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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基于小波变换特征提取的代谢组低浓度标志物的筛选

　 李贞子　侯　艳　邓　魁等（２）
!!!!!!!!!!!!!!

基于神经网络聚类的慢性乙型肝炎住院患者治疗模式及费用

　 周　峰　郜艳晖　贾卫东等（７）
!!!!!!!!!!!!!!

潜在类别分析在糖尿病脆弱性人群分类中的应用

　 李丹丹　韩　娜　崔　壮等（１１）
!!!!!!!!!!!!!

ＶＡＳ、ＴＴＯ、ＳＧ方法在ＥＱ５Ｄ生命质量测量中的差异及其消除研究

　 叶静陶　卓　琳　王国威等（１４）
!!!!!!!!!!!!!

ＥＱ５Ｄ自报健康调查中的代答效应分析

　 陈垂雄　梁　英　张海悦等（１８）
!!!!!!!!!!!!!

竞争风险数据中累积发生率置信区间的估计研究

　 陈金宝　侯雅文　陈　征（２２）
!!!!!!!!!!!!!!

基于省际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影响因素

　分析 谢　聪　宇传华　张　爽等（２６）
!!!!!!!!!!!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评价广州市城镇居民健康状况的信效度研究

　 夏　聪　许　军　杨枭楠等（２９）
!!!!!!!!!!!!!

一种基于条件把握度法和ＥＭ算法相结合的样本量再估计

　 程建成　柏建岭　黄丽红等（３３）
!!!!!!!!!!!!!

气温对兰州市手足口病发病的滞后效应研究

　 王金玉　李　盛　董继元等（３８）
!!!!!!!!!!!!!

充足度指数的修订及在产前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曾广宇　颜　艳　高　晓等（４３）
!!!!!!!!!!!!!

应用研究

基于ＤＥＡ模型分析我国公立医院运行效率

　 曾雁冰　蔡　伦　孙　卫等（４７）
!!!!!!!!!!!!!

ＡＲＩＭＡ模型在医院流产数时间趋势分析中的应用

　 毛圆圆　周丽红　刘　丽等（５２）
!!!!!!!!!!!!!

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引致卫生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实证分析

　 陈敏辉　许文静（５５）
!!!!!!!!!!!!!!!!!!



　　基于多属性决策的护理服务质量综合评价设计及应用比较 李望晨　井　淇　张利平等（５８）
!!!!!!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中学生心理健康评估量表评价 刘美玲　刘婷婷　孙　萍等（６１）
!!!!!!!!!!

肺结核患者的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城乡差异的研究 李文月　刘　凯　方柯红等（６４）
!!!!!!!!

组合评价法在医院医疗工作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康育慧　曹文君（６８）
!!!!!!!!!!!!!!!!

决策树模型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在胃癌高危人群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刘　兵　李　苹　朱玫烨等（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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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脊液神经丝轻链蛋白含量测定的ｍｅｔａ分析
　 管细红　黄文娟　鄢　茵等（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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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指数匹配法在筛选青少年血压偏高危险因素中的应用 安洪庆　王素珍（７７）
!!!!!!!!!!!

基于秩和比法和多元联系数法评价某医院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医疗质量 田　帝　周　苑　周　典（８０）
!!!

基于基尼系数的新疆卫生人力资源公平性研究 古　龙　海丽且姆·阿卜杜巴日　买买提·牙森（８３）
!!

应对方式在脑卒中照护者自我效能与照护能力间的调节和中介效应 杨　雪　王玉环　王文婷等（８６）
!!

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服务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　涛　李书婷　孙立奇等（８９）
!!!!!!

山东省某县区居民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的横断面研究 田　野　马　洁　黄　璐等（９２）
!!!!!!!!!

运用灰色定权聚类模型对广西结核杆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防治工作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崔哲哲　林定文　林　玫等（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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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多点执业知晓度调查问卷信效度分析 余思萍　孙鸿燕　潘　碧等（９９）
!!!!!!!!!!!!!

配伍苦参类制剂在银屑病治疗中有效性及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李　菲　赵春阳　杨立超等（１０１）
!!!!

锦州地区血脂正常中年人冠心病患病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杰颖　李　煜　马洪林（１０５）
!!!!!!!!

改进非劣分类遗传算法对盐酸雷尼替丁脉冲片多目标区间优化策略及效果评价

　 武　鹏　赵　磊　张　洁等（１０８）
!!!!!!!!!!!!!!!!!!!!!!!!!!!!!

