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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基于ＬＡＳＳＯ回归模型与百度搜索数据构建的流感疫情预测系统
　 郭　貔　王　力　郝元涛（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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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存在共线性时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与投影寻踪回归分析的效果

　比较 胡　完　孙岩松　胡良平（１９２）
!!!!!!!!!!!!

山东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分析
　 徐俊芳　王　健　程　峰（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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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医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以及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研究

　 周少钦　罗舒仁　黎泽明等（２００）
!!!!!!!!!!!!!

云南省保山市美沙酮门诊吸毒人群ＨＣＶ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徐洪吕　郑维斌　杨家芳等（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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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苯丙酮尿症患儿监护人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典型相关分析

　 李　松　孙巧玲　吴秋云等（２０７）
!!!!!!!!!!!!!

样本量及抽样过程对线性模型中自变量重要性估计方法的影响研究

　 伍立志　贾孝霞　沈其君（２１０）
!!!!!!!!!!!!!!

基于传染病自动预警信息系统的“流行标准”最优化选择分析

　 王瑞平　姜永根　郭晓芹等（２１４）
!!!!!!!!!!!!!

参数正则稳态脆弱模型在临床复发事件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郭　强　王晶晶　刘桂芬等（２１８）
!!!!!!!!!!!!!

健康体检人群高血压ＫＡＰ影响因素分析
　 陈海连　文　宏　郑慧蕾等（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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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空间自相关和时空扫描统计量的湖南省毒蕈中毒聚类研究

　 史文佩　欧阳艳昊　梁进军等（２２５）
!!!!!!!!!!!!

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阶段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技术效率评价与
　影响因素分析 张　瑶　郭亚楠　张　航等（２２９）

!!!!!!!

空气污染对心脑血管疾病门诊量影响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广义可加模型分析
　 王在翔　赵　晶　牛泽亮等（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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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山东省居民伤害死亡状况及潜在减寿年数分析
　 付振涛　王媛媛　郭晓雷等（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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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镇江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分析
　 张万军　张　瑾　袁兆虎等（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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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

　 邢　星　闵　捷　陈炳为等（２４３）
!!!!!!!!!!!!!

辽宁铁岭城市居民食管癌死亡趋势分析及灰色模型预测

　 张　亮　陆　文　赵　侠（２４７）
!!!!!!!!!!!!!!



应用研究

基于ＬＡＳＳＯ的高维数据线性回归模型统计推断方法比较 赵俊琴　王　慧　王　彤（２５０）
!!!!!!!

基于递归系统模型的宫颈癌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韩耀风　高宪利　周　莹等（２５３）
!!!!!!

卫生相关事件数据时间聚集性的综合分析与判定 孙建伟　王大江　许汴利等（２５７）
!!!!!!!!!

肺癌患者超长住院天数影响因素分析 韩　芳　阿曼古力·依布拉音　米热古丽·哈米提等（２６０）
!!!

“十三五”期间我国卫生总费用预测 戴明锋　孟　群（２６３）
!!!!!!!!!!!!!!!!!!!!

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评估首剂含麻疹成份疫苗接种率 李珊燕　孙烨祥　平建明等（２６６）
!!!!!!!

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 刘　睿　刘　磊　张涛红等（２６９）
!!!!!!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海南省医疗服务需求变化趋势及预测分析 黄小玲　曾　渝　钟　丽等（２７２）
!!!!!!

北京市顺义区大气污染物对呼吸系统疾病门诊量的影响 张文增　甄国新　陈东妮等（２７５）
!!!!!!

肺结核患者废弃物处置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　程　曹　爽　张　乐（２８０）
!!!!!!!!!!!!

青海省同仁县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５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分析 李晓萍　周敏茹　王卫军（２８２）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深圳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率评价 林德南　梁　亮　梁　实等（２８４）
!!!!

