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卫 生 统 计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双月刊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创刊　 第 ３３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出版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办: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中国医科大学

编　 辑:
中国卫生统计杂志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孟　 群

编辑部主任:
郭海强

出　 版:
中国卫生统计杂志编辑部

１１０１２２ꎬ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７７ 号

电话:(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 １２６. ｃｏｍ

印　 刷:
沈阳中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沈工商广字 ０１￣０３１ 号

发　 行:
国　 内:辽宁省邮政公司报刊发行公司

国　 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ꎬ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４８１０ＢＭ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８￣３９ 号

邮　 购:
中国卫生统计杂志编辑部

１１０１２２ꎬ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７７ 号

电话:(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 １２６. ｃｏｍ

定　 价:
每期 １５ ００ 元　 全年 ９０ ００ 元

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３６７４
ＣＮ　 ２１￣１１５３ / Ｒ

本刊网址:
ｈｔｔｐ: / / ｚｇｗｓｔｊ. ｐａｐｅｒｏｐｅｎ. ｎｅｔ
ｈｔｔｐ: / / ｚｇｗｓｔｊ. ｐａｐｅｒｏｎｃｅ. ｏｒｇ

论　 　 著

有序聚类分析及周期图法在猩红热流行周期中的应用研究

　 段　 禹　 黄晓磊　 王玉杰等(９２２)…………………………………

基于解卷积的网络优化算法研究及应用

　 王文杰　 谢宏宇　 侯　 艳等(９２６)…………………………………

湖南省某儿童医院跌落伤导致的住院费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常　 艳　 孙振球　 刘四云等(９２９)…………………………………

露天煤矿接尘矿工煤工尘肺发病特点的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分析

　 李雨婷　 张孟仓　 盛　 洋等(９３５)…………………………………

基于 Ｗａｌｄ 检验实现 Ｃｏｘ 回归中自变量影响大小的推断

　 刘　 畅　 潘　 辉　 陈梓聪等(９３８)…………………………………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者的照护负担与抑郁

　 王文婷　 王玉环　 吴复琛等(９４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成都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免疫学效果及影响因素

　 分析 隆素素　 席娜娜　 左宗力等(９４４)……………………………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山东省六县区主要恶性肿瘤的死亡状况及生命表

　 分析 吴炳义　 董惠玲　 王媛媛等(９４７)……………………………

三种统计分析方法在婴儿生长发育随访资料中的比较研究

　 沙婷婷　 颜　 艳　 高　 晓等(９５１)…………………………………

青少年冒险问卷 －冒险行为量表(ＡＲＱ￣ＲＢ)的测量等同性检验

　 张　 晨　 张丽锦(９５５)………………………………………………

基于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的归因风险评估方法及应用

　 谷少华　 贺天锋　 陆蓓蓓等(９５９)…………………………………

ＲＳＲ 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 法相结合综合评价山东省医学生沟通能力

　 唐梦琦　 尹文强　 马牧野等(９６３)…………………………………

应用研究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全国布鲁氏菌病发病重心迁移轨迹研究

　 李德强　 李明月　 刘　 静等(９６７)…………………………………

甘肃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细菌性痢疾流行病学及病原学临床特征分析

　 刘海霞　 刘新凤　 于德山等(９６９)…………………………………

公立医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若干建模方法应用的比较研究

　 张利平　 于贞杰　 王海振等(９７２)…………………………………

决策树模型在 ２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预测中的应用

　 侯玉梅　 朱亚楠　 朱立春等(９７６)…………………………………

移动流行区间法在我国北方 １５ 省份流感流行阈值制定中的应用

　 效果评价 程勋杰　 陈　 涛　 舒跃龙等(９７９)………………………



　 　 安徽某地区高血压患者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方柯红　 胡素侠　 穆　 敏等(９８３)……………………

妇婴疾病诊断相关组的构建与比较研究 韩　 栋　 魏凌云　 章　 莹等(９８６)…………………………………

海口城乡中小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现况的比较研究 李　 巧　 朱慧全　 王丽卿等(９８９)………………………

ＣＲＩＴＩＣ －灰色综合评判法在医疗工作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刘雁灵　 曹文君(９９１)……………………………

全国 １０ ~ 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情况调查 陈巧玲　 孙　 菲　 李　 君等(９９４)………………………

