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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临床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继教培训班的通知

备相关单位 :

科研来自于临床实践,同时又能很好地促进临床发展。随着医改和分级诊疗的推进,对

临床医务工作者的服务能力和科研学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丰富的临床资源转化为

科研学术成果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为进一步强化临床医护人员科研思维训练、帮助临床医护人员提高科研选题、设计、实

施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促进科研、临床的相互转化与发展,值此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 3o

周年之际,由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辑部等联合策划了
“
临床科研方

法与论文写作
”
系列主题继教培训班。第一期拟定于 ⒛17年 5月 5日 T̄日在四川绵阳举办,

主要内容包括医疗、
4护

理科研选题、科研设计及统计分析、标书撰写与论文写作规范和系统

评价等专题,参培人员可同期观摩在绵举办的四川省精神科医师病例演讲比赛。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

-、 主要培训内容

(一 )大型临床研究及其启示:分析近 5年国际上有影响的队列研究及随机对照试验的

主要发现、对临床的影响及尚需解决的问题。

(二 )临床试验研究设计及案例分析。

(三 )调查研究方法及案例分析。

(四 )医学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问题及实例分析。



(五 )医学论文撰写规范、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六 )基于临床提示的科研标书撰写及课题申报注意事项。

(七 )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八 )心理测量工具的编制与应用:量表的选择、编制及其信效度分析。

(九 )科研学术水平的提高与临床学科建设的讨论。

(十 )参培人员可准备一份课题标书或论文,参加专家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

二、主要培训专家

唐向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教授、《四川精神卫生》杂志主编);黄悦勤 (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教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辑部主任);陈浩元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编辑学报》主编λ 李长平 (天津医科大学统计与流行病学教授);王芙蓉 (国防科技    ′

大学军事心理学教授);杜亮 (四川大学 《华西医学》期刊社社长);黄晓琦 (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影像学教授);任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教授λ 黄国平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副院长);吴俊林 (《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辑部主任)。

三、培训对象

(一 )各级医生、护士、医学科研工作者及爱好者;

(二 )在读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

(三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委;

(四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青年编委 (原则上必须参加,如确实因其他事情不能参加者,

请提前向编辑部主任请假);

(五 )拟申请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青年编委的相关人员 (要求见附件 2);

四、时间及地点

(一 )培训时间:zO17年 5月 5日 T̄日

(二 )培训地点: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科教楼 7楼学术厅

(三 )报到时间:zO17年 5月 5日全天

(四 )报到地点:绵阳市开元酒店一楼大厅 (游仙区剑南路东段109号 )

五、注册费用、名额及学分

(一 )10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交通及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凡单位注册在 3人以上

者,优惠至BO0元/人 ;全日制在校学生sOo元/人。为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须名额有限,额

满为止。



(二 )凡全程参与并培训合格者,拟发放专用培训合格证书、授予继续教育学分 10分。

六、缴费方式

银行汇款:从即日起可向以下指定账户汇款

户名:绵阳市心理学会

开户行:绵阳市建设银行涪城支行

则艮疾劳: 51001657737059000086                                q

请在汇款凭据空自处注明:姓名、单位全称、联系电话、缴费人数,并及时将汇款凭据

拍照为 JPG图片发送至邮箱 s刂sws@163.com,以 便确认,出具发票。

七、联系人

膨衣昂葑卢π (0816ˉ2285679, 18109068990); 痔旨爿鹭”币 (0816■2285679, 15284031355)

邮 箱 :叫 sws@163· com

附件:1。 培训回执

2.扩招青年编委及要求

3.“ 临床 与论文写作
”
培训日程

zO17年 2月 刃 日

附件 1

Jb霸

辶 。。9。。四

培 训 回 执

姓名 性另刂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由阝斧自 是否住宿

注意:为保证您的参会质量,请各单位参培人员于⒛17年 4月 犭 日前填写并返回参会回执至邮箱 s臼 sws@163.∞m。



附件 2

扩招青年编委及要求

1.入选条件

(1)精神、神经、睡眠、心理等医疗、护理及相关科研工作者;

