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康复医学会
循证医学与干预性系统评价/Meta 分析研习班通知

尊敬的____________：
您好，
由上海市康复医学会举办的 2017 年干预性系统评价/Meta 分析研习班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17 日在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召开，特邀请您参加本次会议。本次研
习班旨在为与会人员解决论文撰写中遇到的难题，帮助与会人员独立完成一篇干预性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一、会议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17 日
地点：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
二、主办单位：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科技评价工作办公室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康复教育部
承办单位：尚体康复学院 研数数据分析（上海）有限公司
三、交流方式
采用集中讲授与单独辅导的方式。本次培训重在实战，学员可自带题目，也可由培训专家
推荐题目（需提前联系），结合集中点评和单独辅导，解决困扰学员的关键问题。

准备条件：
1、自带笔记本电脑，请提前安装好 revman 软件、Endnote 软件等；
2、报名缴费成功后，可咨询老师索取软件与学习资料下载的云盘地址
四、参会费用
1、科研工作人员：3000 元/人（12 月 1 日之前报名并交费的可享 2500 元/人的优惠价格）；
2、学生：2500 元/人（12 月 1 日之前报名并交费的可享 2000 元/人的优惠价格）（包括会务
费，资料费；食宿自理）
五、报名方式
参加的学员请填写报名表通过电子邮件发至：zj@yanshudata.com
将回函确认接受您的报名，并通知您办理汇款。
参会咨询：张老师，13788915181

六、会议议程

徐老师，电话：18801930551。

。收到您的信息后，我们

2017 年 循证医学与干预性系统评价/Meta 分析课程安排
课程安排

时间

讲师

08:30-10:15

王雪强

循证医学与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介绍
Introduction of EBM,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茶歇

10:15-10:30

系统评价、meta 分析如何选题
10:30-11:30

王雪强

13:30-15:15

王雪强

How to select the title of meta analysis
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如何注册,为什么注册，注册的益处
How to regist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第一天

茶歇

15:15-15:30

如何撰写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方案
How to conduct the protocol of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15:30-16:30

王雪强

16:30-17:30

王雪强

analysis
没有经费也能发表 SCI 论文：浅谈 Meta 分析方案的写作与发表，
分享作者的案例
额外实践复习和辅导：
王雪强/
1）系统评价、Meta 分析注册：实践操作

18:30-20:00
陈炳霖

2）结合学员的科研方向，在选题上提供建议和辅导
如何查全文献：检索策略的制定
08:30-09:30

王雪强

09:30-10:15

王雪强

Search strategy for meta analysis
中文数据库的检索：中国知网
Search strategy for CNKI
茶歇

10:15-10:30

第二天

外文数据库检索：Pubmed

Search strategy for Pubmed

10:30-11:30

王雪强

外文数据库检索：Cochrane library, Embase
王雪强
Search strategy for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外文数据库检索：web of science

13:30-15:15

王雪强

Search strategy for Web of Science
如何管理您的文献，如何将搜索到的文献导入到 Endnote

王雪强

How to manage references
茶歇

15:15-15:30

文献质量的评估：cochrane 风险偏倚的评估、Pedro 的评估
15:30-16:30

王雪强

16:30-17:30

王雪强

Assessing risk of bias
RevMan 的介绍与操作 1：Revman 软件基本操作，文献导入等
RevMan 1 (Lecture + Workshop)
额外实践复习和辅导：
王雪强/
1）中文、英文数据库检索的实践操作

18:30-20:00
陈炳霖

2）Revman 软件的实践操作
异质性检验：理论与操作
08:30-09:30

王雪强

09:30-10:15

王雪强

Heterogeneity in meta analysis：Lecture + Workshop
敏感性分析的理论与操作
Sensitive analysis：Lecture + Workshop
茶歇

10:15-10:30

发表偏倚分析的理论与操作
10:30-11:30

王雪强

13:30-14:30

王雪强

14:30-15:15

陈炳霖

Publication bias：Lecture + Workshop
目标 SCI 期刊的选择：meta 分析论文
第三天

The selection of SCI journal: meta analysis
RevMan 的分析与操作 2：连续性变量与非连续性变量分析，数据
录入，森林图制作等
RevMan (Lecture + Workshop)
茶歇

15:15-15:30

RevMan 的分析与操作 3：森林图结果报告的解读，亚组分析等
15:30-16:30

陈炳霖

16:30-17:30

陈炳霖

RevMan (Lecture + Workshop)
RevMan 的分析与操作 4：meta 分析论文常见图表制作
RevMan (Lecture + Workshop)
颁发培训班证书

授课老师介绍：

王雪强，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上体伤骨科医院康复科主任，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学系教
师。研究领域：运动康复、干预性 Meta 分析。
关于 Meta 分析的成果：以通讯作者在 COCHRANE DB SYST REV (IF=6.032)发表方案一篇；近
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Meta 分析论文 10 篇（Meta 分析论文 IF 累计为 34.618，每篇
IF 为 3.4618）。
课题资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课题、厅局级课题各一项，荣获上海市青年科技英
才扬帆计划资助。
期刊任职：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uine Traditional Medicine》编委、《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特约编辑和《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的审稿专家，《PLOS ONE》、《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等多本 SCI 期刊的特约审稿专家。
学术兼职：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物理学组委员，上海市康复医学会

理事，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康复医学会骨科康复专业委
员会

委员，上海市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

委员兼秘书等。

获奖情况：以第三完成人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以第二
完成人获得上海康复医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陈炳霖 医师，绍兴市康复医院。研究领域：运动康复、干预性 Meta 分析。
关于 Meta 分析的成果：近三年，共参与发表 Meta 分析 SCI 论文 7 篇，先后在 Sci Rep
（IF=5.228）、Plos One（IF=3.057）、Clin Rehabil（IF=2.403）、Eur J Neurol（IF=2.126）
、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IF=1.931）等杂志发表。
课题资助：主持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一项，作为课题执行人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省部级课题、厅局级课题以及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学术成果：2016 年度《Clinical Rehabilitation》杂志审稿人；目前共参与 SCI 论
文发表 10 篇，参与中文核心论文发表 4 篇。参加 2015 年新加坡世界物理治疗师联盟大会
（WCPT Congress 2015）和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2014 年“运动康复与老年健康”上
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作口头报告；并多次投稿参与国内康复类学术会议。
获奖情况：获 2015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 2015 年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
委员会第五届全国物理治疗学术论坛&第四届全国言语治疗学术论坛，壁报交流二等奖；
获 2015 年度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天使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