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to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vidence based Social Science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mpbell China Network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Workshop

We would like to formally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vidence based Social Science &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Workshop.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22th-24th of 2019 on the campu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sponsored

jointly by Campbell Collaboration and NJUST.

The goal of the three-day conference is to bring researchers/academics,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 who are interested i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evidence synthesis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To officially establish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and Establish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ordinating Center.

 To exchange the global ideas and experience o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To bring the latest and formal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training by experts

from 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 and WHO.

 To formally issue the new book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and

“Chinese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Database”

Distinguished personalities who already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to the workshop

include scholars from Cape Town University, USC, Chinese Cochrane Center,

Chinese GRADE Center, and potential Campbell China Network. We hope you would

accept our invitation to attend this conference for th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building

collaboration.

Howard White Zhenggang Bai

CEO of Campbell Collaboration Director of Evidence-based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 & Health, NJUST



2019 年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

暨Campbell 中国联盟成立大会暨定性研究证据合成高级研修班

会议通知

2019年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暨定性研究证据合成高级研修班将于 2019年

11月 22-24日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莅临会议。

当前我们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置方法更具综合性特点，传统的依赖

单一学科方法解释并处置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弊端日益突出，急需跨学

科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借鉴与融汇，循证社会科学在此背景下产生。循证社会

科学是指循证医学理念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其主要针对复杂社会问

题，采用高效、透明、跨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弥补研究-决策和实践的鸿沟，促进

社会科学知识的转化，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决策科学化和实践有效化。

自从循证社会科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于 2000年开始在不同社会科

学领域探索其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和方法。南京理工大学已前后成功举办

六次循证社会科学相关论坛，三次邀请 Campbell协作网的专家召开国际学术交

流和培训为了进一步推动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必要举办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

议，本次会议拟邀请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理工、武汉大学、兰州大学

等单位学者加入。

本次会议将正式成立 Campbell中国联盟，这标志着我国循证社会科学开始

与国际接轨，并为我国参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分享本领域国际先进成果提供

了有利条件。同时，对提高我国社会科学规范研究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有重要价

值。

一、会议主题及议题

1、会议主题：“践行新时代“新文科”规划，普及循证社会科学理念，提高社

会科学转化水平”

2、会议议题

(1)论证成立Campbell中国联盟的必要性；

(2)推动中国定性研究证据合成方法发展；

(3)交流国内外循证社会科学最新进展，发布循证社会科学教材和数据库。



二、主办单位：国际Campbell协作网 南京理工大学

国际会议承办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高级研修班承办单位：上海萌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社会工作学会 江苏省社会工作协会

江苏省老年学会青年委员会 上海循证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学术中国

三、会议邀请专家

国际专家：Campbell协作网 CEO Howard White；国际证据合成联盟 GESI 定

性证据合成专家 Christopher J. Colvin教授，南非开普敦大学 Leon Natalie教授，

国际公共项目评估专家 Yang Ting研究员。

国内专家：四川大学李幼平教授，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兰州大学陈耀龙教

授，复旦大学胡雁教授，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戒毒工作研究室主任苏利，武汉

大学曾宪涛副教授、吴世文副教授，广州大学杨文登副教授，四川大学李琰副教

授，中南民族大学裴圣愚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童峰副教授。

四、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时间：2019年11月22日-24日

 11月22-23日：定性研究系统评价高级研修班(国际证据合成联盟

GESI 定性证据合成专家Christopher J. Colvin教授，南非开普敦大学

Leon Natalie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拜争刚教授)

 11月24日：2019年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暨Campbell中国联盟成立

会议

2、会议地点：南京理工大学科技会堂

3、报到时间：2019年11月21日

4、报到时间：南京理工大学紫麓宾馆（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200号）

五、参会费用

1、定性研究证据合成高级研修班：2300元/人（差旅及住宿费用自理）；

2、2019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免费参会；

3、学生凭有效证件可只缴纳相应参与会议费用的80%。



4、会议费缴纳方式——银行及支付宝转账

公司名称：上海萌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31001669701052501475

