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全国循证药学论坛
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循证药学与合理用药”培训班
第一轮会议通知
20 世纪 90 年代循证医学的理念被引入药学领域，产生了循证药学。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国际药学联合会（FIP）共同编写了《开展药学实践—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师手册，明确提出在药学实践
中运用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本论坛自 2012 年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搭建循证药学方法学教育与传播平
台、普及循证理念与方法、推动循证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本届论坛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INRUD 中国中心组高风险用药人群药物管理
组、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ISPOR 华西分会、四川药学会、联盟医院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联合举办，
将于 9 月 4 日-9 月 10 日在成都召开。
本届培训班分为基础篇与提高篇，
基础班主题为“系统评价制作流程与方法”，提高篇主题为“药物临床研究设计与实施”。基础篇着重 Meta
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提高篇侧重分析和讨论药物临床研究常见方法，围绕药物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
评价方法，并介绍真实世界研究、药物临床研究样本量计算及统计方法等。本届论坛特邀全国著名的循证
医学、循证药学、药物经济学、卫生统计学专家做专题报告。参会者将获得国家医学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基础篇），I 类学分 6 分（提高篇）[项目负责人：张伶俐教授，项目编号：2017-13-01-023 (国) ，
2017-13-01-024 (国)]，具体事宜如下：
目的：培训学员通过基础篇的学习，掌握循证药学基本概念、原理；通过提高篇的学习药物临床研究
常见方法的原理与方法。
对象：
药师、药学研究生、医药院校教师及医疗单位药学研究人员。
培训内容：
时间

9月4日

9月5日

基 础
篇

题目
8:30-9:00

开幕式

9:00-10:30

医院药学发展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10:30-10:40

茶歇

10:40-12:40

利用 SCI 数据库帮助临床科研选题

杨

茗 教授

14:30-18:00

临床研究常见类型及特征

李

静 教授

8:30-9:10

循证药学促进药学学科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张伶俐 教授

9:10-9:20

茶歇

9:20-11:30

系统评价概述

吴红梅 教授

14:00-17:30

文献检索策略制定及文献管理软件介绍

姚

Meta 分析的统计学过程

刘关键 教授

临床研究偏倚风险评估与质量评价

陈

RevMan 软件使用

杨春松 讲师

Grade 软件使用

曾力楠 博士

8:30-10:10

临床研究注册、报告规范及论文撰写

杜

10:10-10:20

茶歇

10:20-12:00

网状 meta 分析概述

曾宪涛 教授

13:30-15:30

药物临床研究证据解读

康德英 教授

15:30-15:40

茶歇

15:40-16:40

论文点评

16:40-17:00

闭幕式与优秀论文颁奖

8:30-12:00
9月6日

14:00-17:30
18:30-21:00

9月7日

提高

9月8日

篇

李幼平 教授

巡 教授
静 教授

亮 教授

康德英 教授
吴红梅 教授

8:30-9:30

药物临床研究的现状及挑战

9:30-9:50

茶歇

9:50-12:00

真实世界研究方法概述

张

川 讲师

随机对照试验与药物评价

孙
唐

鑫 教授
立 博士

药物临床研究样本量计算及统计方法

陈卫中 教授

14:00-17:30
9月9日

授课人

8:30-12:00

张伶俐 教授

9 月 10 日

14:00-17:30

观察性研究与药物评价

康德英 教授

8:30-12:00

药物经济性评价研究设计与实施

吴

12:00-12:10

闭幕式

斌 教授

报名方式：网址：https://jinshuju.net/f/hDm03q；二维码：
报到时间/地点：
基础篇——2017 年 9 月 3 日 17:00-22:00；大成宾馆一楼大厅；
提高篇——2017 年 9 月 7 日 17:00-22:00；大成宾馆一楼大厅。
交通信息：
会议地址：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34 号大成宾馆
飞机：①乘坐机场专线大巴 →岷山饭店下车→步行 200 米即到酒店；②全程约 17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25 分钟，费用约 40 元。
火车：火车北站——①乘坐地铁 1 号线→锦江宾馆站（A 出口）下车→步行 100 米即到酒店；②全程约
6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0 分钟，费用约 17 元。
火车南站——①乘坐地铁 1 号线→锦江宾馆站（A 出口）下车→步行 100 米即到酒店；②全程约
5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0 分钟，费用约 14 元。
成都东站——①地铁 2 号线→天府广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锦江宾馆站（A 出口）下车→步行
100 米即到酒店；②全程约 1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22 分钟，费用约 25 元。
火车北站

大成宾馆

成都东站

双流机场方向

火车南站

住宿：会务组不统一安排住宿，特提供周边住宿以供参考。
1、 大成宾馆(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34 号，陈经理 15828440177，标准间约：320 元/日/间，会
议酒店)
2、 岷山饭店（锦江区人民南路 2 段 55 号，028-85583333，标准间约：650 元/日/间，距离＜
100 米）
3、 美华酒店（锦江区盐道街 6 号附 2 美华大厦，028-86718711。标准间约 280 元//日/间，距离
＜200 米）

形式：培训班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等具
有多年授课经验且亲自参与一线工作的专、兼职骨干教师授课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和讨论。

收费标准：
提前注册
现场注册
基础篇
2500 元/人
3000 元/人
提高篇
1500 元/人
2000 元/人
基础篇+提高篇
4000 元/人
5000 元/人
优惠条件：培训费包括培训、场租、资料，统一安排午餐；住宿、交通等其他费用自理。INRUD
高风险用药人群组成员单位免 1 位学员基础篇的培训费，超出人员按上述标准收费。
缴费方式：
（1）邮政按址汇款：收款人“四川省药学会”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17 号”，
汇款备注栏中请标注 “循证药学与合理用药 2017+姓名”。
（2）现场缴费：仅收现金，不能刷卡。
备注： （1）欲参加者请尽快报名，以便安排会务。
（2）仅提供机打发票，请填写完整通讯地址以便会后邮寄发票。
（3）请自备笔记本电脑。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 20 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邮编：610041
E-mail：ebmdrug@sina.com
联系人：罗老师 028-85503716
13709029754
杨老师 028-85503220
13402803191
韩老师 028-85503220
15828481066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药学会
2017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