黄婷, 雷霄云, 张宁, 吴晓苹*. 基于离子液体反应介质的新型亲水杂化整体柱快速制

备及电色谱分离应用. (食品安全分析与检测教育部/福建省重点实验室, 福州大学化学

学院)

P-120 李建敏, 龚波林*. 牛血清中氧氟沙星选择性识别的限进介质分子印迹聚合物材料的

制备. (北方民族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学院)

P-121 熊雪, 齐美玲*. 腺嘌呤功能化聚丙二醇气相色谱固定相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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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工学院)

P-122 和永瑞, 齐美玲*. 三蝶烯-聚乙二醇类色谱固定相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

学院)

P-123 袁茜, 齐美玲*. 离子液体衍生化三蝶烯气相色谱固定相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

与化工学院)

P-124 史田田, 齐美玲*. 三蝶烯功能化新型色谱固定相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

学院)

P-125 王利涛*, 吕美, 丁瑞芳, 王其宝, 王慧云. 手性分子笼键合硅胶手性固定相的制备及

多功能 HPLC 色谱性能.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

P-126 王丹, 王奋英*, 李前进. 基于 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自催化聚合反应制备分子印迹

聚合物. (南昌大学)

P-127 梁静, 唐文迪, 孔维婷, 陈波*. 稀土掺杂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

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P-128 高娟, 刘嘉君, 常中满, 王静, 赵新锋*. β2-肾上腺素受体高活性双位点固定化方法的

建立及应用.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P-129 孙换梅, 冯港军, 候召苓, 李倩*, 赵新锋. 内皮素受体色谱模型的建立及评价.(西北

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P-130 黄兴蓉, 刘钰, 滕浩, 张璐, 魏丽娟, 安信佳, 舒经华, 郭宾*. 新型TiO2纳米片对磷酸

化肽的富集与修饰位点的质谱测定, 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

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师范大学)

P-131 刘佳, 王启钦, 韩海, 江正瑾*. 两性离子聚合物固定相的合成及其在亲水相互作用色

谱中的应用研究.(暨南大学)

P-132 赵小双, 李娜, 柴玉珠, 王婷婷, 叶建农, 楚清脆*. 二氧化硅纳米沸石手性开管柱的

制备及其性能探究.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P-133 戴国鑫, 王迪, 戴荣继*, 邓玉林*. 温敏功能化材料用于富集磷酸化肽的研究.(北京理

工大学生命学院)

P-134 白秀芝, 张世明, 李英, 张毅军, 刘善芹, 张裕平*. 磁泡沫金属搅拌片吸附萃取的性

能研究.(河南科技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P-135 段慧玲, 王军, 马诗瑶, 樊莉, 张志琪*. 羧基功能化含氟多孔环糊精聚合物选择性吸

附分离蛋清中溶菌酶.(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136 高洁, 陈立骁, 武琪, 李辉, 韩羊霞, 赵亮*, 邱洪灯*. 二醛纤维素键合手性固定相的

制备及其色谱性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

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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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7 娄旭华, 左慧颖, 赵文杰*, 何丽君, 谢复炜*. 新型聚合物基两性离子亲水相互作用

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的制备及色谱性能. (河南工业大学,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研究研

究院)

P-138 陈立骁, 高洁, 武琪, 李辉, 韩羊霞, 赵亮*, 邱洪灯*. 核壳型 COFs 高效液相色谱固

定相的制备与性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

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P-139 张翼, 谢阳, 张纯姑, 吴明雨, 封顺*. 诺氟沙星多孔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 (西

南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P-140 邓梦娇, 杨小玉, 王彦*, 闫超*. 环糊精电动毛细管色谱法手性分离抑霉唑. (上海交

通大学)

P-141 钱海龙, 严秀平*. 单体交换法制备氨基化亚胺类共价有机骨架.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分析食品安全学研究所)

P-142 李俊南, 孙亚明, 赵文杰, 何丽君*. 大环多胺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测定复杂基质中叶

酸含量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P-143 安宁, 公丕胜, 李恒, 靳海波, 张荣月*. 复合型大孔聚合物介质的制备及其在类病毒

颗粒分离纯化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燃料清洁化及高效催

化减排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P-144 汤波, 孙琛瑜, 孙立权, 耿利娜, 罗爱芹*. 核壳型 CMOFs@SiO2 复合材料用作高效液

相色谱手性固定相. (北京理工大学)

P-145 任秀君, 胡程霞, 骆秋蓉, 夏之宁, 王路军*. 聚乙烯亚胺嵌入苯基型混合模式液相色

谱固定相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重庆大学药学院)

P-146 王振忠, 唐可仁, 雷乐乐, 李深慧, 樊靓*. 新型卟啉类气相色谱固定相研究. (湖北医

药学院药学院, 武当特色中药研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药用植物综合利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P-147 金琦芸, 金琦芸*. 极性化合物液相方法开发键合相选择.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P-148 张庆鸿*, Julie Wei, Peiqing Zhang. 应用 ZipChip CE-MS 加快单克隆抗体药物工艺开

发. (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P-149 卢巧梅, 蔡惠坚, 童萍, 张兰*. 芯片液相色谱-质谱法快速检测 3 种微囊藻毒素. (福州

大学测试中心, 福州大学食品安全与生物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150 李盈辰*, 郭启雷, 高丽红, 刘然, 于凯, 李琰, 薄涛. 离子色谱质谱联用技术(IC-MS)

在食品安全中的解决方案.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P-151 YueguangLv, Qiang Ma. Use of a dicationic ion-pairing reagent for sensitive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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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in ultra-high-performance supercritical fluid chromatography with
positive-mod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152 刘明霞, 陈丽霞, 李向军*. 毛细管电泳结合圆二色光谱用于手性化合物的分离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

P-153 刘文进, 薛敏, 孟子晖*. 葫芦脲与含能材料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化

学与化工学院)

P-154 王伟峰, 杨军丽*. 基于毛细管电泳扫集技术的防治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发现新技术.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P-155 韩雪, 杨三东, 封娇, 于德秀, 唐涛*. 基于局部湍流技术的高压恒流输液泵静态混合

器.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P-156 王文晶, 韩雪, 封娇, 于德秀, 唐涛, 李彤*. 自切换多波长 LED 荧光检测器的研制及

应用.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P-157 于惠兰, 刘昌财, 陈博, 李晓森, 梁龙辉, 杨旸. 水样中痕量化武相关化合物的液相色

谱-质谱分析. (国民核生化灾害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P-158 杨三东, 唐涛, 王风云, 李彤*. 液体压缩性对纳升流量下梯度输液影响的研究. (南京

理工大学,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P-159 杜杨, 崔勐*, 刘志强, 刘淑莹. 细胞色素 c 与皂苷类化合物相互作用的电喷雾质谱研

究.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160 魏夏红, 苏醒, 储潇然, 白玉娜, 赵宇, 黄雪英, 熊博*. 基于微流控薄膜气动程控微

