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 2018 年

年会暨第 4 届华夏循证医学与临床研究论坛

第 10 届中国循证与转化医学高峰论坛

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仁：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 2018 年年会暨

第 4 届华夏循证医学与临床研究论坛、第 10 届中国循证与转化

医学高峰论坛定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8 日在江苏·南

京·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和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杂志社共同主办，中华预防医学会循证

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南京中医药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江苏

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大学循证与转化医

学中心和江苏法迈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会议以“临床

研究·循证转化·知证决策”为主题，特邀请国内外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药学、临床药学、药物经济学、临床

流行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讲授循证医学、循证预防医学、临

床研究等领域的前沿信息。设置了系统评价/Meta 分析培训班、

高阶 Meta 分析培训班、临床数据挖掘培训班、临床研究方法学

进展学习班、循证中医药论坛、医学实践与探索论坛、双心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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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循证预防医学论坛、循证社会科学论坛等，期间还将会召

开指南/共识研讨会、专著/教材编写会等。会议旨在为预防、临

床、护理、药学、中医、药物经济学、医学情报学、循 证医

学、相关企业及管理部门的专家学者们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

的平台，所有参会者均可获得国家继续教育学分 8 分及获赠由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与系统评

价/Meta 分析》。

会议同期召开 2018 年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循证医学与临

床研究方法学研讨会”[编号：2018-17-00-192 (国)]。

具体会议信息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8 日，会期 4 天。

二、会议地点

江苏·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三、大会组织架构

（一）顾问委员会（按拼音排序）：

陈灏珠（院士） 陈韵岱 高润霖（院士） 郭继鸿 韩德民（院士）

胡大一 韩雅玲（院士） 李幼平 李天德 陆 林（院士）

刘力生 商洪才 舒红兵（院士） 宋福建（英国） 尚永丰（院士）

唐金陵 吴勉华 王永炎（院士） 王吉耀 魏经汉 袁聚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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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晔 赵步长

（二）名誉主席（按拼音排序）：

高润霖（院士） 韩德民（院士） 王永炎（院士）

（三）大会主席：

王行环 魏万林

（四）大会共同主席（按拼音排序）：

陈谦明 陈新石 陈韵岱 陈玉根 程海波 贺大林 霍 勇

花宝金 李俊峡 李学斌 刘 荣 刘惠亮 刘梅颜 吕树铮

马长生 孟庆义 任学群 史录文 宋咏堂 孙 鑫 拓西平

万 征 王 文 王 显 杨新春 杨跃进 杨 俊 詹思延

曾宪涛 张伶俐 张海澄 张 薇 赵连友

（五）执行主席（按拼音排序）：

陈 昊 吕 军 刘梅颜 林丽开 彭晓霞 田国祥 尹庆锋

曾宪涛 张荣贵

（六）大会秘书长：

田国祥 曾宪涛 朱风雷

四、会议内容

（一）、会议报到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6 日

（二）、大会主论坛——医学实践与探索论坛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全天至 28 日（周日）上午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学术报告厅



主席：王行环 魏万林

时间 主题及讲者

10月 27 日

08:30-09:10 开幕式及合影

开幕式主持 程海波 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一版块：循证思辨

主持 魏万林 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陈玉根 教授（江苏省中医院）

09:10-09:40 如何提升大学附属医院的学术影响力

——王行环 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09:40-10:10 科技发展与医学进步

——贺大林 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10-10:40 学术刊物与学科建设

——陈新石 教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10:40-10:50 茶歇

主持 徐增光 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待定

10:50-11:30 Evolution of EBM and Systematic Reviews

——Khalid Khan  教授（Women’s Health and Clinical 

Epidemiology at Bart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11:30-12:00 超越循证外科的外科决策



——任学群 教授（河南大学医学院）

12:00-13:30 午餐

第二版块 方法前沿

主持 范军铭（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待定

13:30-14:00 疾病的关联性——基于病历数据的挖掘

——董群峰 教授（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tritch

School of Medicine）

14:00-14:30 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临床数据分析及结果评价

——陈冠民 教授（Depart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gary）

14:30-15:00 计算机模拟与循证卫生决策

——宋福建 教授（Norwich Medical School,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5:00-15:30 大数据与流行病分析

