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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为推进华人地区生存质量研究人员的合作、教育和成果共享，鼓励讨论中华文化

及语言对生存质量研究的影响及其独特性，促进华人地区生存质量研究人员与世界其

他地区研究者的联系、鼓励地区性的信息交流，2018 第三届世界华人生存质量研究

学术交流暨第八届全国生存质量研究大会将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在首都北京

召开。本次会议由世界华人生活素质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

委员会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生命质量研究分会承办，

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生存质量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采取工作坊、大会交流和分会

场交流等形式，共享生存质量研究结合中医学、西医学科研成果。诚挚邀请有志于在

该领域做出成绩的同仁踊跃参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介绍如下：  

 

一、 大会主题  

医学模式变革中的健康结局测量 

大会主席：方以德 刘保延 何丽云 

二、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世界华人生活质素学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 

中国针灸学会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生命质量研究分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三、会议地点：北京  前门建国饭店 

四、会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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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存质量研究的方法学 

2、量表研制与应用新进展 

3、癌症的生存质量研究进展 

4、生存质量研究在针灸领域的应用； 

5、生存质量研究在睡眠领域的应用； 

6、生存质量研究在亚健康领域的应用； 

 

五、会议须知  

1. 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20-22 日 

4 月 19 日报道 

   4 月 20 日下午生存质量初级班培训 

   4 月 21 日上午正式会议：大会开幕式、主题报告； 

   4 月 21 日下午卫星会议：针灸分会场、睡眠分会场、亚健康分会场、肿瘤分

会场； 

   4 月 22 日上午正式会议：主题报告、大会闭幕式。 

2. 会议注册费用 

（1）4月 20日培训班：1000 元，学生 500元（请报道时携带学生证）。 

（2）会议费：  

会务费 2018.3.15 前注册者 2018.4.5 前注册者 现场注册者 

非会员参会者 ￥1400 ￥1600 ￥1800 

会员或在校学生 ￥800 ￥1000 ￥1200 

3. 会议论文征集及缴费方式 

本次会议的论文投稿、注册缴费均通过大会官方邮件 wacqol2018@163.com 及网

站进行，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报名和收费。网上缴费成功后，会议组委会将提供发票。 

电子邮件提交给会务组 wacqol2018@163.com。届时若逾期未发送参会回执，请

参会代表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1）征文内容 

围绕年会所设立的生存质量研究的方法学、量表研制与应用新进展、癌症的生存

质量研究进展、生存质量研究在临床护理的应用、生存质量研究在中医领域的应用、

生存质量研究在消化科的应用、生存质量研究的方法学、生存质量研究在针灸领域的

mailto:wacqol2016@163.com
mailto:wacqol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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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生存质量研究在睡眠领域的应用、生存质量研究在亚健康领域的应用主题，撰

写与其相关专业或交叉学科领域的生存质量、量表、方法学等论文。 

（2）撰写要求 

 论文所反应的信息和学术成果须是 2010 年-2018 年 3 月完成的。 

 论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请作者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责自负。 

 欢迎围绕分会场主题投稿，论文摘要在 800-1000 字左右，全文在 3000 字左右。 

 注册个人信息和提交论文，请通过网络注册平台，在线注册网址：

http://shengcunzhiliangyanjiuxuehui-1.eventdove.com/，点击链接直接登录。论文投

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5 日。线下投稿邮箱：wacqol2018@163.com。 投稿联

系人：刘老师 18810877011. 

 请自留底稿，论文入选与否，均不退还来搞。本届年会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可另投

其他学术期刊发表。 

 为扩大年会学术影响，拟将有关论文收藏和检索机构推荐。凡未向年会做特殊声

明者，均视为已同意授权推荐。 

 论文投稿格式需符合规范要求，所有来稿均提交学术专家组评审，合格者将编入

大会论文集。 

 本次会议将评选优秀论文，可获得演讲或海报形式汇报机会。由于场地限制，参

加论文壁报人员将进行轮换展示，展期为 1 天/ 张/人，所有制作壁报的代表将会

收到短信或电子邮件的通知，请按照通知要求自行制作，并于会议召开之前张贴

到指定的区域，具体张贴地点请于报到时查看会议指南或指示标牌。 

（3）壁报展示 

 参展对象：所有接到短信或电子邮件通知的论文壁报人员。 

 壁报尺寸：120cm（高）X90cm（宽） 

 壁报语言：英文 

 壁报格式及内容： 

壁报格式要求：壁报一般由文字、图、表格、相片构成，语言文字表达要清晰、

简洁，图片分辨率 200-300dpi。建议主标题字号 90～150，最好 2 米外可以看清；小

标题字号 50～72；正文字号 28～44，具体字号大小请您根据壁报文字多少而定。为

mailto:wacqol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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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壁报更美观，更易于阅览，建议 20%文本，40%图形，40%留白。壁报颜色搭配要

一致，相片除外，最好不要使用超过三种颜色。 

论文壁报内容：① 研究背景；② 研究目的；③ 材料与方法；④ 结果与讨论；

⑤ 结论；⑥ 参考文献；⑦ 致谢。 

4．会议联系邮箱：wacqol2018@163.com ; wacqol2018@wacqol.org  

5. 会议联系人： 杨老师  电话：13520337777 邮箱：13520337777@163.ocm 

                   刘老师  电话：18600218171；邮箱：wacqol2018@163.com 

6. 在线注册网址：http://shengcunzhiliangyanjiuxuehui-1.eventdove.com/ 

 