山东省肺癌患者生存分析 王媛媛　毕　玉　王在翔等（１１１）
!!!!!!!!!!!!!!!!!!!

厦门市居民自杀死亡与减寿分析及趋势预测 林艺兰　陈　敏　张金华（１１４）
!!!!!!!!!!!!

２０１６年抚顺某医院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刘　皓　刘新庆（１１７）
!!!!!!!!!!!!!!!

天津市西青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特征及病原监测分析 陈少伟　孙　忠（１１９）
!!!!!!

沈阳市城区居民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分析 王红伟（１２２）
!!!!!!!!!!!!!!!!

辽宁省某大型综合医院医疗服务半径分析 赵萌萌（１２４）
!!!!!!!!!!!!!!!!!!!!!

基于降维技术的住院费用多因素分析与方法研究 张　智　刘泽萌　杨　堤等（１２６）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阜宁县居民恶性肿瘤死亡与减寿分析 郑　亚　梁从凯　唐　杰等（１２９）
!!!!!

大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况调查及分析 王　丽　战　美　林洁丽等（１３２）
!!!!!!!!!!!!

学术讨论

带有不可观测混杂因素的二值结果的处理效应的估计 韩曦英　孙　健　李秀昌（１３５）
!!!!!!!!

综述

空间回归方法在慢性病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叶子容　陈　佳　周　等（１３７）
!!!!!!!!!!!!

多分类研究中的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 张圆圆　侯　艳　李　康（１４２）
!!!!!!!!!!!!!!!!!!!

方法介绍

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组合预测的疾病诊断研究 林雨婷　庄虹莉　李立婷等（１４６）
!!!!!!!!!!!!

ＥＭＤＢＰ神经网络在传染病发病趋势和预测研究中的应用 刘振球　严　琼　左佳鹭等（１５２）
!!!!!!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直接标准化 李嘉琛　余灿清　吕　筠等（１５６）
!!!!!!!!!!!!!!!!

人物述林

深切怀念我国杰出的卫生统计学家田凤调先生 金水高　陈育德（１５９）
!!!!!!!!!!!!!!!

（本期责任编辑：邓　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４　Ｖｏｌｕｍｅ３５，Ｎｕｍｂｅｒ１　Ｆｅｂ．２５，２０１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ｅｎｇＱｕｎ（孟　群）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ｕｏＨａｉｑｉａｎｇ（郭海强）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７ＰｕｈｅＲｏａｄＳｈｅｎｂｅｉＮｅｗＡｒｅａ，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１２２

Ｔｅｌ：（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１２６．ｃｏ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ｙ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３９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Ｎｏ．４８１０ＢＭ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７ＰｕｈｅＲｏａｄＳｈｅｎｂｅｉＮｅｗＡｒｅａ，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１２２

Ｔｅｌ：（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１２６．ｃｏｍ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３６７４

ＣＮ　２１１１５３／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ｚｇｗｓｔｊ．ｐａｐｅｒｏｎｃｅ．ｏｒ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Ｂｒｉｅｆ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Ｌｏｗ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ｉＺｈｅｎｚｉ，ＨｏｕＹａｎ，ＤｅｎｇＫｕｉ，ｅｔａｌ（２）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ｏｓｔｓｏ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Ｂａｓｅｄ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ＺｈｏｕＦｅｎｇ，ＧａｏＹａｎｈｕｉ，Ｊｉａ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７）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Ｄａｎｄａｎ，ＨａｎＮａ，ＣｕｉＺ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１）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Ｓ，ＴＴＯａｎｄＳＧｉｎＥＱ５ＤＱｕａｌ

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ＹｅＪｉｎｇｔａｏ，ＺｈｕｏＬｉｎ，Ｗ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１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ｘ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ＥＱ５Ｄ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ｅｎＣｈｕｉｘｉ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ｕｅ，ｅｔａｌ（１８）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ｆｏｒ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ｓ

Ｄａｔａ ＣｈｅｎＪｉｎｂａｏ，ＨｏｕＹａｗｅｎ，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２２）
!!!!!!!!!!!!

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ａｎｅｌ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ＸｉｅＣｏｎｇ，Ｙ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６）
!!!!!!!!!!!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ＸｉａＣｏｎｇ，ＸｕＪｕ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９）
!!!!!!!!!!!!!!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ＣＰ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Ｅ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ＢａｉＪｉａｎ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３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ａ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ｉ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Ｗ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Ｌｉ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３８）
!!!!!!!!!!!!!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Ｚ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Ｙａｎ，Ｇａｏ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４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