(2)积极参与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的投稿工作,积极参加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主办

和协办的各类学术会议;

(3)硕士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者 ;

(4)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 ,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2篇论文以上者优先 ;

(5)主持或主研国家、省部级课题,获得较大研究成果者优先。

2.青年编委权利

(1)聘期4年,并颁发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青年编委聘用证书;

(2)青年编委本人文章或推荐的文章,符合要求者可优先发表;

(3)表现突出者经编委会同意可吸收进入本刊编委会。

3.青年编委义务

(1)积极参加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青年编委会会议,积极为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

(2)每年至少投稿或推荐 3篇文章 ;

(3)积极参加审稿工作,每两个月至少审稿 1篇。

4.报名方式

请填写
“《四川精神卫生志》杂志青年编委申请表

”
彷罪绢乏啷 ~psy‘蚓m。Ⅱ酰cn下载),并发

送至 s刂sws@“ 3·com。 报名截止时间zO17年 4月 ” 日 (周六)。



附件 3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 sO周年庆暨临床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继教培训日程
(2017.05。 Os-07,四 川 绵 阳 )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专家 主持人

5.5

13∶30-18:00
杂志 30周年庆祝活动之 :

四川省精神科青年医师病例演讲比赛

各相关专业机构参赛,邀请

知名专家、学者现场点评
黄国平

16:30ˉ 18∶00
杂志 30周年庆祝活动之:与名家自由对话

如何做一名优秀的青年编委与审稿专家

陈浩元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等
吴俊林

18∶ 00ˉ 自助晚餐

5.6

8:30ˉ 9∶00
杂志 30周年庆祝活动之 :

主题继教培训开幕式、合影

汪 辉 院长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等
黄国平

9∶00-9:20
杂志 30周年庆祝活动之:主题报告

《四川精神卫生》过去、现在与未来

吴俊林 主任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杜向东

9∶ 20ˉ 9∶ 30 茶 歇

9:30ˉ 10∶ 30
如何从临床工作中发现科研线索 :

国内外大型临床研究及其启示

唐向东 主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

余成明

卞清涛

10∶30-12∶00 现场调查研究方法及案例分析
黄悦勤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何红波

王洪明

12∶ 00ˉ 12∶ 10 上午专家集中答疑 黄国平

12△ 0- 自助午餐及午休

14∶ 00-15∶30 常用临床试验研究设计及案例分析
李长平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

谭友果

熊 辉

15∶ 30ˉ 15:45 茶 歇

15∶ 45-17∶ 15 医学论文常见统计学问题及实例分析
吴俊林 主任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孙振晓

彭卫兵

17∶ 15ˉ 18∶ 00 科研学术水平提高&临床学科建设讨论
黄国平 教授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盖广庆

杨 昆

18∶ 00ˉ 18∶ 10 下午专家集中答疑 吴俊林

18∶ 10- 自助晚餐

5.7

8∶ 30ˉ 10∶ 00 系统评价与 Meta分析概述
杜 亮 教授

四川大学 《华西医学》期刊社

霍小宁

余会平

10∶ 00ˉ 10:15 茶歇

10∶ 15-11∶45 医学论文撰写规范及常见标准解读
陈浩元 教授

《编辑学报》主编

高 俊

吴俊林

11∶ 45ˉ 12∶ 00 上午专家集中答疑 唐雪莉

12:00ˉ 自助午餐及午休

14∶ 00-15∶ 30 常用心理测量工具的编制、应用及评价
王芙蓉 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

丁志杰

杨慧琴

15∶ 30-15∶45 茶歇

15∶ 45ˉ 16∶45 科研标书撰写及课题申报注意事项
黄晓琦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英辉

廖文斌

16∶ 45ˉ 17∶30 sCI英文论文写作技巧与经验分享
任 蓉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黄长海

张 琥

17∶ 30-17∶ 45 下午专家集中答疑 姚 静

17∶ 45ˉ 自助晚餐、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