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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中国联盟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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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社会科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于 2000年开始探索其

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和方法。为了进一步推动循证社会科学的

发展，有必要成立 Campbell中国联盟。国际 Campbell协作网通过评

价同意成立 Campbell中国联盟，并拟邀请来自四川大学、武汉大学、

兰州大学、广州大学等单位学者加入。

Campbell中国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循证社会科学开始与国际

接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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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我国在这一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步入

国际先进行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您或您的研究团队有意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证据合

成和知识转化发展，我们诚意的邀请您加入 Campbell中国联盟。

Howard White 拜争刚

CEO of Campbell Collaboration 南理工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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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中国联盟介绍

（Campbell China Network）
一、联盟背景

循证社会科学是循证理念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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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研究-

决策和实践之间鸿沟，促进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科学决策和有效实践。

2000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Robert Boruch联合相关学者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国际循证社会科学协作网——“Campbell协作

网”，旨在推动循证理念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Campbell

协作网”是一个侧重研究方法和知识转化的学术组织，也是一个公开、

透明、合作原则下的国际学术性慈善机构。其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国家

公开的数据库和研究成果，不涉及国内外信息采集和敏感问题研究。

2001年，国际上循证社会科学发展日益成熟，国内不同领域学

者也在探讨如何推动中国循证社会科学发展。从 2016年开始，中国

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等高校设立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

开展跨学科研究交流。2017 年，南京理工大学成立了循证社会科学

与健康研究中心，先后举办 2次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5次循证社

会科学与健康论坛；协办了 6期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

培训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 200位年轻教师；出版“循证

社会科学”、“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教材；开发循证社会科学数据

库，开设研究生课程；发表循证社会科学论文 20余篇。鉴于国内循

证社会科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国际 Campbell协作网

同意成立 Campbell 中国联盟，并在南理工设立联盟协作中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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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并邀请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大学

等单位加入。本联盟为没有法人的民间学术联盟组织。

二、联盟使命

中国 Campbell联盟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国内外循证社会科学交流

平台：1. 推进国内循证社会科学理念，加强合成不同学科的研究证

据，掌握证据转化和后效评估方法。2. 搭建国内外循证社会科学研

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国内外循证社会科学研究者交流。3.加强社

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决策者、实践机构交流，转化研究成果，为国

家和当地政府智库决策提供方法学和证据支持。

三、研究领域

循证理念和方法在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管理决策、司法矫正、

心理治疗、教育学、环境治理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四、程序与运行

国内对循证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个人或研究机构以个人或单位名

义提出申请（以研究中心、系、院），协作中心将组织国际 Campbell

协作网和 Campbell中国联盟顾问筛选后给予答复。我们将设立个人

成员和单位成员两种形式，每种形式分为常务成员/成员单位和成员/

成员单位。主要参考条件：1. 是否已经发表或注册 Campbell系统评

价。2.是否发表过系统评价论文。3. 单位是否有计划参与循证社会科

学研究和决策转化。本联盟不对个人和成员单位收取会费。

本联盟将聘请联盟主席 1 名、顾问主席团专家 10名，秘书长 1

名，秘书 2名。联盟将聘请一名全职秘书，其他人员均为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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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邀请国际循证社会科学专家举办 1-2次培训和国际会议。协作中

心将协助联盟成员每 2年举办一次中国 Campbell联盟会议，对表现

突出的联盟成员由协作中心专家委员会推荐申请Campbell中国中心。

专家成员和协作中心成员将每 4年换届。

五、权力与义务

协作中心：南京理工大学从 2017年开始不断支持国内循证社会

科学发展，率先成立了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学校给予 70万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支持，学院给予专门办公场地和人

员支持。举办 2次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在不同地点举办 5次循证

社会科学与健康论坛、协助举办 6期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高级研修

班。出版“循证社会科学”、“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教材，开发循证

社会科学数据库，开设研究生课程。申请到江苏省和教育部多项循证

社会科学基金，发表循证社会科学论文 20余篇。总之，南京理工大

学在循证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未来学校将通过“精

品文科”（100万）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希望携手国内循证社会科学

联盟主席 1人

联盟顾问专家团 10名

协作中心(秘书处)

常务联盟成员/常务联盟单位 联盟成员/联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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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一起推动国内循证社会科学发展。Campbell中国联盟协作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与其它成员均属于联

