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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天津市参保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住院费用结构分析

　 郭玉婷　李长平　崔　壮等（３７０）
!!!!!!!!!!!!!

多分类结局指标中两类别占比之比的统计推断方法

　 刘　薇　吴　军　曹颖姝等（３７４）
!!!!!!!!!!!!!

多药耐药与非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院内感染的归因住院费用与住院

　时长研究 郭轶斌　郭　威　邱佩琪等（３７８）
!!!!!!!!!

ＳＫＡＴ与惩罚回归模型两阶段策略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的应用

　 张俊国　林志丰　刘　丽等（３８２）
!!!!!!!!!!!!!

左截断右删失数据下非参数估计方法的研究

　 陈金宝　侯雅文　陈　征（３８６）
!!!!!!!!!!!!!!

疾病预后研究的中介分析方法评价

　 施倩雯　魏永越　李清雅等（３９０）
!!!!!!!!!!!!!

西北地区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自我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刘　壮　张　悦　田　蕾等（３９７）
!!!!!!!!!!!!!

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杨　光　刘红杨　王　凡等（４００）
!!!!!!!!!!!!!

不同粗分组方法建立ＤＲＧｓ模型的差异对比研究

　 程亮亮　李亚茜　段占祺等（４０４）
!!!!!!!!!!!!!

加速瓮模型在选择性交叉设计中的应用

　 王治东　王　陵　蒋志伟等（４０８）
!!!!!!!!!!!!!

有限混合模型在肝硬化住院患者医疗费用研究中的应用

　 马晓敏　贾卫东　杨　朔等（４１２）
!!!!!!!!!!!!!!

不同混杂结构条件下各倾向性评分方法的模拟比较研究

　 孙　婷　秦国友　武振宇等（４１５）
!!!!!!!!!!!!!!

医学研究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状况典型相关分析

　 吴传莉　留秀丽　游文軻等（４２１）
!!!!!!!!!!!!!!

慢性疾病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李成福　孙林娟　王　勇等（４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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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基于区间模糊数ＥＡＧＲＤＴＯＰＳＩＳ法的医疗满意度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张利平　唐云锋　吴学谦等（４２７）
!!!

湘西民族地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服务现况及其对策 胡昌军　胡昌标　张志军等（４３０）
!!!!!!!!!!!

长沙市金属和类金属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超标率时间序列分析 何　俊　胡平成　金若刚等（４３３）
!!!!!!

Ｔｉｌｂｕｒｇ量表和衰弱表型对养老机构老年人失能状况预测作用比较 赵雅宜　李现文　丁亚萍等（４３６）
!!!!!

西藏地区农村医务工作者职业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董　海　陈红梅　杨丽君等（４３９）
!!!!

脑卒中高危人群实施健康管理效果评价分析 潘　群　王丽琼（４４３）
!!!!!!!!!!!!!!!!!!

上海市各区县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分析 周文滔　金春林　李　芬等（４４５）
!!!!!!!!!!!!!!!

右美托咪定对颅内肿瘤切除术患者血流动力学影响的ｍｅｔａ分析 张婧豫　何　龙　艾艳秋（４４８）
!!!!!!

贵阳市中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李　曦　罗　鹏　张江萍（４５３）
!!!!!!!!!!!

中国各省医疗条件空间分布与合理性研究 梁博毅　钱思蔚　张维琦（４５５）
!!!!!!!!!!!!!!!

脑卒中三级网络筛查及对早期干预方案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时松和　李桑桑　刘德臣等（４５９）
!!!!!!!!

胃癌高危人群胃镜监测策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朱玫烨　薛佳殷　李　萍等（４６２）
!!!!!!!!!!!!

基于网络直报下的传染病自动预警信息系统运行效果分析 孙秋云（４６５）
!!!!!!!!!!!!!!!!

铁岭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城区居民肝癌死亡趋势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分析 张　亮　陆　文（４６７）
!!!!!!!!!!!!

２０１４年各省人口出生死亡资料的系统聚类分析 张臖茹　王　爱　邹长青（４６９）
!!!!!!!!!!!!!

海南省应急药品储备信息系统的研究 王平根　梁月兰　罗文龙等（４７２）
!!!!!!!!!!!!!!!!

２０１４年云南省楚雄州居民死因监测结果分析 赵会勇　董　娟　胡翠波等（４７４）
!!!!!!!!!!!!!

基于ＩＤＥＦ０模型的城市老年社区健康服务适宜项目概念模型研究 罗　盛　张　锦　李　伟等（４７７）
!!!!!

基于群组ＡＨＰ法构建医院业务科室绩效评价体系的实践 王晓明　王梦圆　李　静（４８０）
!!!!!!!!!

改进的ＧＭ（１，１）幂模型在出院人数预测中的应用 刘雁灵　李　菲　曹文君（４８３）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北京市朝阳区医疗机构传染病漏报调查与分析 郭炳虹　崔树峰　孟海英（４８５）
!!!!!!!!

基于秩和比法评价广西卫生资源配置现状 孙　健　王前强　文秋林（４８８）
!!!!!!!!!!!!!!!

剖宫产住院费用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 袁继梅　张　宁（４９０）
!!!!!!!!!!!!!!!!!!!!!

河南省３７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现状调查 王丽娜　张东军（４９２）
!!!!!!!!!!!!!!!!!!!!

我国卫生总费用结构与人均医疗费用的灰色关联分析 崔婷婷　熊季霞（４９４）
!!!!!!!!!!!!!!

某医院乳腺癌术后化疗的生存分析 王清华　李志勇　姚　旭等（４９７）
!!!!!!!!!!!!!!!!!

中国不同地区卫生事业效率分析 张　颖　胡冬梅　李国荣等（４９９）
!!!!!!!!!!!!!!!!!!

某医院４７４例急性阑尾炎患者住院总费用分析 韩丽珍　王平根　罗文龙（５０１）
!!!!!!!!!!!!!

运用主成分聚类分析法评估医院科室科研绩效 郭锐敏　常宗平　孙瑞华等（５０３）
!!!!!!!!!!!!

ＣＣＴＳ共识
单组目标值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考虑 中国临床试验生物统计学组（ＣＣＴＳ）　李　卫　赵耐青（５０５）

!!!!!!

计算机应用

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干预分析模型及ＳＡＳ实现 薛芳静　黄　灏　许碧云等（５０９）
!!!!!!!!!!!!!

ＳＡＳ／ＡＦ模块在临床试验统计分析计划书自动化输出中的应用 潘俊霞　罗　栎　王诗远等（５１２）
!!!!!!

ＭｙＳＱＬ在健康相关数据清理中的应用 宋　杰　郝舒欣　徐东群等（５１５）
!!!!!!!!!!!!!!!!

方法介绍

基于色谱－质谱平台的代谢组学数据预处理方法 孙　琳　张秋菊　王文佶等（５１８）
!!!!!!!!!!!

三种块缺失数据处理方法的比较 林丽娟　董学思　赵　杨等（５２３）
!!!!!!!!!!!!!!!!!!

教学研究

安慰剂对照在临床研究设计教学中的探讨 武振宇　郑雪莹（５２６）
!!!!!!!!!!!!!!!!!!!

短篇报道

北京市某医院眼科住院患者疾病构成的帕累托图分析 陈海燕　李　萌（５２８）
!!!!!!!!!!!!!!

（本期责任编辑：张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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