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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分类变量缺失数据处理方法有效性的比较研究
　 肖亚明　陈永杰　王玉鹏等（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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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米白冰　李　强　党少农等（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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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方法构建鼻咽癌患者营养指数模型的比较分析及其截断点确定
华洋静玲　洪金省　张海荣等（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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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资料优效性设计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目标区的决策依据
　探讨 戚洋洋　王　陵　虞成凯等（１９８）

!!!!!!!!!!!

基于灵敏度和特异度任意赋权的加权比数积
　 李丹玲　段重阳　邓居敏等（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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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优化乘积混料试验最佳配比条件的研究
　 赵　磊　吴小娟　任　雯等（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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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下矿工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与焦虑症状关系的中介作用
　 刘　利　吴　辉　杨一龙（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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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手足口病的发病时间特征分析
　 陈　伟　赵晓静　张　杰等（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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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推断森林在高维组学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杨　凯　侯　艳　李　康（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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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老年人口腔卫生ＫＡＰ现状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安世昌　雷东辉　冀洪海等（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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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广义估计方程的婴儿超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洪艳　谭　珊　高　晓等（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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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自付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晓丽　莫显昆　罗明明等（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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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体检人群代谢综合征流行状况及其组分的结构方程模型
　 陈江鹏　彭　斌　阙　萍等（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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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病毒性肝炎流行状况ＧＩＳ空间分析
　 李　扬　耿爱生　汪心海等（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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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居民肝癌死亡与减寿趋势预测
　 林艺兰　陈　敏　陈国伟等（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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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胰腺癌流行现况与生存分析
　 赵　佳　韩　雪　王建华等（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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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ＡＲＩＭＡＤＥＳ混合模型在中国布鲁菌病分析和预测中的应用
　 田德红　于国伟　丁国武等（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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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熵在系统结构外部影响测量中的应用
　 万政策　徐小兵　熊光练（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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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郭玉玲　刘钦普（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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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糖尿病及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的肺结核筛查结果分析
　 程　静　侯双翼　郭　慧等（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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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兰州市住院患者疾病谱变化分析
　 李　盛　王金玉　李守禹等（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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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病防治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张　乐　曹　爽　李士雪等（２５９）
!!!!!!!!!!!!!!!!!

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住院医师病案首页填写质量影响因素 王文君　周道平　徐舒曼等（２６１）
!!!!!

基于ＴＯＰＳＩＳ法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孔　琼　刘金宝　张国定等（２６４）
!!!!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评价研究 朱凤梅（２６７）
!!!!!!!!!!!!!!!!

基于ＤＥＡ的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陈聚祥　曾培培　陈亚运等（２７１）
!!!!!!!!

大连市农村饮用水卫生状况与细菌性痢疾流行状况分析 黄　丹　范雪松　徐小冬等（２７４）
!!!!!!

舒适护理在改善前列腺癌腹腔镜根治术患者心理状况和降低其术后并发症的作用研究 刘　娜（２７８）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济南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死亡特征和疾病负担分析 周　林　刘月玲　张　军等（２８０）
!!

ＴＯＰＳＩＳ法与综合指数法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地区健康相关指数的评价
　 周　娜　刘金宝　文国新等（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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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市ＭＳＭ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服务利用及性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刘　洁　曲　波　朱亚鑫等（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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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病种质量控制前后髋关节置换术住院患者的住院日和住院费用评价

　 刘雯薇　杨　静　袁素维等（２８７）
!!!!!!!!!!!!!!!!!!!!!!!!!!!!!

踝臂指数在体检人群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张　悦　刘　壮　汪　荷（２９０）
!!!!!!!!

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胜任特征结构的分析研究 陈香梅　林　强　佟　彤（２９３）
!!!!!!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方法研究心脑合病证候提取 王建华　肖　蕾　张　哲等（２９５）
!!!!!!!!!