盟成员，其在国际 Campbell协作网授权和指导下，通过自筹经费，

协助国际 Campbell协作网运行 Campbell中国联盟，做好消息发布、

会议组织、成员筛选等工作。

联盟成员的权力和义务：联盟成员优先发表 Campbell系统评价

和其它研究成果；积极应用和撰写 Campbell系统评价的方法来开展

课题研究；积极参加并承办联盟举办的会议和培训；主动推动循证社

会科学理念和方法在本单位和地区的发展。国际 Campbell协作网和

中国 Campbell联盟只为联盟成员提供方法和知识上的支持，不给予

经费支持。

六、运行经费

每年举办的联盟培训获得部分费用用作联盟运行经费，各个成员

/成员单位自行解决各自运行经费，联盟不接受任何国外的资金赞助。

七、五年计划

1. 召开 2-3 次循证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开展证据合成国际研讨

班，联盟成员必须发表 2-3 个 Campbell系统评价，培训 300余名循

证社会科学研究者。2. 出版循证社会科学在不同社科领域的书籍和

教程，完善中国循证社会科学数据库和网络平台。3. 为相关政府机

构提供循证决策简报和咨询报告。

Campbell中国联盟协作中心(筹)

201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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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中国联盟成员申请表

个人/申请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负责人/联系方式

团队情况

申请理由

现有基础

未来计划

对联盟建议

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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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社会科学的推动者-Campbell协作网

摘要：坎贝尔协作网（Campbell Collaboration）主要任务是与考克兰协作网

（Cochrane Collaboration）合作，为社会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学及国际发展政

策等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系统评价决策依据。本文将系统地介绍坎贝尔协作网起源

发展及其成果与展望，旨在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循证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为我

国社会决策提供循证方法学的依据和指导。

关键词：坎贝尔协作网, 系统评价, 循证决策

循证医学是近年来国际临床医学领域迅速兴起的一门学科，它影响着疾病诊

治、卫生决策、实践指南的发展方向，它是指将医生、最佳证据与患者的价值观

三者有机结合，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来制定最佳的治

疗措施，最终确保临床医师能给予患者最佳的诊疗方案①②。

随着循证医学的快速发展，其理念与方法也迅速渗透到医学以外的多个领

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循证矫正学、循证教育学、循证

管理学、循证信息检索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循证实践科学③。2000 年 2 月，考

克兰协作网 (Cochrane Collaboration, CC) 的姊妹组织坎贝尔协作网 (Campbell
Collaboration, C2) 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宣告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与考克兰

协作网合作，为社会、心理、教育、司法犯罪学及国际发展政策等非医学领域提

供科学严谨的系统评价决策依据④⑤⑥。

经过 15年的发展，目前坎贝尔协作网已发表 200篇的系统评价，内容涵盖

教育、犯罪、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为公共决策提供了大量证据支持。然而坎贝

尔协作网在中国国内还鲜为人知，此文拟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坎贝尔协作网的起

源发展以及成果与展望，旨在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循证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为

我国社会决策提供循证方法学的依据和指导。

一. 坎贝尔协作网的起源

1993年，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 (NHS) 的资助下，以循证医学先驱 Archie
Cochrane 名字命名的考克兰协作网由 Iain Chalmers 和他的团队创建，并不断更

新和传播卫生保健干预效果的系统评价。考克兰协作网取得了快速成功，目前已

成为世界许多地区公认的卫生保健领域证据最佳来源。

虽然考克兰协作网在推动循证医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更加复杂而

庞大的社会工作、 教育、司法犯罪方面，却显得力量不足。为了将循证思想和

方法有效地运用到社会事务中，需要在社会领域建立一个类似考克兰的组织，从

而为各类社会干预措施提供系统评价证据，让决策者和从业者们能够有据可循，

优化相关策略制定，明确政策效果①。

Iain Chalmers 与包括 Fred Mosteller 在内的许多顶尖社会学家在社会领域建

立一个循证组织取得广泛共识。1998年 12月，Chalmers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了

一个探索性会议，来自英国的优秀研究者和决策者们一同讨论了循证在社会科学

的发展，这为后来坎贝尔协作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①。

因为当时社会政策研究，试验及准试验设计研究大多数是由美国科学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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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所以 Iain Chalmers坚信应由美国的研究者来领导相关的工作。1998年在美

国巴尔的摩的一次会议上，Chalmers遇见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Robert Boruch教
授，一位在多个领域富有影响力，并以试验与证据研究而著名的美国学者，并建

议由 Robert Brouch负责本项领导工作①。

1998年冬，Boruch往返于奥斯陆，赫尔辛基，哥本哈根以及斯德哥尔摩参

加会议，与北欧诸国探讨开展社会、教育、刑事司法领域的循证实践研究。在斯

德哥尔摩会议期间，同瑞典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的 Haluk Soydan建立了良好