阀的自动化固相萃取-电喷雾质谱分析装置. (华中师范大学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P-161 翁凌霄, 邵熙, 张祥民*. 电喷雾离子源石英毛细管喷针清洗装置的搭建.(化学系和生

物医学研究院, 复旦大学)

P-162 马剑龙, 闫超咸, 李亦婧, 多会晓, 卢晓峰*, 郭勇*. 不同寻常的荧光探针：基于形成

氯氧键(Cl-O)的反应机制来识别次氯酸(HClO). (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化学研究所, 兰州

大学)

P-163 杜嘉琳, 裴兴丽, 赵海燕, 龚灿, 许旭*. 色谱与质谱联用分析中药蓖麻油、五味子中

的甘油三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P-164 柴格, 陈东盈, 张靖, 马铭*. 陈波, 酸刻蚀法制备纸芯片.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生物学

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P-165 Si Huang, Ye Chen, Sidharam Pujari, GertSalentijn, Wei Luo, Bo Chen*, Han
Zuilhof*.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of Organic Monolayers on SiO2by Desorption Corona
Beam Ionization (DCBI) Mass Spectrometry.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ical R&D of
Hunan Province and Key Laboratory of Chemical Biology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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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Laboratory of Organic Chemistry)

P-166 陈东盈, 柴格, 马铭*, 陈波, 彭娜. 等离子体修饰法制备多层纸芯片.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P-167 钟祥静, 陈东盈, 柴格, 张翼, 陈波, 马铭*. 电喷雾质谱快速监测苯甲酰苯胺合成反

应. (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湖南师范大学)

P-168 王轩堂, 高明霞*, 张祥民*. 二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蛋白质复合物分离研究.

(复旦大学化学系)

P-169 闵可, 杨青兰, 陈瑶*, 陈波*. 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PS-MS 快速表征. (湖南师

范大学“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

P-170 Wei Luo, Ke Min, Dongying Chen, Si Huang, Bo Chen*, Han Zuilhof*. DCBI-MS
Characterization of Paper-based Modifi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ical R&D of
Hunan Province and Key Laboratory of Chemical Biology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Laboratory of Organic Chemistry, Wageningen
University)

P-171 Liang Wang*, Erin Redman, J. Scott Mellors.Microchip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ESI-MS for Rapid,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omplex Proteins. (908 Devices
Inc.)

P-172 刘锐, 兰艳, 孟龙月*. 基于碳纳米材料的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延边大

学)

P-173 Yue Hu, Dong Zhu*. Fluorescent ligand fishing combination with in-situ
imaging to screen Hsp 90 inhibitors from natural products based on
microkernel-based mesoporous fluorescent nanoparticl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174 徐姝婷, 马雯, 白玉*, 刘虎威. 常压质谱免疫分析用于生物标志物的高灵敏高通量检

测.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P-175 张含智, 秦峰, 闻宏亮, 裘亚, 赵敬丹, 刘浩*.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及毛细管电泳

在硫酸多黏菌素 B 质量分析中的应用.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旦大学化学系)

P-176 李海芳, Richard N. Zare, 林金明*. 基于探针式电喷雾离子源的CE-MS联用. (清华大

学化学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Stanford University)

P-177 窦海洋*, 王静, 张文惠, 申世刚*. 基于非对称场流分离技术研究淀粉的结构与功效

关系. (河北大学,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医学院)

P-178 蒋培宇*, 王妍, 范军, 李月琪, 黄涛宏. GCMS 法检测淋洗类化妆品中 3 种环状甲基

硅氧烷.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P-179 刘旭霞, 刘建飞, 王茂鹤, 黄冬冬, 邸多隆*. 枸杞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及产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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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

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西北师范大学)

P-180 徐坤, 金钰龙*, 黄嫣嫣, 赵睿*. 靶向多肽的合成、液质鉴定及其细胞凋亡分析初探.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化工大学)

P-181 黄香宜, 周敏, 腾雨涵, 任吉存*. 基于聚苯乙烯纳米粒子的化学发光成像. (上海交通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182 毕晓东, 田伟, 王相, 曹文利, 高乐, 范帅帅, 王迎春, 王梦, 牛丽颖*. 用于分析黄芩

苷药材的 POSS 杂化分子印迹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在 SPME-HPLC 在线联用中的应用. (河

北中医学院药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实验中心, 河北省中药配方颗粒技术创新中心, 河北

省高校中药配方颗粒研究中心)

P-183 刘丽丽, 乔娟, 张红医*, 齐莉*. 均聚物涂层开管毛细管电色谱法的构建及其药物分

析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活体分析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 化学与

环境科学学院)

P-184 张冲, 巴鑫, 吕梦雅, 杨杰伟*, 黄岩杰, 张书胜. 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药品中的环磷

腺苷检测.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185 彭子芳, 罗亚柯, 张素宁, 张光瑞, 袁雪生, 张书胜*, 赵无垛*. 离子迁移谱高分辨质

谱联用技术快速测定醛酮同分异构体研究.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

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186 巴鑫, 张冲, 何清云, 袁雪生, 吕梦雅, 张文芬, 赵无垛*, 张书胜.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测定艾叶挥发油中的桉叶油醇.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

计算中心)

P-187 张素宁, 郭云, 彭子芳, 黄岩杰, 毛红艳*, 张书胜.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药材中 5 种

皂苷含量.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现

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188 屈梦媛, 罗亚珂, 巴鑫, 吕梦雅, 袁航*, 黄岩杰, 张书胜. 单糖 PMP 和 MPMP 衍生物

的 LC-MS 鉴定.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189 吕梦雅, 巴鑫, 罗亚珂, 何清云, 屈梦媛, 张书胜, 陈胜*.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棉花

脱叶剂中的噻苯隆和敌草隆含量.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

与计算中心)

P-190 罗亚珂, 何清云, 吕梦雅, 彭子芳, 张素宁, 赵无垛*, 张书胜. 利用色谱方法测定固

体洗涤剂的主要成分月桂酸钠.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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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中心)

P-191 兰琛, 郭云, 何清云, 罗亚珂, 张素宁, 赵无垛, 张书胜*. MSPE-GC-MS 法测定土壤

中的八种多环芳烃.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192 张光瑞, 苗颖, 张文芬, 彭子芳, 李琴, 练鸿振, 张书胜*. 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八种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同时检测.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南京大学)

P-193 苗颖, 夏晒歌, 张文芬, 李琴, 练鸿振, 袁雪生, 张书胜*. 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二氯

酚嗪及双酮酞嗪的检测.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南京

大学)

P-194 闻威, 夏晒歌, 张光瑞, 彭子芳, 赵无垛*, 张书胜*. 多孔芳香骨架吸附剂-固相萃取-

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辣椒粉中四种偶氮类染料.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195 夏晒歌, 张光瑞, 张文芬, 闻威, 赵无垛, 张书胜*. 磁性固相萃取-毛细管电泳无接触

电导测定水稻根系分泌物中四种低分子量有机酸.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郑

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196 黎志强, 王改玲, 宋文斌, 赵景婵*. 大气环境中羰基化合物的测定及分布规律研