 

世界华人生活素质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生命质量研究分会 

 

 2018 年 3月 8日 

附件 1 

第三届世界华人生命质量学术会议参会回执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办公室：               手机： 

E-mail 地址  

论文题目  

住宿安排 □不安排        □安排单人间  □安排双人间 

备    注  

注：请 2018 年 3 月 15 日前将回执发至 wacqol2018@163.com；若逾期未

发送参会回执，请参会代表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mailto:wacqol2016@163.com
mailto:wacqol2016@wacqol.org
mailto:wacqol2016@163.com
mailto:wacqol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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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会议专家简介及报告内容（持续更新中） 

（按专家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1. Donald Bushnell 

Associate Director/Research Scientist    

Health Research Associates, Inc. USA 

美国健康研究协会 助理研究员 

 

2. John Caplin  

Medical Psychologis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GU Division of Pediatrics 

瑞典哥德堡大学 儿童研究中心医学 心理学家  约翰 卡普林 

 

4.Prof. Paul Kind  

Professor of Health Outcome Measurement, Academic Unit of Health Economics,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Leeds, UK 

英国利兹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 医学经济学科 健康评价专业教授 

 

 

报告题目： 
 The practical value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healthcare decision-making 

(plenary) 
 Measuring health outcomes for clinic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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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ndy Lam   
Prof. Cindy Lam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教授  家庭医学与照护专业 

 

 

5.方积乾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组负责人、中

国卫生统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会长。创办北京医科大学生物统计

与生物数学教研室，多部医学和统计学的高等教育教材的主编，主持多项国家科

学基金课题、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目前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有关生命质

量科研项目为欧盟和国家科技部的重要课题。 

 

6. 刘保延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

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全国针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卫

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长期从事中医针灸临床评价方法的研究。主持了国家 973

计划项目、863 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重

点项目等研究 20 余项；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临床研究、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

系统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录入 18 篇；主持制定了针灸标准 20 余项。 

 

7. 刘凤斌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脾胃病科主任、消化内窥镜室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国

际生存质量学会-亚洲华人分会”执行主席，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国家中医管理局脾胃病学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带

头人。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

之星”称号。广东省“千百十”国家级人才培养对象，国家人事部“百千万”培养对象。

其研制的量表有中华生存质量量表、中医健康状况量表、中医脾胃系疾病 PRO 量

表、重症肌无力 PRO 量表和慢性肝病 PRO 量表。 

 

8. 郝元涛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卫

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会员，国

际生存质量研究会会员，亚洲华人生存质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卫

生统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现场统计学会副

会长，学术期刊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等审

http://baike.baidu.com/view/6527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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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学术期刊《中国卫生统计杂志》、《华南预防医学》、《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等编委。近五年主要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美国中华医

学基金会(CMB)、广东省卫计委、广州市卫计委等研究项目 20 余项。包括主要承

担“残疾人生存质量和照顾质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等国家课题的研究。 

 

9. 何丽云研究员 

报告题目：量表学研究方法在中医药领域应用进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评价方法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医临床评价

方法研究已 16 年，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会长，世界中联疗效评价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围绕中医临床评价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技

术平台建设。将患者报告结局的评价方法引入中医药临床评价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较早开展中医治未病亚健康状态评价方法研究，成为我国亚健康相关技术

标准指南的审定专家、学会的带头人。开展针灸临床评价方法研究，参与起草针

灸学会标准《针灸 GCP》，指导着针灸临床研究；负责传染病中医疗效评价共性

技术研究，包括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肝病、结核病 30 多项方案设计、数据管理

质量控制方法研究，提高了研究质量。带领团队开展中医民间特色诊疗技术评价

研究，建立了一套技术筛选、规范、评价、推广应用的机制，为挖掘弘扬我国民

间特色技术做贡献。另外，带领团队研发的中医临床评价共性技术平台到应用，

已经为全国 210 多项课题提供了中央随机与数据管理技术服务，支持着我国中医

临床科研的高质量实施。先后主持传染病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

11 项，参与 973、863、支撑计划等科研课题 20 项；发表论文 173 篇；获奖 16

项，获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18 项。 

 

10.万崇华教授 

报告题目：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值 MCID 制定方法 

广东医科大学生命质量与应用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人文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

博士后导师。世界华人生活素质学会副会长，中国信息学会医院统计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和医学统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会委员、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卫生经济政策专委会及卫生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价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行为与心身医学分会委员。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 200 篇，其中英文 SCI 刊物 20

多篇。参与 20 多部专著和教材的撰写。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学成

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 项。获国家版权证书 6 项。 

 

11.朱燕波教授 

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管理系主任，健康管理学二

级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生命质量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

研究会健康管理与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体质研究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生命质量测量与评价、健康管理、中医体质

辨识方法研究与应用、无偿献血与健康、肥胖与健康等。主持开发基于自我评价

和医生评价量表 7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2/10)，省部级奖励 7 项。发表学

术论文近 200 篇，其中 SCI 收录 7 篇，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

跑者 5000）7 篇, 他引 3000 余次。主编、参编教材和学术著作 10 部。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 2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