——魏 晟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

15:30-15:50 茶歇

主持 孙 峰 研究员（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待定



15:50-16:20 医研企一体化促进中国医药产业升级

——史录文 教授（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16:20-16:50 临床路径适用性评价及优化

——林丽开 教授（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16:50-17:20 Why Cochrane should prioritise sharing data

——邝心颖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17:20-18:00 基于“临床科研一体化”技术的临床大数据研究

——尹庆锋 总经理（江苏法迈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8:00-20:00 晚餐

第三版块 循证转化

主持 待定

08:30-09:00 指南数据库——现状与思考

——杜 亮 副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00-09:30 针刺治疗肥胖循证临床实践指南

——徐 斌 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09:30-10:00 TUPKP 治疗 BPH 临床实践指南

——靳英辉 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00-10:20 茶歇

主持 待定

10:20-10:50 口腔白斑诊治临床实践指南

——陈谦明 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0:50-11:20 追求最有价值的药学服务



——翟所迪 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1:20-11:50 真实世界证据与医疗决策

——孙 鑫 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50-12:00 闭幕式

（三）、系统评价/Meta 分析初阶培训班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周四）下午至 26 日全天（周五）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小报告厅

主席：郭 毅 陈 昊

10 月 25 日

主持 陈 昊 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13:50-14:00 开幕式

14:00-15:00 循证医学与系统评价/Meta 分析

——郭 毅 教授（武汉大学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

15:00-15:50 临床研究设计类型及特点

——刘 晴 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50-16:00 茶歇

16:00-17:0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选题

——曾宪涛 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7:00-18:00 文献检索方法与技巧

——待定

18:00-19:00 晚餐



19:00-20:30 Meta 分析常用指标解读及 RevMan 5.3 软件的使用

——拜争刚 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10 月 26 日

主持 待定

08:30-09:20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李 玲 博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20-10:10 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

——曹 越 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10-10:20 茶歇

10:20-11:10 Meta 分析的统计学基础

——童铁军 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应用数学系）

11:10-12:0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报告规范

——张永刚 博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00-13:30 午餐

主持 待定

13:30-14:40 病因性及剂量-反应 Meta 分析的制作

——曹世义 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14:40-15:4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汇总评价的制作

——马 彬 博士（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15:40-15:50 茶歇

15:50-16:5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证据分级

——陈 昊 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16:50-17:5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常见问题分析

——田国祥 博士（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社）

（四）、高阶 Meta 分析培训班（序贯及网状 Meta 分析）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周五）08:20-18: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201 教室

主席：孙 凤 曾宪涛

主持 待定

08:20-08:30 开幕式

08:30-09:30 网状 Meta 分析概述及进展

——孙 凤 博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09:30-10:50 序贯 Meta 分析

——翁 鸿 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50-11:00 茶歇

11:00-12:00 网状 Meta 分析的选题与注册

——张 超 博士（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12:00-13:30 午餐

主持 待定

13:30-14:30 不一致性的检验与处理方法

——张 超 博士（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14:30-15:30 基于贝叶斯统计的软件操作

——张 超 博士（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15:30-15:40 茶歇

15:40-16:40 网状 Meta 分析案例剖析

——曾宪涛 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40-18:00 基于频率学的软件操作

——张 超 博士（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五）、临床数据挖掘学习班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周五）13:30-21: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1 号小会议室

主席：吕 军

主持 杨 津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13:40 开幕式

13:40-15:00 医疗大数据挖掘相关临床研究设计的快速入门要点

——吕 军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50 SEER 数据库介绍及使用说明

——杨 津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50-16:00 茶歇

主持 杨 津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17:00 SEER 数据库使用案例详解 1

——潘振宇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8:00 SEER 数据库使用案例详解 2

——陈思颖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00-19:00 晚餐

主持人 潘振宇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00-20:00 SEER 数据库使用案例详解 3

——杨 津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0-21:00 集中问答辅导（吕军、潘振宇、陈思颖、杨津）

（六）、临床研究方法学进展学习班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周五）13:30-17:3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216 教室

