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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重复测量诊断试验的ＲＯＣ曲线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马春桃　熊　巍　田茂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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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风险及其时间分布规律

　 刘玲玲　林　芳　韩耀风等（７）
!!!!!!!!!!!!!!

两组率同为１００％或０％时率差置信区间估计的ＳＡＳ实现
　 黄耀华　唐欣然　段重阳等（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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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交叉验证对ＰＬＳＤＡ模型的影响研究
　 曲思杨　张秋菊　王文佶等（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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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应用于老年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
　研究的探讨 韩耀风　覃文峰　陈　炜等（１８）

!!!!!!!!

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和分类树的北京市高血压患者就诊机构选择的影响
　因素分析 代晓彤　谢学勤　康晓平等（２３）

!!!!!!!!!

健康人群血脂指标随年龄变化趋势的研究

　 马健博　宋桂荣　罗亚仙等（２７）
!!!!!!!!!!!!!

产后保健服务利用的受益归属分析

　 徐　东　于贞杰　李向云等（３０）
!!!!!!!!!!!!!

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及未来人口预测

　 王永斌　马石头　王　焕等（３４）
!!!!!!!!!!!!!

基于圆形分布法的早产儿出生月份分析

　 应　佳　雷方良　雷　倩等（３７）
!!!!!!!!!!!!!

北京市青壮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相关因素的多重对应分析

　 陈卓然　谢学勤　康晓平等（４０）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国消化道恶性肿瘤死亡率趋势分析
　 吴想军　李子巍　屈若等（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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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昆山市居民自杀死亡的流行趋势和疾病负担分析

　 秦　威　胡文斌　仝　岚等（４７）
!!!!!!!!!!!!!

某职业人群各系统疾病患病状况及其对应分析

　 刘建正　李娟生　蒲宏全等（５０）
!!!!!!!!!!!!!

基于熵权改良ＴＯＰＳＩＳ法对某三甲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综合评价
　 卜胜娟　徐爱军　熊季霞（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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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医院患者满意度指标体系构建及多种评价方法比较研究

　 李望晨　吴学谦　张利平等（５５）
!!!!!!!!!!!!!

基于文本挖掘的临床带教评价分析

　 陈　苗　刘　超　庄俊玲等（５９）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台州市恶性肿瘤死亡趋势分析 王良友　林海江　乔冬菊等（６１）
!!!!!!!!!

北京市顺义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流行性感冒相关超额流感样病例数估计 张文增　陈东妮　史继新等（６５）
!

我国儿童ｂ型流感嗜血杆菌（Ｈｉｂ）疫苗接种率的ｍｅｔａ分析 李文敏　尹　刚　孔玉梅等（６９）
!!!!!!

纵向有序数据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应用研究 刘　艳　李　扬　刘　罡等（７４）
!!!!!!!!!!!!

辽宁省乡镇干部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工作绩效的关系 卜泰来　马洪林（７８）
!!!!!!!!!!!!

辽宁省麻疹监测系统质量评价分析 安晓慧　方　兴　姚文清等（８２）
!!!!!!!!!!!!!!!!

三亚市老年肺结核患者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黎永华　李朝勇　黄　隆（８５）
!!!!!!!!!

南京市浦口区高血压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小燕　尤　俊　郑爱林等（８７）
!!!!!!!!!!!!

大学生传统性文化和性心理的相关性研究 文　静　叶运莉　冯亚娟等（９１）
!!!!!!!!!!!!!

社区居民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王　予（９４）
!!!!!!!!!!!!!!!!!!!

淮安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流行性腮腺炎的流行病学分析 刘家松　成　旭　蒋　蔓等（９７）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重庆市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 刘小利　许小兰　周乐明等（９９）
!!!!!!!!!!!

某院１７４０例超长住院日患者影响因素分析 凌爱芳（１０２）
!!!!!!!!!!!!!!!!!!!!!

昭通不同性别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何利平　李晓梅　喻　箴等（１０４）
!!!!!!!!!

山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源配置评价 张　慧　于贞杰（１０６）
!!!!!!!!!!!!!!!!!!

基于加权秩和比法综合评价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 李玉革　陈访贤　曹明芹等（１１０）
!!!!!!!!!

健康传播视角下的社区健康小屋满意度聚类分析 陈　奇　林鸿波　王潇怀等（１１２）
!!!!!!!!!

多种建模方法在医生工作满意度评价方案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张利平　唐云锋　李望晨等（１１５）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广东省中医医院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黄舒婷　庞震苗　邹晓琦等（１１８）
!!!!

某院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住院死亡病例统计分析 于　蓓（１２１）
!!!!!!!!!!!!!!!!!!!!!

佛山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恶性肿瘤住院疾病谱帕累托图分析 欧阳菊香　刘冬生　曾　勇等（１２３）
!!!!!

基于倾向指数匹配的医学生人文素养的调查研究 杨　丽　王素珍　董　毅等（１２６）
!!!!!!!!!

甘肃省某三甲医院２型糖尿病患者发病前家族饮食结构调查分析 史晓伟　张定华　丁玉芬等（１２９）
!!

辽宁省父母生育观念及养育理念研究 乌日乐　黄　伟　关　鹏等（１３１）
!!!!!!!!!!!!!!

多步骤决策树方法在基因表达数据上的应用研究 马李冰　侯　艳　李贞子等（１３５）
!!!!!!!!!

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惩罚函数的疾病诊断 庄虹莉　李立婷　林雨婷等（１３９）
!!!!!!!!!!!!!!

沈阳市某三甲医院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住院患者疾病构成情况分析 高树鹏　白英龙（１４４）
!!!!!!!!!

密切值法视角对四川省医疗机构发展概况的综合分析 张瑞华　孙渤星　何思长等（１４７）
!!!!!!!

教学研究

医学统计学课堂教学的多元化改革实践 刘　静　刘言训　薛付忠等（１５０）
!!!!!!!!!!!!!

医学统计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赵丽萍　赵　杨　陈　峰（１５３）
!!!!!!!!!!!!!!!!!!

高校本科生医学统计学教学现况及需求分析 陈青山　蒋　静　韩　璐等（１５５）
!!!!!!!!!!!

基于案例＋循证思维驱动的研究生医学统计学教学改革 王　玖　韩春蕾　孙红卫等（１５７）
!!!!!!

方法介绍

中介分析方法及在其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杨春艳　侯　艳　李　康（１５９）
!!!!!!!!!!!!!!

样本量估计及其在ｎＱｕｅｒｙ＋ｎＴｅｒｉｍ和ＳＡＳ软件上的实现———均数比较（八）
　 詹志颖　曹颖姝　段重阳等（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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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效应模型中的方差成分检验 曾　平　赵　杨　陈　峰（１６６）
!!!!!!!!!!!!!!!!!

计算机应用

ＯｐｅｎＢＵＧＳ软件介绍及应用 张继巍　高文龙　秦天燕等（１７０）
!!!!!!!!!!!!!!!!!!!

学术讨论

解析美国统计学会关于统计学检验和Ｐ值的声明 余红梅（１７３）
!!!!!!!!!!!!!!!!!!

综述

基因组学数据的网络构建与分析方法 王文杰　侯　艳　李　康（１７７）
!!!!!!!!!!!!!!!

候选基因关联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 肖　纯　史晓雯　刘芸良等（１８１）
!!!!!!!!!!!!!!!

（本期责任编辑：郭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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