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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临床科研统计国家继续教育 

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强化临床科研思维、提升科研技能水平，掌握医学研究新方法

新技术，以解决临床问题和论文发表为目标，实现从科研选题、设计、

实施和科技论文撰写发表全流程的综合能力提升。由四川省精神卫生

中心、《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辑部等主办的全国临床科研设计与统

计分析培训班将于 2018年 10月 12日-14日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 

届时，将邀请国内医学科研统计领域专家、临床专家、长期扎根

在医学科研一线的实战工作者，紧紧围绕临床医学科研链条的各节点，

强调理论和实战相结合，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相交融，以内容丰富、

灵活多样的报告形式与全体参会者进行深入的互动和交流, 同期成

立中美人格障碍诊治研究中心，欢迎全国同道积极参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一）授课内容 

1.临床科研选题方向与思路，医学科研设计核心思想与关键技术，

科研课题实施质控方法，经典统计分析方法在临床试验研究中的运用 

2.基于临床提示的标书撰写方法与科研课题申报策略，临床科研

数据共享关键技术及开发 

3.人工智能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大数据的计算机处理 

4.临床实践指南的制订流程、评价关键技术及临床应用注意 

四 川 省 精 神 卫 生 中 心 
四 川 精 神 卫 生 杂 志 编 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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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影响因子学术论文的统计解读与分享——以 NEJM， LANCET，

JAMA和 BMJ期刊论文为例 

（二）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工作会议   

1.编辑部工作报告 

2.2019年度选题策划会 

二、授课专家 

唐向东，1996 年在华西医科大学获精神病学博

士学位，1998-2009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东

弗吉尼亚医学院担任博士后、助理教授和副研究员；

2009 年至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担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发表基础与临床睡眠医学 SCI 收录期刊论

文 90 余篇，包括在领域中有较高影响力的 Sleep，

Sleep Med Rev，Biological Psychiatry，Thorax 和 Hypertension 等著名

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累计影响因子近 400，总引用 3000 余次，数

篇论文获特邀述评，并荣获过美国心脏学会 2016 年颁发的高血压领

域顶级优秀论文奖。担任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学会睡

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BMC Psychiatry 副编辑，Sleep Breath

编委；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海

外与地区合作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 等课题。 

 

孙瑞华，医学统计研究员，中日友好医院临

床研究数据平台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临床研究质量促进中心中日

友好医院中心主任。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秘

书长，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临床研究质量与

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临床流行

病学和循证医学分会常务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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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洪才，医学博士，循证医学博士后，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师从王永炎院士、张伯礼院士、李幼

平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医内科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心血

管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临床研

究分会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上市后再

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临床科研统计方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先后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组部万人计划等。

从事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评价及方法学研究。 

 

 

张菊英，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副主任、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医药卫

生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

统计与卫生决策、卫生统计方法应用、临床科研设

计与数据分析。 

 

 

陈耀龙，医学博士，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实施与知识转化合作中心主

任，GRADE中国中心主任，亚洲指南协会（GIN）秘

书长，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循证决策方法

工作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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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

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卫生信息

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理论与方法专委会常务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统计分会常务委员，《中

国卫生统计》、《中国医院统计》杂志编委，国际

生物统计学会中国分会委员，亚太华人生存质量协会委员。主持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省部项目 4 项、山西省教学改革项目 4 项。

主编《潜变量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医学与人文》（中国当

代出版社），《生物医学研究中的统计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副

主编，参编多部著作与教材。发表 SCI、SSCI、CSCD等收录的论文

10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潜变量结构模型量化研究、机器学习与深

度学习等相关统计方法研究；慢性病生命质量评价与随访和疾病管理；

风险评估与高危人群筛选、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冠心病-心衰-脑卒

中）、肝硬化等临床队列与疾病转归研究。 

 

 

黄国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全国健康素养巡讲专家，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危机

干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CBT专

委会危机干预学组组长、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

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物质滥用协会社会心理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精神卫生》执行主编，四川省卫计委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主研完成国际国内课题 10多项，在国内外发表中英论文 70

多篇，主编参编教材、专著 10多部，著述 100多万字。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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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昆，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精神大科主任、

心身一科主任、临床心理研究室主任。四川省心身医

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老年心理卫生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西部重性精神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省医师

协会精神医学专委会常委，省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心

理治疗专业组副组长，省心理咨询与治疗专委会委员，绵阳市心身医

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李长平，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

士，主要研究方向：综合评价与决策、统计学方法

与流行病学、临床研究中的统计学方法。世界中联

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血

液病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计

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预防医学会第

三届卫生统计与信息分会委员，天津市预防医学会理事，天津市心脏

学会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或参加国家、省部级、局级科研项

目共 11项。其中主持省部级课题共 5项，参加国家级课题 1项、省

部级课题 3项、局级课题 2项。编写教材、论著共 27部。 

 

    彭斌，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2011-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访问学者。重庆市预防医学会监事会委员、卫生

统计专委会秘书长、国际生物统计协会中国分会

（IBS China）副秘书长、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

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数据组成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Bioinformatics、Atherosclerosis

等杂志通讯审稿人。长期从事医学统计学相关领域教学与研究，研究

领域包括医疗生物大数据统计建模、医学抽样调查研究、疾病风险评

估、临床试验设计及统计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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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为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项目，项目编号 2018-12-05-024

（国），全程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9分。 

四、参会对象 

（一）各级各类医院、高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单位的医

生、护士、教师等科研工作者；在读本科、进修、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博士后人员；医学、药学及心理学等相关期刊社（编辑部）和出版社

