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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基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建立慢性丙肝治疗的药物经济学模型
　 陈　海　陈洁玲　陆志刚等（３７０）

!!!!!!!!!!!!!

高维组学变量筛选方法的稳定性评价方法及应用

　 王瞡涛　侯　艳　李　康（３７４）
!!!!!!!!!!!!!!

淮海经济区城市居民卫生保健支出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覃朝晖　黄晓静　黄水平等（３７９）
!!!!!!!!!!!!!

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尿酸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陈玉柱　方志峰　唐振柱等（３８２）
!!!!!!!!!!!!!

广义估计方程在糖尿病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吴　彬　曹建平　邹煌秀等（３８５）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狂犬病发病数据ＡＲＩＭＡ乘积季节模型的建立及
　预测 孟凡东　吴　迪　隋承光（３８９）

!!!!!!!!!!!!

山东省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罗　盛　张　锦　郭继志等（３９２）
!!!!!!!!!!!!!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家庭支持、抑郁对围绝经期妇女生活质量的

　影响 茆广绪　杜振芳　叶炜杰等（３９６）
!!!!!!!!!!!

肝硬化患者报告临床结局量表计量心理学特征考核

　 张　瑛　杨圆圆　罗艳虹等（４００）
!!!!!!!!!!!!!

多分类结局指标中两类别占比之差的统计推断方法

　 吴　军　段重阳　陈平雁（４０４）
!!!!!!!!!!!!!!

中国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郝世超　符　健　周　等（４０８）
!!!!!!!!!!!!!

变权组合模型在我国手足口病发病率预测中的应用

　 王永斌　李向文　柴　峰等（４１２）
!!!!!!!!!!!!!

基于ＺＩＧＰ模型的阳性过敏原数影响因素研究
　 李　萌　刘妍妍　于　磊等（４１６）

!!!!!!!!!!!!!

乡镇卫生院临床服务人员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情况的现状调查

　 朱　敏　蔡源益　曹晓红等（４２０）
!!!!!!!!!!!!!

应用研究

对数线性模型在评分者一致性研究方法中的应用

　 姚宁宁　陈炳为　申春悌等（４２４）
!!!!!!!!!!!!!

铁路工人生活方式对中心性肥胖影响的探讨

　 朱晓敏　赵海亮　冯彦成等（４２６）
!!!!!!!!!!!!!

骨质疏松髋部骨折患者医疗资源使用与医疗费用研究

　 曲　艺　吴　晶（４３０）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重庆市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何　丹　杨　莉　王　岚等（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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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水平分析在调查问卷结果分析中的应用 杨芳丽　何　佳（４３５）
!!!!!!!!!!!!!!!!!

安徽肥西县农村老年人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　玖　张彬彬　赵原原（４３９）
!!!!!!!!!

ＩＭＢ模型在肺结核废弃物危害控制中的应用 刘有旺　曹　爽　李　程等（４４１）
!!!!!!!!!!!

辽宁省３１２９名成人患病情况 李力卓　孙　菲　严　洁等（４４３）
!!!!!!!!!!!!!!!!!!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应用于交通警察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吴伟旋　许　军　吴志华等（４４５）
!!!!!!!

老年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ＥＲ等生物标志物对预后的影响 马　可　王　慧　王清华等（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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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模型在医院患者满意度综合评价方案设计中的比较研究 张利平　高倩倩　马东平等（４５０）
!!!!

临床专业留学生医学统计学教学需求调查 范引光　潘发明　邹延峰等（４５３）
!!!!!!!!!!!!

惠农区孕妇营养知识、态度及健康行为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常艳红　王淑春（４５６）
!!!!!!!!!!

新农合方案调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医疗服务需求及其弹性的比较研究

　 孙彦玲　孙　伟　乔　慧（４５９）
!!!!!!!!!!!!!!!!!!!!!!!!!!!!!!

基于集中指数和泰尔指数的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均等化分析

　 于　芳　于贞杰　梁峥嵘（４６３）
!!!!!!!!!!!!!!!!!!!!!!!!!!!!!!

影响肺癌手术患者生存因素研究 于正伦　张曙光　张其刚等（４６６）
!!!!!!!!!!!!!!!!

