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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 3 届系统评价/Meta 分析培训班
邀
尊敬的

请

函

专家

系统评价/Meta 分析是循证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最佳证据的重要来源之一，
亦是开展临床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及选题前极有价值的工作；而临床流行病学的
功底是开展高质量系统评价/Meta 分析与临床研究的关键保证。近年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的重要性被医学界所共识，论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质量良
莠不齐，临床研究设计相关知识匮乏是导致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好的系
统评价/Meta 分析不仅本身就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是制定/修订临床实践指
南和临床路径的证据来源，更能为临床实践及未来研究提供启示——Increasing
Value and Deducing Waste。
为帮助广大初学者和具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者更好地制作、撰写与发表系统评
价/Meta 分析论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在院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于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组织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首届系统评价/Meta 分析培训班”、“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第 2 届系统评价/Meta 分析培训班”，获得了全院师生员工的好评并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考虑到每年都有新的员工和学生进入医院/学院，及温故而
知新，故中心现依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组织国内循证医
学研究与实践领域顶尖实战专家举办第 3 届系统评价/Meta 分析培训班，以帮助
初学者迅速掌握临床研究设计的知识、系统评价/Meta 分析制作方法与撰写、发
表技巧，帮助有经验的研究者提高对系统评价/Meta 分析设计关键技术和方法的
认识水平，提高论文质量，增加在高水平期刊发表几率。本次培训班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08 日至 10 日；为了保证培训效果，本次培训班设置 150 位名额，全院
师生员工请凭借职工证和学生证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按下文所述方式完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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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报满名额为止。此外，为了体现中心的社会服务功能，本次培训班设置 30
位院外名额。
期待您的支持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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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一、会议组织
1. 主办单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
2. 负责部门：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
武汉大学中第二临床学院循证与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
武汉大学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
二、会议事宜
1. 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30 日，以邮件为准
2. 报到时间：2017 年 12 月 08 日 12:00-13:30
3. 报道地点：武汉大学医学部 302 教室
4. 培训时间：2017 年 12 月 08 日至 10 日
5. 培训地点：武汉大学医学部 302 教室
6. 培训方式：采用集中讲授的方式。因涉及软件操作学习，学员需自带笔记本
电脑，主办方提供插线板
7. 培训对象：医学、药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医学影像、医学检验、
核医学及其他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住院医师和其他凡有兴趣的医务工作者和
研究者
8. 内容安排：
时间

主题

讲者

2017 年 12 月 08 日（周五）
14:00-14:15

开幕式+领导致辞+合影留念

14:15-16:00

循证医学与系统评价/Meta 分析概述

16:00-16:05

茶歇

16:05-17:4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选题

17:40-19:00

晚餐

19:00-20:30

临床研究设计类型

郭

毅

教授

张永刚

主任

待定

2017 年 12 月 09 日（周六）
08:30-10:30

文献检索常用数据库及技巧

10:30-10:40

茶歇

田金徽

教授

10:40-12:00

FRMS 外文医学信息资源检索平台的使 陈文韬

总监

用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5:30

研究筛选、资料提取及技巧

15:30-15:35

茶歇

15:35-16:45

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简介

孟玲慧

教授

刘

晴

副教授

16:45-16:50

茶歇

16:50-18:00

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解析 曹

越

博士

18:00-19:30

晚餐

19:30-21:30

RevMan 5.3 软件的使用

笛

助理研究员

黄

李柄辉

医师

2017 年 12 月 10 日（周日）
08:20-09:30

干预性研究的系统评价/Meta 分析制作 曾宪涛

副教授

09:30-10:30

遗传关联性研究的 Meta 分析制作

耿培亮

副研究员

10:30-10:35

茶歇

10:35-12:00

剂量-反应关系的 Meta 分析制作

翁

医师

12:00-13:30

午餐+午休

14:30-15:3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发表中常见问题

15:30-15:35

茶歇

15:35-16:55

PRISMA 报告规范解读

16:55-17:00

总结发言

鸿

田国祥

副教授

靳英辉

副教授

三、报名事宜
1. 报名方式及费用：
（1）请将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单位及部门、手机号码、邮箱、是否需要住
宿）通过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满额为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的员工及硕博士研究生的费用由医院统一
支付，员工凭本人工作证参加、硕博士研究生凭本人校园卡参加，但均需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报名。为保证公平性，对于报名但不参加的人员，后期培训

班将由本人缴费参加。
（3）非本院人员报名亦须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报名及缴费，具体以满额
30 人为止。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及其下属学组委员所在
单位的人员参会金额为 1800.00 元/人（含午餐费、资料费）；其余人员为 2200.00
元/人。
2. 院外人员的缴费方式：
（1）汇款账户：
开户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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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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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mcr2015@163.com。
（3）刷公务卡的参会者请先行发邮件与会务组确认报名，然后现场缴费。
3. 报名联系人：
（1）联系人：张琪（18871470775）、李柄辉（18236580665）。
（2）联系邮箱：ebmcr2015@163.com。
四、其他事宜
1.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附近有锦江之星等酒店，距离会场步行均在 10～15 分钟，
住宿可协助安排，费用自理。
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循证与转化医学中心网站 http://www.whuzncebtm.com 为本
次会议的官方网站，PDF 版本会议通知下载请见网站首页“最新公告”栏中本会议
通知内。
3. 医院地理位置，其中红色字母标识的为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