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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内容： 

（一）大数据来源、整合和分析方法概述 

（二）利用流行病学实例及 R 软件介绍统计和机器学习领域常用的回

归模型和变量选择方法 

（1）基础回归模型和变量选择方法 

（2）用于复杂、高维变量选择和分析的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

LASSO 回归、弹性网络回归(Elastic Net Regression)等模型 

（三）贝叶斯方法在多源、大样本基因组学及遗传数据整合和分析中

的应用 

（1）贝叶斯方法介绍 

（2）大数据分析中贝叶斯方法的计算及分析工具 

（3）整合性数据分析介绍 

（4）贝叶斯方法在基因及遗传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传统的 GWA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研究和近期分子数量性状位点图

谱(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 Mapping)研究等 

（四）电子病历记录的可视化、计算和推断 

（1）基于医疗机构间异构、多参数、高维数据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

亡率比较 

（2）基于统计质量控制领域 CUSUM 控制图，以医疗结果为结局指

标，结合风险调整，对卫生服务提供者进行评价的方法 

（3）用于高维随时间变化变量对生存率影响分析的 Boosting 方法

（Gateaux-differential based boosting method） 

（五）大数据与医疗保险、临床研究、卫生经济学评价和时间空间数

据建模的案例举例 

（1）利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医保费用的分配和监控、利用 Hawkes

模型分析疾病的演化过程及疾病之间关系 

（2）基于医疗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治疗方案的经济学评价分

析模型示例 

（3）生物医学大数据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举例 

（4）统计方法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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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安排（专家简介见附件 2） 

日期 时间 主讲人 单位 题目 

5 月 8 日 

9:00-12:00 李颐 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课程及大数据分析领域前沿

趋势介绍 

14:00-17:00 
Bhramar 

Mukherjee 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回归模型及变量选择 

5 月 9 日 

9:00-12:00 
William Wen 

助理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现代贝叶斯方法：大数据整合

和可扩展的计算 

14:00-17:00 
Kevin He 

助理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电子健康记录（EHR）数据分

析：可视化、计算和推理 

5月 10日 

9:00-9:45 林华珍 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基于医疗保险数据的监控及

预测分析 

9:45-10:30 李秋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 大数据时代的药物经济学 

10:30-11:15 付平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

科 

大数据分析在临床研究中的

应用 

11:15-12:00 杨晓妍 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生物医学大

数据中心 

 统计方法的医疗卫生应用

实例 

14:00-17:00 讲师团 — 讨论及答疑 

 招生人数：限 70 名，报满为止。 

 培训时间：2017 年 5 月 7-10 日 

 报到时间：2017 年 5 月 7 日 14:00-17:00 

 报到地点：华西临床医学院（老八教）409 办公室 

 培训地点：华西临床医学院（老八教）333 教室 

 培训要求：培训实战练习需自己携带笔记本电脑 

【报名流程】  

填写报名表—确认后缴纳学费—缴费确认  

1、 申请人详细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1），电子版提交至邮箱：

hxjkkjpx@163.com。 

2、 接到报名确认通知（短信或邮件）后 5 个工作日内，按要求缴

纳学费。（温馨提示：为保证教学质量及资源调配，一旦缴费概

不退还。） 

3、缴费后 5 个工作日内会务组将与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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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报名表 

医疗大数据与生物统计应用培训班 

报名表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文化程度 1.大专及以下   2.本科   3.硕士   4.博士   

部门  职 务  职 称  

单位性质 1.公立    2.民营    3.其他 

医院级别 1.三甲   2.三乙   3.二甲   4.二乙   5.一级   6.无级   

移动电话  办公电话  

传 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工作简历

（学生身份

请标注） 

 

学习目的  

希望交流

部门 
 

备注：住宿交通费用自理，培训提供工作午餐。推荐入住宾馆：华西天使宾馆

1、住宿标准：单间 380 元起/间（含早）、标间 380 元/间（含早），预订电话：

028-85422800； 
温馨提醒：住宿价格为华西医院协议价，预订房间时请告知酒店工作人员您是医

疗大数据与生物统计应用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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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家简介（按授课顺序排列） 
 

李颐 教授 

美国知名生物统计领域专家，现为密歇根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专业和全球卫生教授，华西