的工作关系。后来，Soydan和 Brouch一同成为了坎贝尔协作网领导组的联合主

席①。 1999年，关于成立坎贝尔协作网的几个重要会议分别在英国多地举行。

1999年 6月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的赞助下召开，确定成立

国际坎贝尔协作网，并组建国际指导小组。2000年 2 月，坎贝尔协作网成立大

会在美国费城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正式召开，有来自 13个国家的 85位代表出席①。

二. 坎贝尔协作网的命名原因

在 1998年巴尔的摩会议期间，Chalmers建议 Brouch用一位已故的传奇社会

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个新生的组织。Donald T. Campbell (坎贝尔) 所著的关于研

究和教学的试验和准试验设计的经典教科书《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on teaching》影响深远，并在 1969年美国心理学会的著名演

讲中就已经提到：“美国，还有当今其他国家，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试验的方

法手段带来的社会变革。利用多个有待完善的标准，以明确的有效性为基础，审

视那些我们尝试提出的为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设计出的各种项目，判断是否奏

效，并保留、重复验证、修改甚至舍弃那些不达标的项目”。由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 Campbell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的言行深深影响到了 Brouch早期的学术生涯，

所以 Chalmers 的建议引起了 Brouch 强烈的共鸣。因此在 2000 年成立大会上，

Brouch建议以 Campbell命名这个新生的国际学术组织①。

三. 坎贝尔协作网的组织构成

坎贝尔协作网由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方法指导组、交流传播组、专项协作

组等组成 (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
1. 坎贝尔协作网指导委员会

正式成立于 2000年 2月的坎贝尔协作网指导委员会由来自四个国家的八位

代表组成。负责协作网相关政策制定，宏观操作监督，各组指导方针等多项领导

工作。小组成员们分别为协作网各专项领域的代表。。

2. 秘书处

负责各专项协作组的活动，坎贝尔协作网年会，指导委员会会议筹办，坎贝

尔协作网网站维护以及坎贝尔协作网-系统评价研究注册处的发展工作，并与交

流传播组共同通过坎贝尔协作网网站以及其他传播媒介来宣传坎贝尔协作网。①。

3. 方法指导组

主要负责系统评价方法的指导和研究工作，帮助协作网保障研究证据的质

量。方法组成员同时担任专项协作组的编辑顾问。坎贝尔协作网的方法指导组分

别包括：统计学小组、准试验设计小组、进程与执行小组、编辑评价小组①。

4. 交流传播组

与秘书处合作，致力于为协作网传播、网站维护、推广坎贝尔协作网成果并

提供指导帮助①。

5. 专项协作组

教育组：将提供各教育阶段干预措施效果的研究, 包括不同从业人员的教育,



9

第二语言训练及针对健康相关人员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司法犯罪组：主要对降低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对罪犯的行为干预以及提高

公安司法机构行政效率的干预措施进行效果评价②③。

社会福利组：主要对经济危机时工人的就业与培训、禁止虐待儿童和民族歧

视等干预措施进行效果评价②③。

国际发展组：主要对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有效干预措施进

行评价研究②③。

知识转化与实践组：最新成立的组织，主要生产系统评价并转化应用于实践，

以期扩大坎贝尔系统评价的影响力。

四. 坎贝尔协作网的工作原则

1. 团队合作：鼓励对内对外保持良好沟通、开放决策和团队精神。

2. 热情：鼓励和支持不同专业和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

3. 避免重复：通过良好管理和协调，确保研究的效率。

4. 减少偏倚：通过遵循科学的严谨性、广泛参与、利益回避等方法减少研

究偏倚。

5. 更新：不断寻找新的研究主題，纳入新的科学证据。

6. 相关性：选择最重要的政策与实务进行成效评估。

7. 推广：大量推广研究成果，并通过学术会议宣传。制定合理价格、适当

内容和进行媒体公开来满足全球使用者的需求。

8. 质量保证：研究过程与成果公开，回应各方评论，采用更精确的分析方

法，开发提高研究质量的管理系统。

9. 持续发展：对于评估结果负责，同时不断维护、更新编辑过程和功能。

10. 广泛参与：减少研究人员参与的障碍，鼓励多样性研究，让更多人可以

参与到团队的系统评价研究中。

五. 坎贝尔协作网的合作机构

1. 挪威健康服务知识中心（Norwegian Knowledge Centre for the Health
Services, NOKC）：通过总结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应用、监测健康服务质量、改