床位利用模型与工作效率指标在床位管理中的应用 王晓成　贺亚琴　刘王斌（４６８）
!!!!!!!!!

基于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模型的住院量实证分析 和　融（４７１）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的肿瘤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分析 戴　羽　郑晓东　黎　晶等（４７４）
!!!!!

基于趋势外推与ＡＲＩＭＡ预测我国医院诊疗及住院人次 李望晨　崔庆霞　张利平（４７７）
!!!!!!!!

某县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变化趋势 周桂珍　徐　金　刘礼娇等（４７９）
!!!!!!!!!!!!!!!

圆形分布法探讨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沈阳市和平区麻疹报告病例发病时间的聚集性 武玉欣　周　雨（４８２）
!!

宁夏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新发尘肺病例发病特征分析 孙　伟　耿敬东　谢　峰等（４８５）
!!!!!!!!

某院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恶性肿瘤住院患者统计分析 祖学亮　余佳妍　杨　艳（４８７）
!!!!!!!!!!!

运用综合指数法对南通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死因网络报告工作的综合评价
　 林　玲　蔡　波　徐　红等（４８９）

!!!!!!!!!!!!!!!!!!!!!!!!!!!!!

南昌市某三甲医院住院费用结构研究 沈　颖　尹　娟　傅陈欣熹（４９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卫生统计学领域资助情况分析及其对学科发展的作用

　 赵丽萍　赵　杨　朱慧娟等（４９３）
!!!!!!!!!!!!!!!!!!!!!!!!!!!!!

偏相关分析在脉压相关因素研究中的运用 赵否曦　刘　涛（４９７）
!!!!!!!!!!!!!!!!!

ＪＣＲ收录的统计学期刊影响力分析 张　悦　刘　壮（５００）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某院住院人次季节变化分析 苗　静（５０３）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某院住院死亡病例疾病构成分析 陈金彪　周维强　张　静等（５０５）
!!!!!!!!!!

计算机应用

时间分层病例交叉研究的Ｒ软件实现 张彩霞　刘志东　张斐斐等（５０７）
!!!!!!!!!!!!!!

贝叶斯统计分析的有力工具———ＯｐｅｎＢＵＧＳ软件 杨维维　刘　沛　巢健茜等（５１０）
!!!!!!!!!!

Ｒ软件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ｕｔｐｏｉｎｔｓ包在影像诊断中的应用 刘小华　何　鹏　徐　凯等（５１４）
!!!!!!!!!!

专题研究

样本量估计及其在ｎＱｕｅｒｙ＋ｎＴｅｒｉｍ和ＳＡＳ软件上的实现———群随机试验（二）
曹颖姝　孙亚清　陈平雁（５１７）

!!!!!!!!!!!!!!!!!!!!!!!!!!!!!!!

方法介绍

高维组学数据的变量筛选方法及其应用 侯　艳　谢宏宇　张晓凤等（５２１）
!!!!!!!!!!!!!

基因组学数据整合中的批次效应移除算法 陈天成　侯　艳　李　康（５２７）
!!!!!!!!!!!!!

区间删失生存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李丽贤　汤　茗　曾彦彦等（５３０）
!!!!!!!!!!!

长期生存率比较的统计检验法 陈金宝　邱李斌　王北琪等（５３４）
!!!!!!!!!!!!!!!!!

基于ＡＵＣ统计量的随机森林变量重要性评分的研究 张晓凤　侯　艳　李　康（５３７）
!!!!!!!!!

综述

生存质量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 张　娟　杨栋梁　李彦国等（５４１）
!!!!!!!!!!!!!!!

常用生存分析模型及其对时依性协变量效应的估计方法 肖媛媛　许传志　赵耐青（５４３）
!!!!!!!

ＡＳＡ声明
ＡＳＡ关于ｐ值的声明：背景、过程和目的 方积乾译（５４８）

!!!!!!!!!!!!!!!!!!!!!

ＡＳＡ关于统计意义和ｐ值的声明 方积乾译（５４９）
!!!!!!!!!!!!!!!!!!!!!!!!

（本期责任编辑：邓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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