究.(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P-197 Meng Chen, Qiang Ma. Comprehensive screening of 66 coloring agents in cosmetics
using micro-matrix solid-phase dispersion and ultra-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quadrupole-Orbitrap 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198 官晓胜, 王书肖, 蔡思翌, 陆华, 赵之骏*. 单通道全二维气相色谱系统对大气中挥发

性有机物的检测. (雪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

验室,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上海市嘉定区环境监测站)

P-199 裴栋, 黄新异, 魏鉴腾, 王宁丽, 邸多隆*. 基于双水相的连续 HSCCC 对珠肽粉中

Val-Val-Tyr-Pro 的分离.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P-200 姜超, 靳秀一, 石凤娇, 郭明*. HPLC 分离检测口腔护理品中的木糖醇含量. (大连大

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P-201 沈昊, 宋佳一, 苏萍, 杨屹*. 基于镧系核苷酸配位聚合物和 DNA 互补介导构建磁性

多酶系统用于酚类污染物的降解.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

P-202 马雯, 徐姝婷, 白玉*, 刘虎威. 激光可裂解探针在细胞表面聚糖分析及质谱成像中的

应用.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研究所)

P-203 张姝, 刘俊彦*.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聚乙烯醇的聚合物分散性指数. (中国石化上

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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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4 罗庆*, 单岳, 谷雷严, 王辉. 环境样品中有机磷酸酯的分析方法研究. (沈阳大学区域

污染环境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205 Chao Song, Shangfu Li, Dan Gao, Yuyang Jiang*. Determin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atty acid C=C isomers by in situepoxidation re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hemical Oncogenomics, Graduate School at
Shen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P-206 肖含, 刘俊彦*. 顶空气相色谱法分析处理过的工业废水中丙烯醛含量. (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P-207 王子梦, 杨成雄*. 聚硅氧烷辅助制备手性晶体海绵毛细管柱用于气相色谱手性分离.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P-208 王 志 强 , 韩 丹 丹 , 闫 宏 远 *. 基 于 亲 和 超 滤 色 谱 技 术 的 α-葡 萄 糖 苷 酶 与 紫 苏

(Perillafrutescens)提取物中配体的亲和力测定. (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P-209 赵之骏, 于紫微. 环境中矿物油成分的全二维气相色谱分析方法. (雪景电子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P-210 于海龙, 关升, 邵熙, 王轩堂, 王嘉希, 高明霞, 晏国全, 张祥民*. 应用基于量子点的

单分子显像技术追踪PD-L1及其抗体在活细胞中的行为研究. (复旦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

院, 化学系)

P-211 牛盼红, 李翡翡, 梁晓静*, 侯秀丹, 卢晓锋, 王旭生, 李强, 郭勇*. 多孔聚苯胺纳米

管棒应用于 Hela 和 HepG2 细胞中活性氧捕获剂的萃取.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P-212 夏晒歌, 苗颖, 张光瑞, 张文芬, 闻威, 赵无垛, 张书胜*. 磁性固相萃取-毛细管电泳

无接触电导测定水稻根系分泌物中四种低分子量有机酸.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郑州大学现代分析与计算中心)

P-213 娄纯礼, 康经武*. 毛细管电泳-场放大法样品堆积测定聚乙烯基吡咯烷酮中痕量 2, 2'-

偶氮二异丁基脒二盐酸盐. (生命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

P-214 王超越, 童胜强*. pH 区带精制逆流色谱制备性分离黄芩中的黄芩苷和汉黄芩苷. (浙

江工业大学药学院)

P-215 孙文宇, 王超越, 童胜强*. 逆流色谱立体选择性分离(1S,4S)-舍曲林. (浙江工业大学

药学院)

P-216 龙成生, 吴德华*, 陈然然, 宋珍华. 基于搅拌棒吸附萃取的人体气味分析. (公安部南

京警犬研究所)

P-217 孙伯禄, 胡芳弟*. 抑郁症标志物及中药电活性成分分析新技术研究. (兰州大学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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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P-218 孙伯禄, 胡芳弟*. 抑郁症标志物-HSP70 分析新技术研究. (兰州大学药学院)

P-219 孙伯禄, 胡芳弟*. 抑郁症标志物- Apo-A4 分析新技术研究. (兰州大学药学院)

P-220 高洁*, 龚原正, 李月琪, 范军, 黄涛宏. GCMS-TQ8050检测原料药中的对甲苯磺酸酯

基因毒性杂质.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P-221 Yanmei Zhang, Feng Li, Jingwu Kang*. Screening of Histone Deacetylase1Inhibitorsin
NaturalProducts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organicand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for Agri-food Standardsand Testing Technology, ShanghaiAcademy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P-222 Zhen-peng Kai, Yue Yin , Zhi-ruo Zhang, Juan Huang, Stephen S. Tobe, Shan-shan
Chen*. A rapid quantitative assay for juvenile hormones and intermediates in the
biosynthetic pathway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Agro-food Standards and Testing Technologies,Sha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chool of Perfume and Aroma Technology,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Cell and Systems B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223 侯琨*, 李永路, 韩晶. 丹参中丹酚酸 B, 隐丹参酮, 丹参酮Ⅰ, 丹参酮ⅡA 的测定. (日

立仪器(大连)有限公司)

P-224 陈心悦, 哈伟*, 师彦平*. 聚乙二醇不对称修饰金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分析. (中国科学

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

学)

P-225 刘巧霞, 李强, 郝红元, 黄涛宏. 岛津细胞培养上清液分析技术在生物制药工艺开发

中的应用.(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P-226 Si Liu, Yuanyuan Liu, Bi-Feng Liu, Xin Liu*. Glycoproteomic profiling of serum IgG in
colorectal cancer.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227 丁玉竹, 杨军丽*, 师彦平*. 荧光硅纳米颗粒的制备及酪氨酸酶的分析研究. (中国科

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

大学)

P-228 李兰婷*, 彭振磊, 张育红, 王川. 液相色谱法检测固相表面氨基含量.(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化工研究院)

P-229 张华蓉, 郭志谋, 于伟, 金高娃*, 闫竞宇, 王联芝*. 基于表面静电排斥/反相混合模

式色谱的黄连生物碱分析方法. (湖北民族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科

院大化所中国医药城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

P-230 张贵元, 周俊涛, 胡良海*. 靶向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的分子印迹介孔材料的制备.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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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P-231 钱钦*, 李长秀. 炼厂装置废水中烃类污染物的类型及分布研究.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

院)

P-232 李美婷, 石志红, 张红医*. 基于低共熔剂电解质改性剂的毛细管区带电泳法.(河北大

学作单位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P-233 陈建立*, 李强, 姚劲挺, 孙友宝, 黄涛宏. UHPLC-TQMS 测定玉米中的杂色曲霉素含

量.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P-234 张洁*, 申河清. 基于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妊娠期糖尿病脐带血代谢组学网络分析. (厦