主席：彭晓霞

主持 待定

13:30-14:30 从临床问题凝练研究问题

——彭晓霞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4:30-15:30 估计样本量与效能分析

——陈冠民 教授（Depart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gary）

15:30-15:40 茶歇

15:40-16:40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李 楠 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40-17:30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理念下的生存及预后评价

——王 丽 博士（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学院流行

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七）、双心医学论坛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周五）14:00-18: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3 号小会议室

主席：刘梅颜

议程待定

（八）、循证中医药论坛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09:30-12:1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小剧场

主席：程海波

主持 待定

09:30-10:00 涵盖科学观与人文观的循证医学发展——兼谈循证中

医药学科的未来前景

——商洪才 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0:00-10:30 题目待定

——李 梢 教授（清华大学）

10:30-11:00 题目待定

——谢雁鸣 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

学研究所）

11:00-11:10 茶歇

11:10-11:40 题目待定



——卞兆祥 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11:40-12:10 医疗干预措施评价的优先性及证据转化

——刘建平 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九）、循证预防医学论坛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14:00-18: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3 号小会议室

主席：魏万林 田国祥

主持 魏万林 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待定

14:00-14:10 开幕式

14:10-14:50 大数据时代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设计与实施

——吕 军 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30 京津冀生活社区自然人群队列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张 玲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5:30-16:10 题目待定

——程海波 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

16:10-16:30 茶歇

主持 章海涛 教授（南京军区总院）

待定

16:30-17:10 题目待定

——待定



17:10-17:50 高质量临床科研的几点思考

——田国祥 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17:50-18:00 会议总结

（十）、循证社会科学论坛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14:00-20:30

地点：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礼堂

主席：张 曙 拜争刚

主持 张 曙 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

中心）

14:00-14:10 开幕式

14:10-14:30 健康中国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发展

——邹学银 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学会秘书长）

14:30-14:50 循证社会工作助力“健康中国 2030”规划

——张 曙 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

康研究中心）

14:50-15:10 从循证医学到循证社会科学

——杨克虎 教授（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15:10-15:30 循证社会科学促进“健康中国 2030”规划

——拜争刚 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

康研究中心）

15:30-15:50 茶歇



主持 赵 斌 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

究中心）

15:50-16:10 循证心理学促进中国人群心理健康发展

——杨文登 副教授（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16:10-16:30 循证管理与健康

——李 乐 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

16:30-16:50 循证环境治理助力环境健康

——樊景春 副教授（甘肃省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

16:50-17:10 循证实践在老年健康中的应用

——童 峰 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

17:10-17:30 中国循证矫正促进社会融入健康

——邓 巍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

17:30-17:50 美国循证社会工作对促进我国大健康发展的启示

——刘米娜 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

健康研究中心）

17:50-18:00 论坛闭幕式

18:00-19:00 晚餐

19:00-20:30 《循证社会科学-理论版》定稿会（地点:南京理工大

学公共事务学院 231 会议室）



（十一）、中国肾脏病大数据应用创新联盟平台规范化培训暨数

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凭邀请函参加）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14:00-18: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216 教室

主席：孙伟

14:00-17:00，规范化培训（议程待定）

17:00-18:00，中国肾脏病大数据应用创新联盟数据监查委员会

成立大会

（十二）、优秀论文口头汇报会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周六）19:00-21:00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 1 号小会议室

主席：靳英辉 张超

议程待定

（十三）、临床研究及指南共识研讨会（凭邀请函参加）

待定

五、会议投稿

本次研讨会面向高校、医院、疾控中心、医药企业与循证教

研实践相关的机构等进行征稿，具体要求如下：



（一）会议投稿使用摘要形式，稿件提供<600字中文电子版（Word

文档格式）。摘要须按标题、作者、单位、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的格式撰写；不适合撰写成结构式