基于ＤＲＧｓ的卵巢癌患者住院费用分析 韩晓梅　刘志云　阿布都沙拉木·依米提等（２９８）
!!!!!!!

灰色关联分析与可拓关联分析在卫生综合评价建模中的应用比较 张利平　刘建明　李望晨（３０１）
!!!

基层医院腹股沟疝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研究与住院费用标准的合理化探讨

　 沈志浩　黄晓睛　徐雁鸣等（３０４）
!!!!!!!!!!!!!!!!!!!!!!!!!!!!!

抚顺市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艾滋病疫情分析 王　旭（３０７）
!!!!!!!!!!!!!!!!!!!!!!!

双向ｔ检验在治疗性研究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杨联河　辛　凯　申　杰（３０９）
!!!!!!!!!!!!!

住院日大于３０天危险因素的分层Ｃｏｘ模型分析 韩秋凤　吴　凡　林　霄等（３１０）
!!!!!!!!!!

天津市西青区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分析 徐庆杨（３１３）
!!!!!!!!!!!!!!!

急性阑尾炎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冬生（３１５）
!!!!!!!!!!!!!!!!!!!!!

应用综合指数法和ＴＯＰＳＩＳ法综合评价某医院医疗质量 张柳柳（３１７）
!!!!!!!!!!!!!!!!

最小平均偏相关法和平行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中的应用 刘相英（３１９）
!!!!!!!!!!!!!!!!

中国癌症发病、死亡现状与趋势分析 曾　倩　崔芳芳　宇传华等（３２１）
!!!!!!!!!!!!!!!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ＴＯＰＳＩＳ法和ＲＳＲ法对临床科室医疗质量的综合评价
　 陶　源　高窻　周　悦等（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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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数最小二乘偏差函数下的医疗机构单病种费率研究 王　涛　冯　方　吴黎军（３２７）
!!!!!!

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变化趋势预测的灰色神经网络模型 张艳丽（３３１）
!!!!!!!!!!!!!!!!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全球和中国健康寿命损失年现状及变化分析 崔芳芳　曾　倩　宇传华（３３３）
!!!!!!

计算机应用

ＴａｇｓｅｔｓＥｘｃｅｌＸＰ语句在ＳＡＳ导出到Ｅｘｃｅｌ的方法应用 熊勇超　夏兰芳　宋渝丹等（３３６）
!!!!!!!

ＧｅｔＤａｔａＧｒａｐｈ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ｒ软件在生存分析中的应用 王媛媛　秦　刚　汪徐林等（３３９）
!!!!!!!!!!

一种可简化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的ＳＡＳ数据结构转换方法 承晓华　王诗远　刘　沛（３４０）
!!!!!!!

专题研究

样本量估计及其在ｎＱｕｅｒｙ＋ｎＴｅｒｉｍ和ＳＡＳ软件上的实现 孙亚清　曹颖姝　陈平雁（３４３）
!!!!!!!

方法介绍

Ｃｏｘ回归模型比例风险假定的检验方法研究 严若华　李　卫（３４５）
!!!!!!!!!!!!!!!!!

倾向性评分匹配在非随机对照研究中的应用 焦明旭　张　晓　刘　迪等（３５０）
!!!!!!!!!!!

医疗卫生服务空间可及性的衡量方法概述 谢红梅　潘　杰（３５３）
!!!!!!!!!!!!!!!!!

Ⅱ型区间删失数据的生存分析 梁　洁　王　彤　崔　燕（３５７）
!!!!!!!!!!!!!!!!!!

ＲＰＴ方法在多元游程检验中的应用 朱　凯　李　悦（３６２）
!!!!!!!!!!!!!!!!!!!!

综述

从经典似然到等级似然的理论概述和应用 王宁宁　徐淑一　方积乾（３６４）
!!!!!!!!!!!!!

短篇报道

大连市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就业现状的调查分析 陈禹存　李　程　徐振杰等（３６８）
!!!!!!!!

（本期责任编辑：刘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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