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P-235 周洁*, 孙萌, 姚威风. 利用在线前处理技术快速分析食品中胆固醇含量. (安捷伦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236 向章敏*, 杨运云, 陈啸天, 肖雪, 陈超, 钱沉鱼. 多功能多维气相色谱的构建与应用,

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P-237 易高圯, 贺敬霞, 付琦峰*, 夏之宁*. 聚多巴胺/硬脂胺共沉积涂层开管毛细管电色谱

柱的制备与应用.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重庆大学药学院)

P-238 李长秀, 王亚敏. 气相色谱法在汽油离线调合模型计算中的应用探索.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P-239 赵丹, 滕姣, 高原, 陈学国*.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恰特草中主要化学成分. (中国刑

事警察学院法化学系)

P-240 陈磊, 吴赟琦, 赵志勇, 赵晓燕, 周昌艳*. QuEChERS/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

速测定土壤中 19 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

技术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上海),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技术学院)

P-241 安金颖, 翟贵金, 郭振昌, 田姗姗, 柏雪, 张锴*. 基于组合多肽亲和光交联技术富集

酪氨酸磷酸化修饰识别蛋白. (天津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 免疫微环境与疾病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天津医科大学, 乳腺癌防治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242 钟跃汉*, 王利华, 刘子辉, 孙友宝, 钟启升, 黄涛宏. HPLC-ICP-MS 法测定地表水中

的 5种形态砷.(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析中心,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析中心)

P-243 Shun Liu, Xun Wang, Kaiping Zou, Wei Liu, Cunyu Li, Yunfeng Zheng, Qinmei
Zhou*, Guoping Peng*.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Eight Potential Q-Markers in
Zishen Tongguan Capsules Based on UHPLC-MS/MS.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ffil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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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Pharmacy,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

P-244 刘倩*, 肖尧, 李浪.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的核苷酸. (安捷伦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

P-245 许旭*, 张世鼎, 陆湘婷, 龚灿, 鲁彦. 用多孔石墨碳柱 LC-MS 分离分析食用油中的甘

油三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P-246 王佩, 刘欣*. T4噬菌体衣壳作为纳米载体自组装固定肽N-糖苷酶F. (华中科技大学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P-247 胡雯雯, 陶建伟, 王庆伟, 李静*, 阎超, 许旭*. 高精度毛细管电泳同时测定复合维生

素 B 片中 5 种维生素成分.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上海通微分析技

术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药学院)

P-248 宋寅爽, 陈静*, 占金华. 环境中纳米颗粒物的色谱质谱分析方法.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

工学院)

P-249 施若晗, 陈敏, 张祥民*. 二维色谱-质谱联用测定烟草中的蔗糖酯. (复旦大学化学系)

P-250 Rong Yang, Li Yan, Yaru Liu, Ming Ma, Zhengfa Fang, Teris A. van Beek*, Bo
Chen*.Rapid Tracking of Ginsenosides in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Fractions by
Paper Spray Mass Spectrometr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Wageningen University)

P-251 张华林, 郭志谋, 王联芝, 金高娃, 闫竞宇*, 段正超*. 基于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

谱的神经节苷脂的结构解析. (湖北民族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

大化所中国医药城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

P-252 赵环环, 刘映前, 陈娟. 基于 PMMA 和 EMMA 毛细管电泳法筛选-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 (兰州大学药学院)

P-253 乔俊琴, 梁超, 曹兆明, 练鸿振*. 核酸反相液相色谱保留行为研究. (生命分析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

P-254 孙琼, 周美珍, 唐涛, 王丰琳, 李彤*. 集成化多维液相色谱系统的构建及在血药检测

中的应用.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P-255 张艳侠, 薛霞, 郑红, 孙珊珊, 尹丽丽, 胡梅, 祝建华, 刘艳明*. 通过式固相萃取-超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高通量测定酸奶中多种兽药残留.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P-256 王嘉希, 李杰, 晏国全, 高明霞*, 张祥民*. 糖基化蛋白质鉴定新方法研究及其在生

物标志物识别中的应用.(复旦大学化学系)

P-257 左雄军*, 顾凤龙, 袁敏, 高志红, 吕瑨, 范文杰. 单糖分析中的化学反应对分离的影

响和改进. (华南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环境理论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258 张雪, 王志鑫, 黄艳萍, 刘照胜*. 用于富集糖蛋白的八乙烯基笼型倍半硅氧烷硼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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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整体柱的制备.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天津市临床药物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P-259 郭彦丽, 滨田尚树*, 冀峰, 张琳, 八卷聪, 李月琪, 端裕树, 李海芳, 林金. 超临界流

体色谱反相液质二维色谱在油脂样品分析中的应用.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清

华大学化学系)

P-260 Jim Luong, 杨秀晗*, 华玉娟, 杨佩琳, Ronda Gras. 基于 3D 打印喷嘴的 GC-FID 原

位氢解直接检测甲醛. (陶氏化学加拿大, 陶氏化学中国, 陶氏化学美国)

P-261 蔡晓明*. LC-MS 技术在暴露组学研究的应用.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P-262 杨青兰, 闵可, 黄清, 陈波*. 纸喷雾质谱快速分析表面活性剂.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

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P-263 戴子豪, 常锋, 陈应庄*. 酰胺基亲水开管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在极性化合物分离中应

用. (湖南师范大学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P-264 翁徐谦, 龙飘, 李阳, 陈波*. 大内径有机整体柱的制备.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生物学

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P-265 史晓磊*, 范军, 黄涛宏. GCMSMS 结合岛津Off-flavor系统分析食用胶中的异味来源.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P-266 魏鉴腾, 裴栋, 王宁丽, 刘晔玮, 邸多隆*, Yung-chi Cheng*. 熟三七抑制黄体酮活性

的物质基础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兰州大学)

P-267 邹云. 脂肪酸甲酯的快速分析. (安捷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268 谢小玉, 邱梦雨, 陈波, 马铭*. 吴茱萸的 HPLC-ELSD 指纹图谱研究. (湖南师范大

学“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P-269 龙飘, 翁徐谦, 黄群, 陈波*, 颜冬兰. 补血生乳颗粒多成分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湖南

师范大学“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

点实验室,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P-270 刘鹏, 李浪, 肖遥. 凝胶色谱柱的选择对聚合物分子量测定结果的影响. (安捷伦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P-271 贾孟琪, 王薇薇, 王彦, 闫超*. 血浆中胆汁酸代谢物分析方法建立. (上海交通大学)

P-272 马晨菲*, 肖占敏, 王春燕, 迟克斌. 基于全二维气相色谱的不同催化剂工艺条件下烃

组成的研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P-273 王珊, 吴斌, 吴兆伟, 王琳, 郑洁, 朱莉娜, 胡琴, 张喆*. HPLC-Q Exactive 轨道肼高

分辨质谱测定缬沙坦中的 N-亚硝基二亚甲胺.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P-274 陈建军, 张军伟*, 朱程旭. 离子排斥制备色谱技术分离植提木糖的建模及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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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P-275 申艳凤, 刘欣宇, 黄艳萍, 刘照胜*. 用于富集糖蛋白的 POSS 和 APTES-MAA 杂化单