开户行：建设银行上海国定路支行

支付宝账号：marketing@monetware.com

（请注明：循证社会科学会议-南京）

宾馆简介

紫麓宾馆：位于南京理工大学内，距会议地点 70 米，价格 248 元/天起；

翰苑宾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20 号，距离会议地点 2.3 公里，价格 438 元/天起；

青旅宾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后标营路 101 号，距离会议地点 2.2 公里，价格 500 元/天起。

（其他宾馆信息，请资询企业官网）

六、报名与咨询方式

参加“定性研究证据合成高级研修班暨 2019 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请扫

描以下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

如二维码失效，请添加微信：w18232308618(西贝)咨询

七、会议联系人

王西贝 15150566311 wangxibei1997@163.com

段嘉煜 13260867339 duanjiayuaaaa@163.com

八、研讨会日程安排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Workshop

定性证据合成高级研修班（11 月 22-23 日）

Day 1：Overview of QES and formulating a review question
定性证据合成的概述和确定议题（22日）



On Day 1, we will provide participants with an overview of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es (QES), including key QES types and methods, discuss the recent emergence
and current uses of QES in global health policymaking, and learn how to develop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research (HPSR) questions suitable for QES. We will
review search strategies, screening and inclusion processes, sampling and methods for
assessing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We will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steps in QES are both similar to, and contrast with, similar steps
in quantitative reviews.

会议第一天：讲述定性证据合成（QES）的概况，包含关键的 QES类型和方

法，讨论 QES近期在全球卫生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运用，并学习如何制定符合

QES的健康政策和系统研究问题。将培训检索策略、筛选和纳入研究过程，样

本量、和方法学局限性评价方法。并且，我们将特别关注 QES中这些步骤与定

量证据合成中类似步骤的异同。





Day2：QES search strategies, screening and inclusion, and assessing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QES检索策略、筛选和纳入过程，以及评估方法学框架（23日）

On Day 2, we will review methods for extracting data and synthesising findings in
QES and will introduce participants to a new approach (GRADE-CERQual) for
systematically assessing theconfidence in 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会议第二天：回顾在 QES中提取数据和综合研究结果的方法，并将向参与者

介绍一种新方法——GRADE-CERQual，它以系统地评估定性证据综合结果的可

信度。





2019 年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

暨 Campbell 中国联盟成立大会（11 月 24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星期日，11 月 24 日）

开幕式

主持人：学院领导

08:00-08:20 领导致辞
南京理工大学领导

Campbell CEO

08:20-08:40 Campbell 中国联盟成立仪式 Howard & 学校领导

08:40-08:50 《循证社会科学》新书和数据库发布 萌泰科技，华东理工出版社

08:50-09:00 合 影

主题报告

主持人：张 曙 教授

09:00-09:30 循证科学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幼平 教授

09:30-10:00 从证据到决策：国际经验 Howard White 博士

10:00-10:30 循证社会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 乔晓春 教授

茶歇（10mins）

主持人：刘 军 主任

10:40-11:10 中国新型智库倡议与循证决策咨询兴起 李 刚 教授

11:10-11:40 循证视野内的强制隔离戒毒 苏 利 主任

11:40-12:10 对社会科学领域中循证指南制订的思考 陈耀龙 教授

12:10-12:30 Q&A 全体讲者

午餐



主持人：李 军 博士

14:00-14:30 质性研究 Meta 整合在健康领域的应用 胡 雁 教授

14:30-15:00 定性研究证据合成在决策领域的应用 Christopher J 教授

15:00-15:30 定性研究的证据分级与推荐 Leon Natalie 教授

茶歇（10mins）

主持人：刘米娜 副教授

15:40-16:00 循证社会科学证据在医学实践中应用 曾宪涛 教 授

16:00-16:20 人人都是工程师：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前瞻 杨文登 副教授

16:20-16:40 社会工作项目产品化与市场化的基础：证据 童 峰 副教授

16:40-17:00 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循证思考 裴圣愚 副教授

17:00-17:20 期待共识，持续共勉―循证科学的一路走来 李 琰 副教授

17:20-17:50 Q&A 全体讲者

17:50-18:00 闭幕式 拜争刚

晚餐

附录：Campbell中国联盟介绍及联盟成员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