摘要的，可采用非结构式摘要。

（二）来稿一般应为未曾公开发表的稿件，若为已发表的稿件请

在摘要关键词下方注明发表的署名作者、期刊名、卷期和页码。

（三）稿件内容为循证医学、循证预防医学、循证公共卫生与卫

生决策、循证社会科学、循证医学教育、循证药学、循证护理学、

药物经济学、临床研究、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临床路径、临床实

践指南、卫生技术评估、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和案例报告。

（四）会议论文经过审核通过，均采用壁报形式展示并载入大会

论文集，大会组委会将另行评选优秀稿件作为口头报告及颁发证

书。审核通过论文经作者申请可提交全文至《中国循证心血管医

学杂志》、《河南大学学报（医学版）》正刊优先发表。

（五）会议投稿请发送至会议邮箱 ebmcr@vip.163.com。征文免

交审稿费。

（六）会议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09 月 30 日。

六、参会人员

国内外循证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药学、临床药

学、药物经济学、临床流行病学等领域的专家。

七、重要日期

（一）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20日。



（二）会议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09 月 30 日。

（三）现场注册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26 日。

（四）开幕式日期：2018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五）备注：刷公务卡的单位参会人员请提前通过邮件提交参会

回执表，以会议回执时间为准。

八、注册方式及费用标准

（一）注册方式：通过下述方式注册并将“参会回执表”发至

ebmcr@vip.163.com 或现场注册。

（二）注册费用及说明：

1. 注册费用见下表。

注册时间 8月31日前 9月30日前 9月30日后

论坛 1000 元 1200 元 1500 元

（1）系统评价/Meta 分析

初阶培训班
1000 元 1200 元 1500 元

（1）+论坛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2）高阶 Meta 分析培训 1000 元 1200 元 1500 元

（2）+论坛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3）临床数据挖掘学习班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3）+论坛 12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4）临床研究方法学进展

学习班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4）+论坛 12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 提前注册时间在上述截止之前方可享受提前注册优惠价格

（以汇款时间为准）；团体注册（5 人及以上）自动按前一个阶

段收取。

3. 特别说明：刷公务卡的参会者请先行发邮件与会务组确认报

名，按照确认时间确定是否为提前注册。

（三）缴费方式：

1. 请将注册费汇款至大会指定银行账户：

 开户名：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鼓楼支行

 账号：0200003209014448638

 行号：102100000329

2. 现场缴费及刷公务卡的现场收取并开票。

3. 备注：汇款时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参会者姓名+循证

医学分会”，同时将汇款凭单扫描/拍照件、个人联系方式、发

票开具单位及参会类型发送至邮箱 ebmcr@vip.163.com。

4. 刷公务卡的单位参会者请先行报名参会，于会议当日刷公务

卡缴费。

（四）注册确认：组委会收到注册费后以电子邮件及短信的形式

向您发送“注册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

（五）参会回执表

姓 名 性别 专业

工作单位 科室



单位地址 邮编

座 机 手机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

参加会议： □ 系统评价/Meta分析初阶培训班（10月25日下午至

26日全天）

□ 系统评价/Meta分析初阶培训班（10月25日下午至

26日全天）

□ 高阶Meta分析培训班（10月26日全天）

□ 临床数据挖掘学习班（10月26日下午至晚上）

□ 临床研究方法学进展学习班（10月26日下午）

□ 双心医学论坛（10月26日下午）

□ 医学实践与探索论坛（10月27日全天至28日上午）

□ 循证中医药论坛（10月27日上午）

□ 循证预防医学论坛（10月27日下午）

□ 循证社会科学论坛（10月27日下午至晚上）

是否缴费 缴费时间：         缴费金额：

住宿安排（如无需预订住宿则不填写）

入住需求

□单人入住——大床房 □ 带人入住——双标间

□ 接受拼房——双标间（会务组将安排您与其他参会

者同住一间，共同承担会议期间房费）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注：word 版本的单独的参会回执表请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循证



与转化医学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whuzncebtm.com/）下载

（ 找 到 会 议 通 知 点 击 进 入 即 可 看 到 ） 或 通 过 邮 箱

（ebmcr@vip.163.com）向会务组索取。

九、会议联系人

（一）注册联系：

1.张 琪18871470775

2.曹 越15872354916

3.陈 露17715275699

邮箱均为：ebmcr@vip.163.com

（二）投稿联系方式：

黄笛 13477062502；邮箱：ebmcr@vip.163.com

（三）会务联系方式：

1.曹 越15872354916

2.陈 露17715275699

3.张荣贵15951925285

4.陈 昊13451862983

邮箱均为：ebmcr@vip.163.com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