善患者的安全性来提高健康服务的质量。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系统评价、卫生

技术评估、患者和用户的体验调查、其他质量测量、教学与训练、挪威电子健康

图书馆、新兴技术早期评估数据库、坎贝尔协作网秘书处、卫生保健全国委员会

秘书处。中心服务于区域健康管理局、 挪威卫生局、 挪威药物署和卫生及照料

服务部，临床环境和专业用户集团。该中心建于 2004年。

2. 考克兰协作网：一个国际非盈利性学术组织，旨在通过制作、保存、传

播和不断更新医疗卫生领域防治措施的系统评价，为制定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针对任何有兴趣使用高质量系统评价来做出健康决策的个人或团

体，无论是医生、护士、患者、陪员、还是研究者、资助者，考克兰提供强大的

证据工具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和决策，通过收集和总结研究，以帮助做出明智的

治疗决策①③。

3. 康考迪亚大学学习及展现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Concordia University)：成立于 1988 年，由超过 70 位正式成员、研

究合作者，20 名支持人员和 200 名研究生组成的一个研究中心①④。

4. 循证决策与实践信息协作中心 (Evidenc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entre, EPPI-Centre)：EPPI-Centre致力于（1）开发

系统评价及研究证据合成的方法学；（2）开发证据使用的方法学。工作领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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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社会政策领域发展，包括教育、健康、社会关怀、经济发展、体育、环境和

犯罪①⑤。

5. 国际干预效果评估组织（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ie）：
3ie的工作重点在于提供高质量评级证据，有助于制定更多地帮助贫困人口的政

策。作为资助机构和知识中介，主要开展以下几项活动：效果评估方案、效果评

估服务、证据合成和评价方案、政策影响活动。①⑥。

6. 宾夕法尼亚大学犯罪学中心（Jerry Lee Center of Crimin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犯罪学比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更具有丰富的历

史、 深厚的传统，和一群杰出的校友。现有教学研究人员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

心理学、 社会学、 经济学、 公共政策、 法律、 统计、 和犯罪学。所有的专

业致力于公平科学和公益服务①⑦。

7. 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小组（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Toronto）：致力于（一）培养和发展有能力通过社会工作实践、政

策和研究融入和影响我们不断变化世界的人才；（二）推动跨国界的研究和实践；

（三）促进知识共享；（四）与全球伙伴合作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①⑧。

六. 坎贝尔协作网成果

1. 坎贝尔研讨会

由于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坎贝尔开始在 2001举办每年一度的研

讨会。研讨会是坎贝尔协作网吸引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大事件，旨在促进评

价社会干预效果的系统评价以及所涉及方法学的发展。

研讨会为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和研究者提供会议场所，并支持会议的组织

工作。研讨会展示社会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国际发展领域的大量系统评价，

提供参加方法学培训班的机会。

自 2001年以来，坎贝尔协作网已成功举办 14届研讨会。表 1为研讨会信息。

2. 坎贝尔图书馆

坎贝尔协作网的工作成果就是与科克伦协作网合作，为社会福利、教育、司

法犯罪及国际发展等领域提供高质量的系统评价决策依据，坎贝尔图书馆是坎贝

尔协作网建立的以便保存、推广以上各领域的系统评价的数据库，制定和建立的

系统评价以网站数据库的形式保存（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lib/），
用户可以使用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检索文献，根据需求下载全文、计划书、摘要

等。

七. 坎贝尔协作网在中国的展望

循证实践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循证实践理念逐渐从医学健康领域蔓延到司法、教育以及社会工作等诸

多领域。何雪松等学者讨论了以证据为本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何

雪松认为证据为本的实践是呈现社会工作科学性与专业性的重要策略，是社会工

作实务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目前循证实践在我国无论在研究还是实践层面，仍处

于理念推广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与循证实践理念与方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尚不完备。推行循证实

践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环境、学术研究环境及专业实践环境，当社会发展到对政

府决策的科学性、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专业实践的有效性有所追求时，循证实践

理念和方法才有实践应用的社会环境和服务的平台。

其次，循证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标准，研究人员以及实

务工作者对循证实践中关于研究证据的获得与评价、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和经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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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对象的参与等概念存在一些模糊的理解。在研究层面，国内社会科学领域

的文献存在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衡（循证图书馆学、循证信息检索学、循证矫正学、

循证教育学、循证管理学等文献数量较多）、地区研究差异化、原始基础研究文

献较少，干预性试验研究较少，二次研究文献数量也不多且研究质量不高等问题。

在实践层面，临床服务人员缺乏有效研究证据的指导，对于循证实践方法的运用

程序不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检索文献、寻找证据，导致循证方法尚未充分

深入应用到司法、教育以及社会工作等相关领域的服务实践中。

因此十分有必要引入坎贝尔系统评价方法学规范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评价

系统，提高二次研究的质量，使得循证实践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逐步系统

化、规范化，并加强各地区、不同领域之间的融汇及交流。

循证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决策者和实践者共同推动基于实践的研究和基于研

究的实践模式和氛围，中国儿童及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 (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 & Aging Health，CCET) 是中国首个社会心理环