体硼亲和整体柱的制备. (天津市临床药物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P-276 雷启福. 两性离子型亲水作用色谱(HILIC-Z)应用于高氯酸根和氯酸根的检测. (安捷

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P-277 孔蒙, 朱晓萌, 王倩倩,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逆流色谱分离荜拔中微量生物碱成

分.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P-278 孔蒙, 朱晓萌, 曹晨晓,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逆流色谱结合液质分离和分析黑、白

胡椒中生物碱成分.(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

心)

P-279 杜培霞, 曹晨晓, 王倩倩, 李兆,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西洋参皂苷类成分的高速

逆流色谱分离.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P-280 王倩倩, 曹晨晓, 杜培霞,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洗脱-挤出逆流色谱法分离纯化藏

药手掌参中化学成分.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

中心)

P-281 朱晓萌, 孔蒙, 李兆, 杜培霞,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线性梯度逆流色谱法分离忍

冬叶正丁醇组分.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P-282 曹晨晓, 王倩倩, 杜培霞, 宋祥云, 朱姮, 王岱杰*. 应用 HSCCC 梯度循环洗脱分离刻

叶紫堇生物碱.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P-283 张育红, 李诚炜, 许竞早, 姜丽燕, 彭振磊, 王川, 宦明耀, 孙洪敏. 稀乙烯制乙苯装

置原料气中有害杂质的研究.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P-284 李玥 , 董朝青 , 黄香宜 , 任吉存*. 小分子 ATP 模拟物 (ATP-NB)的蛋白质磷酸化

CE-LIF 检测.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P-285 郑凤, 肖华明, 余琼卫*, 冯钰锜*. 大白菜中甲基硫菌灵及其代谢物的分析研究. (生

物医学分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P-286 李佳齐, 郭志谋, 闫竞宇*, 梁鑫淼*. 在线二维亲水色谱对于荧光标记人乳寡糖的快

速定量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P-287 艾万鹏, 郜云鹏, 薛晋娟, 刘小云, 白玉*, 刘虎威. 基于在线激光加速质谱的可见光

催化氧化还原反应机理研究.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P-288 岳玉华, 石海珠, 袁洁, 毛源, 封顺*. 蓝莓花青素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 B16-F10 细胞

凋亡. (西南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疆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P-289 邱飘飘, 易琳, 吴芳霞, 刘嘉雯, 李笃信*, 张真庆*. 岩藻糖化硫酸软骨素二糖分析方

第
22

届
全

国
色

谱
学

术
报

告
会

及
仪

器
展

览
会



- 44 -

法研究. (苏州大学药学院)

P-290 侯敏, 郑均林, 孔德金, 于紫微, 赵之骏*. 催化裂化轻循环油的全二维气相色谱分析.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国家重点实

验室, 雪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291 Mingming Lv, Linjia Sun, Yu Chen, Zhipeng Wang, Xu Zhao*, Xiaohui Che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otal glucosides from paeony on strychnos
alkaloids-induced neurotoxicity based on the tryptophan-kynurenine pathway in rat brains.
(School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Functional Food and
Wine,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P-292 鲁锐, 杨新磊, 陈波*. 超高效 SEC 和离子交换方法分析单克隆抗体. (安捷伦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P-293 许歆瑶, 章雪, 王彦, 闫超*. 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对氨基酸分离检测的

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P-294 刘哲益, 王瑞敏, 孙瑞祥*, 王方军*. 基于稳定同位素化学标记的规模化整体蛋白质

定量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P-295 陈品, 袛思源, 刘小方, 余静, 江祥涛, 闻胜, 朱书奎*. 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分析土

壤中的痕量二噁英. (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应用

毒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P-296 Xianyu Liang, Huihuang Xiong, Qiuli Ouyang, Fan Liu*, Yiqun Wan*.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phenylglycine in human urine. (College of Chemistry, Nanchang University,Center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Nanchang University)

P-297 杨新月, 孙亚明, 高莉, 赵文杰, 何丽君*. PIL-MSPE-HPLC 技术用于孔雀石绿和结晶

紫的测定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P-298 高莉, 赵文杰, 向国强, 江秀明, 何丽君*. PILs/POSS修饰的磁性材料对粮油中黄曲霉

毒素的萃取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P-299 李程婕, 刘芳, 王彦*, 闫超*. 亲水相互作用色谱-蒸发光散射法检测无糖食品中的 5

种糖醇.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P-300 周天啸, 王薇薇, 王彦, 闫超*. 加压毛细管电色谱法分离检测水飞蓟素中 7 种非对映

异构体. (上海交通大学)

P-301 张布雨, 冉隆豪, 吴梅, 李泽洲, 江杰章, 王珍, 程森, 付嘉琦, 刘小云*. 志贺氏菌转

录因子 SlyA 调控细菌抗酸的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P-302 郑清锋, 许吉英, 陈义*. 阵列毛细管电泳成像法.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活体分析化

学院重点实验室,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

P-303 胡瑞彬, 陈义*. 非胶毛细管电泳紫外(NGCE-UV)高敏测定多 microRNAs. (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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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P-304 潘旭. 质量数-丰度比值法判识大气、煤型气、油型气、生物气中氩(Ar)、氧(O2)的差

异.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P-305 史得军*, 王春燕, 陈菲, 曹青, 马晨菲, 霍明辰, 肖占敏. 蜡油含氮化合物的分子组

成表征.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P-306 Yi Zhang, Jingwu Kang*. Screening of Jumonj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inhibitors in
natural products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organic and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Molecular Synthesis,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P-307 王春燕, 曹青, 史得军, 陈菲, 肖占敏. SPE 固相萃取结合硫化学发光检测器定性和定

量测定催化柴油中硫化物类型的分析方法研究.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

院)

P-308 赵丽芝, 赵蕾, 王远航, 李红丽, 王琰, 蒲巧生*. 新型蓝色荧光材料的毛细管电泳辅

助表征及分析应用.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P-309 杨晓辉. 线速度在程序升温气相色谱质谱法中的应用.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P-310 Dan-Hui Dorothy Yang, Zhiming Tony Zhang. Multiclass Veterinary Drugs Analysis in
Pork and Hen Egg Using Ultivo Triple Quadrupole LC/MS System.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P-311 陈建立*, 李强, 姚劲挺, 孙友宝, 黄涛宏. UHPLC-TQMS测定玉米中的杂色曲霉素含

量岛津企业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P-312 郭藤*, 高立红. 离子色谱串联高分辨质谱分析强极性农残草铵膦、草甘膦及其代谢物.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P-313 张道康*. 超高效液相色谱(UPLC)接QDa质谱检测器检测中药中的11种人参皂苷. (沃

特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314 刘元元, 李静*, 阎超*. 高效微流电动液相色谱-质谱(eHPLC-MS)技术在微囊藻毒素

异构体的分离分析中的应用. (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P-315 薛斌, 任兴发, 屠炳芳. 银离子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植物油甘油三酯双键分布的差异.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P-316 Norikazu Nagae*, Etsuko Shearer, Tomoyasu Tuskamoto, Xiaojing Zhou, Xuezhi Lin
and Lingchao Lin. A New Concept of End-capping for Reversed Phase Silica Material:
Conversion of Silanol Groups to Siloxane Bond by Heating. (ChromaNik technologies Inc.,
BioNik Inc., Zhejiang Fuli Analytical Instruments lnc.)