编辑；科研课题负责人和参与者。 

（二）《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全体编委、青年编委，各工作站负

责人及 2-3名成员原则上必须参加，如确因其他事务不能参加者，请

向主编或执行主编请假，并请派代表参会。 

五、会议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 10月 12日 10:00-19:00 

报到地点：富乐开元酒店（剑南路东段 209号） 

大会时间：2018年 10月 13日-14日 

大会地点：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科教综

合楼七楼 

六、注册费及缴费方式 

每位参会代表需交注册费（见下表，含资料费及会议期间餐费），

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凭发票回单位报销。 

 2018 年 10 月 1 日之前 2018 年 10 月 1 日之后（含） 

一般参会代表 900 元/人 1280 元/人 

团体代表（3 人及以上） 700 元/人 1080 元/人 

学生（凭有效学生证） 400 元/人 600 元/人 

（一）银行汇款 

即日起可向下列指定账户汇款： 

户名：绵阳市心理学会   

开户行：绵阳市建设银行涪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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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5100 1657 7370 5900 0086 

请在汇款凭据空白处注明：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缴费人数，

并及时将汇款凭据拍照成 JPG 图片发送至邮箱 3197552679@qq.com，

以便确认、出具发票。 

（二）支付宝支付  

后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转账时请备注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和

缴费人数。 

（三）现场缴费 

报到当日现场注册缴费，可刷卡、现金支付。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一）交通及注册交费咨询： 

陈  霞（13340894379，邮箱 435933106@qq.com） 

    何丽娟（15196226777，邮箱 281857204@qq.com） 

    唐雪莉（15284031355，邮箱 244340858@qq.com） 

（二）综合咨询： 

吴俊林（15228433615，邮箱 305410120@qq.com） 

具体事宜也可微信咨询，请扫描下方“大会报名”二维码加为微

信好友。 

 

    附件：1.大会议程 

          2.参会回执及酒店交通信息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辑部        绵阳市心理学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mailto:邮箱281857204@qq.com
mailto:邮箱3054101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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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床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国家继教培训班日程 

(2018.10.12-14 中国 绵阳) 
 

10 月 12 日 报到注册 

10:00-19:00 
参会代表报到  

地点：开元酒店一楼大厅 

18:30-20:00 自助晚餐【酒店三楼中庭】 

 

10 月 13 日 大会报告 

【科教综合楼七楼】 

时  间 内  容 讲者/专家 主持人 

8:00-8:30 
主题培训开幕式、中美人格障碍诊疗

研究培训中心挂牌、合影 
领导、专家 黄国平 

8:30-9:20 医学科研设计核心思想与关键技术 

张菊英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

生学院 

鲍天昊 

邹韶红 

 

9:20-10:10 临床科研统计思维的建立与应用 

孙瑞华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与

数据管理平台副主任 

李正发 

孙  毅 

10:10-10:20 茶  歇 

10:20-11:10 人工智能与临床科学研究 

商洪才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中医内科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洪明 

杨林泉 

11:10-12:00 循证临床实践指南的制订与评价 
陈耀龙 教授 

兰州大学 

许锦泉 

高  俊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量化研究的统计方法 
张岩波 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 

张英辉 

陈思宇 

14:00-15:00 临床科研课题设计与基金申请 
唐向东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霍小宁 

谭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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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茶  歇 

15:10-16:10 
基于临床实证研究的疾病诊断标准解

读——以 ICD11 中 PTSD 为例 

黄国平  教授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李  刚 

邹开庆 

16:10-17:10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人格障碍临床访

谈与诊治 

杨  昆 教授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杨  辉 

张  龙 

17:10-18:30 工作报告及 2019 年度选题策划会 
全体编委、青年编委、

各工作站负责人 
唐向东 

18:30-20:00 自助晚餐【酒店三楼中庭】 

 

10 月 14 日 大会报告 

【科教综合楼七楼】 

8:00-10:00 
医学统计学技术在临床科研中的应用 

——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论文解读 

李长平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 

张  勇 

谢国军 

10:00-10:10 茶  歇 

10:10-12:10 
生存资料分析关键技术 

及应用案例分析 

彭  斌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彭卫兵 

廖文斌 

 

12:10- 自助午餐【酒店三楼中庭】、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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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国家继教培训班参会回执 

 

附交通及酒店信息： 

绵阳南郊机场已开通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直飞航班，机场距富乐开元酒店 9 公

里，打车约 20 元。 

绵阳火车站距富乐开元酒店 10 公里，打车约 25 元。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可乘坐动车抵达绵阳火车站，时长约 1 小时。 

 

 

参会代表基本信息（必填）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职务  职称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注册费缴纳信息（必填） 

缴费方式  □银行转账 □支付宝转账   □现场缴费 缴费金额       （现场缴费可不填） 

发票抬头  发票税号   

住宿信息 

请参会者自行预订住宿，会议合作酒店信息如下： 

富乐开元酒店（房价含早餐）：单间（270 元/间/夜）  标间（260 元/间/夜，可拼房） 

酒店地址：绵阳市剑南路东段 209 号    酒店订房电话：187 8115 2722（陈经理） 

注： 

1.因参会人数较多，建议提前预订住宿。也可自行选择附近其他酒店入住。 

2.请扫描下方“大会报名”二维码为微信好友，获取 word 版参会回执，并咨询相关报名事宜。请将完整填

写的 word 版参会回执发至 3197552679@qq.com。 

（特别提醒：现场缴费的发票会后由财务统一开具，报到注册时请告知您的邮寄地址，以便会后邮寄） 

mailto:上表填写扫描后请发至会务组邮箱cqslee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