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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变系数模型中稳健估计方法的比较和应用

　 黄绿斓　赵耐青　秦国友（５５４）
!!!!!!!!!!!!!!

基于遗传算法的随机森林模型在特征基因筛选中的应用

　 赵发林　张　涛　李　康（５５９）
!!!!!!!!!!!!!!

基于决策树模型食管癌病例组合研究

　 许琼琼　肖　静　沈　康等（５６３）
!!!!!!!!!!!!!

时间转换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在阿尔茨海默病进程研究中的应用
　 马彩云　孔盼盼　许晓萌等（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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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ｏｇｒａｔｉｏ变换与偏最小二乘法在多目标混料均匀设计药物处方配比
　优化中的应用 王　祥　冯瑞梅　魏　珍等（５７１）

!!!!!!!

美沙酮维持治疗依从性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王　岩　朱长才　熊　峰等（５７５）
!!!!!!!!!!!!!

随机森林倾向性评分方法及其在药品不良反应信号检测中的应用

　 张新佶　张天一　许金芳等（５７８）
!!!!!!!!!!!!!

惩罚广义线性模型在遗传关联研究中的应用及Ｒ软件实现
　 张俊国　刘　丽　李丽霞等（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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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类别分析在出生缺陷高危人群识别中的应用

　 李　金　刘小琴　曹红艳等（５８７）
!!!!!!!!!!!!!

甘南藏族一级高血压患者代谢综合征不同诊断标准患病现状

　 靳利梅　胡继宏　郑贵森等（５９１）
!!!!!!!!!!!!!

西安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特征及趋势分析

　 张晓宇　李恒新　陈保忠等（５９５）
!!!!!!!!!!!!!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处方费用的ｍｅｔａ分析
　 陈钟鸣　尹文强　唐梦琦等（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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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卫生经济学评价中基于贝叶斯ＮＭＢ模型的样本量估计方法及ＳＡＳ
　实现 张娟娟　黄　云　陈平雁（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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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用于高维变量选择的模拟评价
　 孙红卫　杨文越　王　慧等（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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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抗凝药在心房颤动患者预防脑卒中的效益风险评估

　 张嘉成　黄丽红　蒋志伟等（６１２）
!!!!!!!!!!!!!

治疗成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试验中的多状态模型研究

　 张莉娜（６１６）
!!!!!!!!!!!!!!!!!!!!!!

四川某大型公立医院医患满意度调查研究

　 石景芬　龚　永　李元峰等（６２０）
!!!!!!!!!!!!!



　　基于ＧＩＳ的２０１４年山东省卫生资源配置空间分析 董惠玲　吴炳义　王媛媛等（６２４）
!!!!!!!!!

基于结构方程的乡村医生在岗培训行为意向模型研究 朱丽丽　尹文强　唐梦琦等（６２８）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东莞市居民主要死因及对寿命损失的影响 卢志慧　陈光中　卢志敏（６３１）
!!!!!!!

二分类资料的五种一致性评价指标应用效果比较 公为洁　赵　志　顾豪高等（６３６）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沈阳市儿童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分析 张立丰　裴丽红　白春玉等（６３９）
!!!!!!!!!

社会资本对天津社区老年人自感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 王晓方　刘　彩　贾瑞霞（６４１）
!!!!!!!!

物元分析法在外科临床医师胜任力综合测评建模设计中的应用 张利平　郭美云　李望晨（６４４）
!!!!

２０１３年武威市凉州区居民期望寿命及潜在减寿分析 李　萍　李俊山　格鹏飞等（６４７）
!!!!!!!!

２０１４年兰州市居民死因监测分析 王金玉　李　盛　李守禹等（６５０）
!!!!!!!!!!!!!!!!

基于灰色系统ＧＭ（１，１）模型的山东省卫生总费用预测研究 相　静　孔　杨　徐天和（６５３）
!!!!!!

云南省１９５９－２０１４年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分析 孔　毅　许　琳　康文玉等（６５７）
!!!!!!!!!!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在老年人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朱宇航　郭继志　罗　盛等（６６０）
!!!!!!

流感流行综合指数的探索建立与应用 董选军　楼洁云　余运贤等（６６５）
!!!!!!!!!!!!!!

网络规模迭加法中社交网络规模值的校正 王　俊　杨　瑛　赵　婉等（６６７）
!!!!!!!!!!!!

灰色关联分析在医学人文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杨　丽　董　毅（６７０）
!!!!!!!!!!!!!!!!

新疆地区结核病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　微　靳圆圆　王　泽等（６７２）
!!!!!!!!!

中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的现状及变动趋势———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纵向调查数据
　 张　冲　童　峰　苟兴才（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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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六区ＰＭ２５空气污染所致肺癌疾病负担研究 廖　羽　郝元涛（６７７）
!!!!!!!!

社区老年人高血压相关知识及行为调查 李丽丽　许智芳（６８１）
!!!!!!!!!!!!!!!!!!

住院服务质量对患者满意度、忠诚度的影响研究 张　洁　陈彤斌　倪　平（６８４）
!!!!!!!!!!!

广州市儿科医疗资源配置的效率研究 杨婷婷　蔡　帆　张　丽等（６８７）
!!!!!!!!!!!!!!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分析辽宁省居民求医行为与健康
　 孙　菲　李　敏　杨　硕等（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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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函数进行寒热证型判别的探讨 魏高文　魏歆然　刘芸青等（６９３）
!!!!!!!!!!

辽宁省居民精神健康状况对前途信心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李树凯　景汇泉（６９５）
!!!!!!!!

辽宁地区胃黏膜“血清学活检”进行胃癌筛查的最新诊断界值 李彦科　吕　执　刘会缔等（６９７）
!!!!

基于泰尔指数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差异多分解研究 李华业　胡西厚（７０１）
!!!!!!!!!!!!

大学生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循环效应分析 胡俊航　吴海英　王传美等（７０４）
!!!!!!!!!!!!!

河南省疾控机构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许　璐　陈正利　许汴利等（７０６）
!!!!!!!!!

基于就医流程的患者满意度模型研究 侯如靖　张初兵（７０９）
!!!!!!!!!!!!!!!!!!!

计算机应用

单因素多水平临床试验定量指标统计分析报表的ＳＡＳ宏实现 王雨萌　孙瑞华　黄　傲等（７１２）
!!!!

学术讨论

应用ｔ分布统计量和ｔ检验统计量介绍假设检验原理 秦国友　赵耐青（７１５）
!!!!!!!!!!!!!

电子病历首页信息质量审核技巧探讨 范俊叶　范迅捷（７１７）
!!!!!!!!!!!!!!!!!!!

主要诊断与根本死因的异同及正确应用 陈　梅　高　筠　曹秀堂等（７１９）
!!!!!!!!!!!!!

教学研究

医学院校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若干讨论 李望晨　王素珍　王在翔等（７２１）
!!!!!!!!!!!!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统计本科专业毕业生雇主调查 安胜利　欧春泉　李丹玲等（７２４）
!!!!!!!!!

预防医学专业《卫生统计学》试卷质量评价 杨永利　程志伟　杜玉慧等（７２６）
!!!!!!!!!!!!

综述

表观基因组甲基化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 张秋伊　陈　峰　魏永越等（７２９）
!!!!!!!!!!!!!

基于正则化回归的组学数据变量筛选方法 谢宏宇　侯　艳　李　康（７３３）
!!!!!!!!!!!!!

（本期责任编辑：郭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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