P-317 Etsuko Shearer, Norikazu Nagae*, Tomoyasu Tuskamoto, Xiaojing Zhou, Xuezhi Lin
and Lingchao Lin. A New Concept of End-capping for Reversed Phase Silica Material:
Remaining of Water-Solvated Silanol Groups. (BioNik Inc., ChromaNik Technolog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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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Fuli Analytical Instruments lnc.)

P-318 郭云, 赵文杰, 马雪, 彭子芳, 张文芬, 张书胜*. 烟草中小分子代谢物 GC-MS 分析

(郑州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P-319 叶国注*, 高菡, 王志超, 林怡, 廖旭, 张晗, 池毓烺, 朱慧敏, 董四君. PPARα/γ激活抑

制巨噬细胞总脂肪酸和甘油三酯蓄积(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P-320 潘宇, 金梅花, 金东日*. 稳定同位素标记手性衍生化试剂的开发,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

学系)

P-321 王婷婷*, 孙良亮. 新型毛细管涂层的制备及其在 top-down 蛋白质组学的应用. (宁波

工程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

P-322 王哲, 薛敏*, 张禾蓉, 孟子晖, Kenneth. J. Shea. 基于水凝胶纳米颗粒的胶体晶体制

备 和 应 用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化 工 与 环 境 学 院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P-323 金一宝, 李上富, 蒋宇扬, 王铁杰*. 基于液质联用研究 HL7702 细胞内 Pokemon 瞬时

表达引发的糖-脂代谢变化.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P-324 王宁丽, 刘晔玮, 魏鉴腾, 裴栋, 邸多隆*. 基于细胞代谢组学的“上火”生物标志物的

发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大学)

P-325 翟贵金, 董瀚阳, 田姗姗, 柏雪, 张锴*. 基于多价光亲和多肽探针分离富集组蛋白修

饰阅读器. (天津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 免疫微环境与疾病省部共建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天津医科大学, 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326 滕浩, 黄兴蓉, 张璐, 郭宾*, 陈波, 马铭. 化学标记/色谱-质谱法非靶向筛查人体尿液

中活泼羰基类代谢物. (化学生物学及中药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师范大学)

P-327 孙念荣, 邓春晖*. 适配体功能化磁性 MOFs 捕获血清中疾病标志物. (复旦大学, 生物

医学研究院)

P-328 关升, 于海龙, 晏国全, 高明霞, 张祥民*. 超速离心和体积排阻方法对尿源性外泌体

生物学性质的影响比较.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复旦大学化学系)

P-329 郑浩洋, 高明霞*. 简易功能化的多金属有机骨架用于生物样品中的内源性磷酸化肽

富集. (复旦大学化学系)

P-330 柏雪, 董瀚阳, 陈朴, 田姗姗, 翟贵金, 张锴*. 基于 DNA 自组装光亲和探针研究组蛋

白修饰之间 cross-talks. (天津医科大学)

P-331 黄烨佩, 柏雪, 郭振昌, 张锴*, 张玉奎. mRNA 甲基化修饰特异性识别蛋白的分离分

析新方法. (天津市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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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摘要（A）
A-1 吴靖宇, 范中婧, 邢菲, 王忠瑞, 高添, 郝琳, 吴秋华*, 王春*, 王志. 磁性超交联聚合

物的制备及其在富集苯基脲除草剂中的应用. (河北农业大学理学院)

A-2 刘薇, 李浩宽, 张望滨, 倪沁颜, 张兰*. 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荧

光检测法测定环境水样中的生物胺. (福州大学测试中心)

A-3 寇海霞, 王娟, 杜彤彤, 王雪梅*. 介孔泡沫材料(MCFs)涂层的固相微萃取纤维结合

HPLC 测定水样中的多氯联苯.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A-4 Siming Wang*, Shu Wang, Jie Zeng, Hongxia Li, Wenxiang Chen, Jun Dong.Magnetic
nanoparticles functionalized with immobilized apolipoprotein antibodies for direct detection
of human serum non-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eijing Hospital and 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A-5 魏丹. QuEChERS-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土壤中 65 种农药残留. (杭州万向职业

技术学院)

A-6 张明月, 李静, 林子俺. 新型氟化磁性共价有机骨架材料制备及牛奶样中全氟化合物

分离富集研究.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A-7 王紫丹, 邓春晖.功能化适配体结合蛋白印迹的磁性微球用于捕获血清疾病标志物. (复

旦大学化学系, 中山医院消化内科和肝内科)

A-8 张晶宇, 翟子扬, 祁艳霞. 基于介孔材料与蛋白质组学分析的鱼类潜在过敏原研究. (大

连海洋大学)

A-9 韩丹丹, 李琳, 闫宏远*. 二硫化钼-超高交联树脂材料制备及其在多环芳烃检测中的应

用. (药物化学与分子诊断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A-10 张霞, 巩媛, 刘宝乾, 黄冬冬, 刘旭霞, 黄新异, 邸多隆*. 低共熔溶剂在 HPLC 中分离

外消旋体氨氯地平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

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A-11 贺燕庭, 林子俺*. 基于功能化多级孔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磷酸化肽双亲和模式分离富

集研究.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食品安全与生物分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A-12 王晓瑜*, 秦亚琼, 郭军伟, 谢复炜. GC-MS/MS 法检测烟草中 4 种挥发性亚硝胺、18

种多环芳烃、4 种生物碱.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A-13 杨春艳, 舒砚勤, 陈复彬, 李青轻. 氧化石墨烯表面灭蝇胺分子印迹聚合物固相萃取

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西华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A-14 陆俊宇, 何锡文, 陈朗星, 张玉奎. 核壳结构磁性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应用于烟碱类杀

虫剂的富集.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A-15 程佳敏, 牟玥, 胡锴*, 张书胜. 磁性聚酰亚胺聚合物复合材料结合液相色谱检测辣椒

酱中苏丹红染料. (河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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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程佳敏, 史艳梅, 胡锴, 张书胜. 多孔有机骨架磁性纳米材料结合 LC-MS/MS 检测生

物样品中生物碱. (河南中医药大学)

A-17 Ming Yang, Li-na Chen,Chun-ming Liu*. Determination of 9 pesticide residues in
Pleurotus citrinopileatus Sing by QuEChERS combined with UPLC-MS/MS. (The Central
Laboratory,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A-18 李双青, 李晓敏, 张庆合. 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串联静电场轨道肼质谱法对黄曲霉毒

素 B1 稳定性及降解产物的研究.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化学计量与分析科学研究所)