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名誉主任，四川大学客座教

授。曾历任美国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助理教授、

副教授、兼职教授。教育背景：数学、生物统计，

主要研究领域为生存分析、流行病学方法、高维

数据的统计方法、肿瘤临床治疗和 (或) 观察性研究的统计方法和马

可夫模型及其应用。承担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杰出青年基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调查机构发起研究基金 (R01) 等项目。担任

Statistics in Biosciences 等杂志的副主编, Springer 等杂志的编委，担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评审专

家。其发表了同行评议的文章 130 余篇。 

 
Bhramar Mukherjee 教授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系副主任，生

物统计专业、流行病学专业教授，密歇根大学整

合癌症中心人口科学副主任 

教育背景：统计学、应用统计学和数学统计学，

获 2012 年获密歇根优秀教学奖等荣誉，担任了

Statistics in Medicine，Biometrics，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等杂志的副主编。The Annals of Statistics，Biometrika，

Biometrika 等知名统计杂志的评审专家，联邦咨询委员会环境健康科

学、 环境健康科学审查委员会成员等。发表了同行评审文章 170 余篇，

目前承担了源自 NIH 项目 14 项，涉及金额 1500 余万，另参与或主

持已结题项目 34 项。担任了 Bayesian Analysis of Case-Control Data，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Genetic Epidemiology 等课程的短期教学。举办

了统计相关的专业会议 3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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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quan (William) Wen  助理教授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专业 助理教

授 

教育背景：北京大学化学物理学硕士、芝加哥大

学数据和计算机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博士，主要研究高通量测

序数据分析、贝叶斯模型比较，贝叶斯多重假设检验和概率图形模型

与运用统计学科学解决遗传学与功能基因组学的问题等。合作开发

NIH 项目 7 项，共发表了 30 余篇文章。兼任美国数理统计协会成员、

国际贝叶斯分析协会成员、美国人类遗传学成员和美国统计协会成员。 

 

 

Kevin（Zhi）He  助理教授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专业助理教

授 

教育背景：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加拿大

皇后学院统计学学士和流行病学硕士，密歇根大

学生物统计学硕士和博士，研究领域：生存分

析、 高维数据分析、统计遗传学、 因果推理、 统计遗传学。共发表

了 20 余篇文章，大会发言 15 余次，参与项目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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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珍  教 授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统计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1985-1992 四川大学数学系学士及硕士，

1999 年华西医科大学卫生统计博士，2003 年-2005

年美国华盛顿生物统计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非参数

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先后有 30 多篇学术论文发表

在 Annals of Statistics、JRSSB、Biometrika 及 Biometrcs 等国际统计学顶

级期刊上。已先后四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特别是 2011 年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0 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2015 年荣获第十一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16 年荣获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近期应邀担任《Biometrics》，《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Associate Editor，同时也

是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应用概率统计》及《系统

科学与数学》的编委。 

 

 

李 秋  教 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分

会秘书长、四川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治疗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长期从事恶性肿瘤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熟悉肿瘤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胃肠道

肿瘤、肝癌、卵巢癌、恶性淋巴瘤的化疗和生物靶向治疗。先后负责

国家 973、863 计划项目课题和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近

年致力于恶性肿瘤的成本效益分析。已在 Int J Cancer, Oncotarget 等杂

志发表专业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药物经济学论著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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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平  教 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华西肾

脏病研究室主任，华西生物统计及成本研究中

心副主任。学术任职包括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

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肾脏病学分会常委、中

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常委、中国

非公立机构第一届肾脏透析专委会常委、四川

省医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

会肾脏内科分会第二届委员会会长、世界中联第一届临床用药安全委

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等。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 20 种杂

志编委。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子课题等多项课题负责人，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0 余篇。主编、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教材各一部；中华医学会

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四川省医学科技一等奖各

一项;国家发明及实用新技术专利 6 项。 

 

 

杨晓妍 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副教授，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卫生统计学硕士、

循证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博士、管理科学与

工程博士后。主要从事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

与卫生决策支持，包括卫生技术评估（如药

物、器械、诊疗方式与流程等）、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统计方法与大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与研发等。担任中国注册临床试验(ChiCTR)伦理审

查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科研统计学专委会理事、

四川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决策咨询分委会专家、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流行病学分会委员。为以下杂志的同行评审专家：PLOS ONE、J INF, 

INT J INFECT DIS、INT J TUBERC LUNG D、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预防医学情报杂

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