基于Ｒ语言ＡＲＩＭＡ模型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发病预测中的应用 郭慧敏　杜　军　黄路非（２８８）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温州市鹿城区恶性肿瘤死亡状况分析 郑　纲　张沛绮　陈　茜（２９０）
!!!!!!!!!

对口腔专科医院３１天内非计划性再入院患者的研究 王晓颖　宋　颖　王晓霞（２９３）
!!!!!!!!!

某医院普外科住院病例时间序列分析 王伟辉　崔　燕　韩宝泉（２９６）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居民住院疾病谱及资源消耗情况 蔡　癑　武瑞仙　兰　蓝等（２９８）
!!!!!!!!

多水平发展模型在学龄前儿童被动吸烟干预研究中的应用 王　芸　黄志强　田　朗等（３０１）
!!!!!

影响中老年口腔疾病就医行为的社会统计学因素研究 刘　璐　刘　洋　田宏伟等（３０４）
!!!!!!!

冠心病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杜永东（３０７）
!!!!!!!!!!!!!!!!!!!!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社区居民孤独感影响因素研究 王　予　徐洪斌（３０９）
!!!!!!!!!!!

三种统计学模型在糖尿病个体患病风险预测中的应用 宋　健　吴学森　张　杰等（３１２）
!!!!!!!

基于Ｒ的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高额住院费用中的应用研究 郭慧敏　杜　军　黄路非（３１５）
!!!!!!!!!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综合评价 安力彬　张　萍　于宝柱等（３１８）
!!!!!!!!!!!!!!!!!

应用层次分析法和秩和比法构建老年人能力等级划分方式的研究 石秦川　杨　敏　柏亚妹等（３１９）
!!

深圳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测算研究 林德南　梁　亮　梁　实等（３２２）
!!!!!!!!!!!

公共卫生应急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及综合评价建模方案实证研究 张利平　王春平　李望晨等（３２５）
!!!

基于双聚类法的医学大数据研究热点分析 范　婷　徐　鹏　娄　岩（３２８）
!!!!!!!!!!!!!

基于感知风险和服务质量模型的在线医疗健康网站用户满意度研究 姚亚男　邓朝华（３３１）
!!!!!!

中医药特色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与医养服务供给对策 邓　敏　周晓平（３３５）
!!!!!!!!!!!

两类思想时间序列建模方法在医疗收入趋势周期预测中的应用 李望晨　王在翔　肖文静等（３３８）
!!!

潜在特质模型在疾病易感性评价中的应用 刘　娜　石志红　曹红艳等（３４１）
!!!!!!!!!!!!

学术讨论

神经内科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操作分类探讨 张　帆　廖　宁（３４５）
!!!!!!!!!!!!!!!!!

综述

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医学数据可视化 许　茜　黄子杰　蔡　晶等（３４７）
!!!!!!!!!!!!!!!

计算机应用

ＳＡＳ软件在医疗机构传染病信息报告质量调查中的应用 李　杰　顾　月　邵佳奇等（３５０）
!!!!!!

教学研究

卫生统计学贯通式教学方法的应用 曹红艳　罗艳虹　张岩波（３５５）
!!!!!!!!!!!!!!!!

方法介绍

Ｐｙｔｈｏｎ与Ｒ语言联合应用的实现 平凯珂　陈平雁（３５８）
!!!!!!!!!!!!!!!!!!!!!

结构方程模型在修正和中介作用分析中的误区和对策 王丽娜　李莎莎（３６１）
!!!!!!!!!!!!

正交表的构造方法及Ｍａｔｌａｂ实现 庞善起　鹿姗姗（３６４）
!!!!!!!!!!!!!!!!!!!!!

书评

《陆守曾文集》读后感 陈　峰　荀鹏程（３６８）
!!!!!!!!!!!!!!!!!!!!!!!!!!

“大数据”时代医院统计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陈悟朝（３６８）
!!!!!!!!!!!!!!!!!!!!!

（本期责任编辑：郭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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