A-19 张惠贤, 张萍, 彭西甜. 磁性固相萃取结合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法快速检测食用油中的

黄曲霉毒素.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A-20 王子宜, 张容, 王菲菲, 杜军良, 王雪梅, 杜新贞. 二氧化硅纳米片纤维的组装及其环

境水样中紫外线吸收剂的固相微萃取.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A-21 吴慈*, 宁兴爽, 刘东言, 刘水琳. 新型磷酸化微孔有机骨架材料(MOPs)材料用于牛奶

中兴奋剂的检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 辽宁省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中检(大

连)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A-22 韩强, 梁琼麟, 丁明玉. 三维多孔石墨烯材料的样品前处理应用研究. (清华大学化学

系)

A-23 郭宇恒, 张兰*. 金属有机骨架衍生的氮掺杂碳纳米管笼作为固相微萃取多氯联苯的高

效吸附剂. (教育部食品安全与生物分析重点实验室,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A-24 张晓林, 宋文斌, 迟滢, 李博逸. 基于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保健食品中花青素快速分

析方法研究. (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A-25 陈苏, 何兰, 欧阳津. 冷喷雾常压质谱研究溶菌酶与酚酸非共价相互作用. (北京师范

大学化学学院)

A-26 齐欣, 闫平平, 曲世超*, 崔妍, 徐文英. 基于色谱与芯片技术在鳕鱼物种鉴定中的应

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

A-27 万婷, 尹滟茹, 唐凤琳, 张茂雪, Martin M. F. Choi, 杨秀培. 尺寸依赖电泳迁移-毛细

管电泳分离水溶性金纳米团簇. (西华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合成与污染控制四

川省重点实验室)

A-28 刘元元, 李静*, 阎超. 高效微流电动液相色谱-质谱(eHPLC-MS)技术在微囊藻毒素异

构体的分离分析中的应用. (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A-29 张静, 王燕萍, 白瑞斌, 马铭, 刘景龙, 胡芳弟*. HPLC 法同时测定玫瑰等多种食物中

尿酸及 4 种嘌呤含量. (兰州大学)

A-30 李南, 张莉, 李健如, 党福全*. 基于自组装寡肽的微芯片和生物材料表面功能化方法

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A-31 李彩虹, 杨军丽*. 枸杞子水提物抗 AD 活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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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A-32 李玉坤, 胡娇, 付真真, 刘康妮, 李征远, 高小康*. TRPV4 温敏蛋白表达系统的构建.

(湖北医药学院药学院)

A-33 李永盛, 费秀兰, 刘永峰, 陈文雅, 欧珠, 刘晔玮*, 白玛玉珍. 西藏红景天中红景天苷、

酪醇和络塞维含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研究

所)

A-34 刘善芹*, 吴雅琳, 白秀芝, 张裕平. 微流控技术制备 Janus 结构聚合物微球. (河南科技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A-35 柯诗娴, 陈梦雪, 吴志勇*. 色素在纸基分析装置上的同时堆积分离和灵敏比色检测.

(东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分析科学研究中心)

A-36 王薇薇, 王彦, 闫超*. 基于纳米金对碳量子点内滤效应的“turn on”荧光分析法在肿瘤

标志物 mucin 1 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A-37 刘宝乾, 黄新异, 邸多隆*. 苯硼酸修饰吸附树脂对邻苯二酚化合物的吸附行为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

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A-38 刘洁丽, 邓淑芳, 邢冬梅, 王亚丽*. 鲜当归汁补血作用的谱效关系研究. (甘肃中医药

大学, 甘肃省中药质量与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甘肃省当归产业发展研究院)

A-39 李宏亮, 郑清锋, 郭振朋, 陈义*. 高重现毛细管电泳分离疾病相关蛋白.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A-40 王振忠, 唐可仁, 雷乐乐, 李深慧, 樊靓*.新型卟啉类气相色谱固定相研究. (湖北医药

学院药学院)

A-41 郑琼, 杨佰川, 林子俺*. 核壳结构共价有机骨架复合硅球固定相的制备及其应用. (福

州大学化学学院)

A-42 李念露, 李若菡, 陈静*, 占金华*. 焦糖化碳纳米片包覆的磁性纳米铁(Fe3O4@CNSs)

用于水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的富集与分析.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A-43 乔建雨, 孙亚明, 武琪, 王忠阳, 李辉, 董树清*, 赵亮*. 纳米直链淀粉衍生物-聚乙烯

亚胺键合毛细管开管柱的制备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

生院)

A-44 黄冬冬, 刘宝乾, 刘建飞, 刘旭霞, 张霞, 杨武*, 邸多隆*. 具有双金属中心的金属-有

机框架色谱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

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

A-45 于辉, 杜娟, 刘后梅*. 多类型氨基修饰硅胶色谱固定相的制备及其亲水色谱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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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即墨区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A-46 刘军伟*, 孙雨安, 张书胜, 朱岩. 一种新型乳胶附聚阴离子交换固定相的制备及表征.

(郑州轻工业学院)

A-47 邵熙, 张祥民*. 一种新型超细内径液相开管色谱柱的制作方法. (复旦大学)

A-48 周娜, 李金花, 陈令新*. 分子印迹材料基质超高效液相色谱柱开发及应用. (中国科学

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A-49 周彦强, 龚波林*. 磁性单分散限进分子印迹材料测定牛奶中四环素类兽药的残留量.

(北方民族大学)

A-50 刘华春, 龚波林*. 双功能单体法制备恩诺沙星磁性单分散限进介质-表面分子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应用. (北方民族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的学院)

A-51 王燕萍, 张静, 白瑞斌, 胡芳弟*. 大黄药材的分级标准研究. (兰州大学)

A-52 Yong Zhang, Jing Wang, Chun-ming Liu*. 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XOD inhibitory
compounds from the extract of Phellinus linteus by Ultrafiltration-mass spectrometry. (The
Central Laboratory,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A-53 梁龙辉, 刘石磊*, 刘昌财*, 于惠兰, 杨旸, 陈博. 基于不同蛋白酶切策略的蓖麻毒素

新型肽段标志物的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筛选与鉴定. (分析化学实验室)

A-54 王婷, 胡西学, 甘雅玲, 蒋乔*.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小鼠体内顺铂生物学分布. (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

A-55 祝惠惠, 仇丽君, 邵晨杰, 王欣, 罗世鹏*. 马来酸酐化聚丁二烯树酯中马来酸酐残留

量的检测. (江苏理工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常州危险货物与包装检测技术中心)

A-56 刘 喆 , 司 玮 , 沈 爱 金 , 肖 远 胜 , 刘 艳 芳 , 薛 兴 亚 , Xiaonong Li, 梁 鑫 淼 *. 基 于

HPLC-DAD 数据和归一化变换的双黄连口服液厂家区分. (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

点实验室,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A-57 刘璐瑶, 由昕, 毛家维, 叶明亮*. 基于多酶酶解策略的O-GalNAc糖基化蛋白质组分析