境健康服务的儿童和老年社会心理健康循证数据库，旨在为儿童和老年服务人员

和服务对象提供最佳心理支持、社会支持和环境支持干预证据，其工作模式为由

多个领域专家构成的评价委员会利用 CCET自主开发的科学的评价量表，从国

内外儿童、老年社会心理健康相关的干预项目中评价、筛选出科学实用及高质量

的研究证据，翻译、分类展示在 CCET网站中。CCET的项目评价评级结果与知

证决策模式等为政府决策机构在社会组织开展、研发具体循证实践项目的过程中

提供支持和参考；同时为社会组织提供干预项目培训，推广有效的循证实践模式，

并建立后效评价机制，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研究者在 CCET的循证方法学

支持下，据此有针对性地开发新证据。因此我国在引入坎贝尔系统评价方法学的

时候，可参考 CCET的工作模式，想要推动循证实践在我国社科领域的发展，需

联合社会工作、司法犯罪、教育与政策制定领域的专家，并联系坎贝尔协作网，

共同组建中国坎贝尔中心，形成一支队伍建设全面，工作效率高效的工作团队。

在团队发展的基础上，由专家们学习并转化坎贝尔方法学，以培训班或者会议的

形式交流传播方法学知识，培养具有循证背景与理念的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同时，

培养出的研究者可利用学习到的方法进行实践，提高我国循证社会科学领域的研

究数量以及质量，政策制定者可将高质量的循证研究证据付诸实践，更加规范科

学的制定决策。

中国的社会科学，目前正处于大力发展的初期，而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许多

领域和服务（如社会工作服务政策、社会工作教育、针对个体或团体的干预服务、

司法犯罪有效措施等）需要不断去探索和研究，仍然需要强调实证为依据。相信

坎贝尔系统在中国的建立和推广，必将有助于社会科学领域循证实践的发展，从

而进一步推动政策及高质量服务和干预的不断发展。

循证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坎贝尔协作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推动坎贝

尔协作网在中国的发展，推动循证理念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是十分必要

且必须的，未来必定是一个知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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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Join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We would like to formally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From

2000, 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has been leading the evidence base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Campbell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regional cent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and in South Asia.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to promote Campbell and its work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ampbell Network is a milestone of the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t will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exchanges and shar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China's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database, increas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ublish related materials and build

sub-networks, improve China's social science evidence translation level and 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ability.

We hope your research units are willing to join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you attend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22th-24th of

2019 on the campu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JUST), in

China.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conducted jointly by International Campbell

Collaboration and NJUST and i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uld be found as appendix.

Howard White Zhenggang Bai

Chair of Campbell Collaboration Director of the Evidence-based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 & Health, N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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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Ⅰ The Background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Its core idea specifically refers

to making comprehensive decision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giving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value of service clients and macro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referring to the best available research evide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of decision-making, and more meet the satisfactory of service

receivers. Its main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empirical research, systematic review

and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2000, the Campbell, named by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Donald T. Campbell, was established in Philadelphia, USA. The Campbell

already established regional center in United Kingdom, South Africa and India.

The establishment of Campbell China Network is a milestone of the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exchanges and shar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s. 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China's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database, increas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ublish related materials and build

sub-networks, improve China's social science evidence translation level and 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ability. It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Ⅱ The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is to establish a domestic and foreig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exchange platform;

ⅰ Promote the concept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evidence synthesis method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ⅱ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and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decision-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by transform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support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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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Ⅲ The procedure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ich interested i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can

apply in the name of their organization. Then, the Collaboration Center will invite

experts of the Campbell and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nsultants to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following information.

ⅰ Published (or registered) the Campbell System Review or not;

ⅱ Published a systematic review paper or not;

ⅲ Having the plan to participate i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training or not.

Ⅳ The operation

The Coordinator Center will invite 10 exper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 to join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mmittee, One director and two secretaries. The Campbell

experts will be invited to hold 1-2 training sessions every year. The Coordinator

Center will assist network members to host the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nference

every two years. Campbell China Network Coordinate Center have the right to

recommend network members to become Campbell center according their

achievement.

Ⅴ The program

ⅰ To hold 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and

conduct international seminars on evidence synthesis. Network members must publish

2-3 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 and train more than 300 researchers in next five

years.

ⅱ To publish books or tutorials on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s in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s fields, and improve China's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database and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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