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A-58 刘景龙, 胡芳弟*. 砂炒甘草化学成分研究. (兰州大学)

A-59 陈永欣*, 张喜龙. 一种适用于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芳烃纯化方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A-60 陈溪*, 吴慈, 齐欣, 闫平平. 基于高分辨质谱技术的水中 112 种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

(PPCPs)的检测测方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

A-61 巩媛, 黄新异, 邸多隆*. 离子液体高速逆流色谱法分离制备花椒中具有生物活性的顺

反异构体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重

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A-62 林天野, 褚莹倩, 陈溪, 李思雨, 张俊鸿, 张鑫宇, 黄大亮*.采用液相色谱技术对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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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检测假阳性结果进行确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 中检(大连)测试技术有限公

司)

A-63 Jun Shu, You Qin, Ping Cai, Shui han Zhang*. Direct differentiation of Lysimachia
foenum-graecum Hance for volatile components by 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 method.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unan Academy of
ChineseMedicine)

A-64 闻武, 张春水, 李彭, 闻武*. 多组分混合毒品的快速检测.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A-65 贾晓妮, 梁琦, 曾凯竹, 赵新锋*. 一步固定化受体色谱模型在中药活性成分筛选中的

应用. (西北大学,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A-66 胡光辉, 赵婷, 刘伟丽, 高峡, 赵新颖, 勾新磊*. UPLC-MS/MS 法测定药物中 3-甲基-8-

喹啉磺酸类基因毒性杂质.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有机材料检测技术与质量评价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A-67 司玮, 沈爱金, 刘艳芳, 梁鑫淼*. 双黄连口服液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新思路. (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A-68 相凯婧, 周维佳, 王纪霞, 刘艳芳, 梁鑫淼*. 基于极性反相/亲水作用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的莪术中强极性成分的分离表征.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分

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A-69 李彭*, 高利生. 甲基苯丙胺中常见稀释剂的分离方法研究.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A-70 田秀慧, 郑伟云, 崔艳梅, 姜芳, 宫向红, 任传博, 徐英江*. 不同来源氨基脲在刺参体

内的富集消除规律研究. (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A-71 龚灿, 黄冰冰, 王昳韬, 雷小瑞, 赵海燕, 许旭. 柱色谱法分离玉米油中三亚油酸甘油

酯的研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A-72 段嫚雷, 孟娇然, 李兰英*. 猪肉中磺胺甲嘧啶的定量检测方法研究——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A-73 乐云芳, 戴子豪, 胡德平, 李博文, 陈应庄*. 双水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联用分析烟

草中酚酸类化合物. (湖南师范大学植化单体开发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A-74 孙嘉仪, 郭兴杰*, 俞嘉*. 新型衍生化β-环糊精手性固定相的制备及其分离性能的研究.

(沈阳药科大学)

A-75 孔翠萍*, 李长秀. 柴油抗磨剂的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A-76 高振华, 郭秀洁, 王纪霞, 王超然*, 王联芝*. 延胡索中叔胺碱和季铵碱类组分的高效

分离方法. (湖北民族大学)

A-77 刘桂英, 王召会, 吴金浩, 王志松, 宋伦*. 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

水产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的含量.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A-78 赵太松, 李丙阳, 王春*, 吴秋华, 王志.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涂层纤维固相微萃取-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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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质谱测定氯酚. (河北农业大学理学院)

A-79 张作祥. 大口径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快速分析岩心含水饱和度. (中石油大庆油田勘探

开发研究院)

A-80 张秋, 陈艳, 谭志伟. 六种植物油的三种色谱法分析对比. (中石油大庆油田勘探开发

研究院)

A-81 李冰, 冯素香*. LC-MS/MS 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河南中医药大学)

A-82 刘玉锋, 李文尧, 赵景婵*. SiO2@P-A-β-CD/NIPAM 固相萃取-HPLC 法测定牛奶中的酚

类化合物.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A-83 金迎雪, 孙可欣, 王闯, 王钎钎, 郝琳, 王春*, 吴秋华, 王志*. 磁性介孔聚胺-甲醛树脂

吸附萃取内分泌干扰素. (河北农业大学理学院)

A-84 唐月明, 王思明, 杨睿悦, 栗向辉, 陈文祥, 董军*.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正负离子实

时切换法测定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潜在危险因素.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北京

医院,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年医学研究所)

A-85 常岑, 彭亚纯, 龚张斌*, 吴谦*. 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大鼠骨骼肌游离脂肪酸

分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A-86 李宙显, 张凌怡, 张维冰*, 叶明亮*. 超亲水性 SiO2@HPG 材料用于糖肽富集. (华东理

工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A-87 赖灿, 李吉楠, 王方军*. 基于纸靶片的蛋白质酶解和质谱检测集成化分析新方法. (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A-88 石海珠, 岳玉华, 袁洁, 张汀溢, 封顺*, 王吉德. 基于尿液代谢组学研究蓝莓花青素对

C57BL/6 小鼠黑色素瘤抑制作用. (西南交通大学, 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石油与天然气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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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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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鸣谢

第 22 届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及仪器展览会会议组委会衷心感谢以下单位和

企业的赞助和支持。

铂金赞助商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39、50、51、52）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68、69、70、71）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53、55）

金牌赞助商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8）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29）

沃特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0）

铠爱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6）

大赛璐药物手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72）

镤镦实验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73）

普通赞助商

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3、32）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6）

深圳市昂为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27）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5）

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分析技术产业研究院 （展位号：36）

迪马科技 （展位号：7）

大阪曹达集团三耀精细化工品 （展位号：38）

依利特仪器 （展位号：57）

上海暄泓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77）

日立高新技术公司 （展位号：76）

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75）

美国力可公司 （展位号：25）

上海仁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00）

第
22

届
全

国
色

谱
学

术
报

告
会

及
仪

器
展

览
会



- 56 -

上海伍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101）

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02）

上海科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03）

台州市创导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1）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

广州智达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

雪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

Kromasil （展位号：7）

上海登晨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6）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7）

浙江福立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

北京振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9）

上海三为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10）

江苏汉邦科技 （展位号：12）

北京捷安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13）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5）

北京明尼克分析仪器设备中心 （展位号：78）

上海同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79）

北京普立泰科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80）

上海思达分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81）

北京绿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2）

华质泰科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83）

锶泰斯(上海)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20）

瑞士哈美顿博纳图斯股份公司上海代表处 （展位号：6）

睿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1）

成都科林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87、88）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2）

山东鲁南瑞虹化工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86）

上海唐亚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18、19）

北京欧米科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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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支持媒体

仪器信息网——www.instrument.com.cn

《分析试验室》——www.analab.cn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www.springer.com/41664

《色谱》——http://www.chrom-China.com

《分析化学》——www.analchem.cn

中国化工仪器网——http://www.chem17.com

分析测试百科网——http://www.antpedia.com

其他赞助

优秀青年口头报告奖：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优秀墙报奖：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胸牌赞助：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会议资料袋：仪器信息网

会议用本和笔：《分析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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