重抽样方差成分检验的多位点关联分析 唐明生　 黄水平　 金英良等(９９７)…………………………………

菏泽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后医务人员满意度调查 杨付英　 李士雪(１００３)……………………………………

某院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门诊量变化动态分析 赵萌萌　 刘　 洋　 石　 锋等(１００５)………………………………

湖北省农村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及其影响因素 高梦婷　 杨　 娟　 燕　 虹等(１００８)…………………………

上海市虹口区 ４ 类职业人群亚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姚　 文　 蒋　 骅(１０１０)……………………………

我国村卫生室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 张　 涛　 孙立奇　 刘肖肖等(１０１４)…………………………………

柳州市柳南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人群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 农　 铮　 张　 玉　 关海滨等(１０１７)……………

平均血小板体积水平与冠心病关系的 ｍｅｔａ 分析 丁亮亮　 邱　 梅　 孙　 林(１０２０)…………………………

我国村卫生室人员流动现状分析 朱　 敏　 曹晓红　 蔡源益等(１０２４)…………………………………………

两类建模思想在社区护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案设计中的比较研究 李望晨　 李　 超　 崔庆霞等(１０２７)………

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 ３１ 个地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研究 汤少梁　 刘浩然(１０３０)…………………………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命质量的比较评价 崔哲铭　 史　 亮(１０３５)……………………………………………

近五年我院名中医预约挂号情况统计分析 赵莲娣　 贺沙沙(１０３７)……………………………………………

天津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癫痫患者医疗资源使用与直接医疗负担分析
　 徐泰民　 吴　 晶　 刘　 俊等(１０３９)……………………………………………………………………………

某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医疗保健服务半径分析 罗煜　 彭伟　 刘彩霞等(１０４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在多指标联合诊断肺癌中的应用 仲崇明(１０４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卫生统计»载文作者分析 邓　 妍　 赵阳阳　 刘　 扬等(１０４７)…………………………

辽河油田系统社区卫生人员心理需求与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崔　 珊　 董　 慧　 于少俊等(１０４９)……………

我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统计分析 王　 露　 姜小艳　 张思容等(１０５１)……………………………………

计算机应用
使用 ＳＡＳ 软件分析竞争风险模型 陶　 庄(１０５４)…………………………………………………………………

含特定比例均匀随机删失生存数据的 ＳＡＳ 模拟实现 肖媛媛　 许传志　 赵耐青(１０５８)………………………

基于 ＰｒｏＭｏｄｅｌ 系统仿真的卫生政策管理应用框架分析 丁　 玎　 吴群红　 齐新业等(１０６０)…………………

学术讨论
随机误差对线性回归相关系数的影响 丁　 勇(１０６３)……………………………………………………………

围生期感染的慢性乙型肝炎 ＩＣＤ￣１０ 编码与统计分析 段沁江　 鲁　 磊(１０６６)………………………………

方法介绍
基因表达谱的非参缺失森林填补算法研究 吴小姣　 李高明　 易大莉等(１０６８)………………………………

基于整合视角的省级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效果评价模型研究 郭珉江　 刘鸿燕　 王冰倩等(１０７１)…………

动态代谢组学数据分析方法介绍 王文佶　 张秋菊　 曲思杨等(１０７５)…………………………………………

教学研究
生物统计专业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初探 魏永越　 赵丽萍　 赵　 杨等(１０７９)…………………………

医学统计学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与评价 吴　 骋　 何　 倩　 许金芳等(１０８２)…………………………………

各版医学统计学教材存在异议之刍议 胡乃宝　 王　 玖　 孙红卫等(１０８５)……………………………………

综　 　 述
竞争风险型数据统计分析理论研究进展 杨　 召　 王少明　 梁　 赫等(１０８８)…………………………………

疫苗经济学评价中的数学模型研究进展 陈俊泽　 曾雁冰　 方　 亚(１０９２)……………………………………

短篇报道
医院统计与病历首页书写质量浅析 刘俊纯(１０９７)………………………………………………………………

简　 　 讯
陆守曾、陈峰教授主编的«医学统计学»(第三版)出版 (１０９６)…………………………………………………

总目次
«中国卫生统计»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３ 卷总目次 (１０９８)……………………………………………………………

(本期责任编辑:张　 悦)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４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３ꎬＮｕｍｂｅｒ ６　 Ｄｅｃ. ２５ꎬ２０１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ｅｎｇ Ｑｕｎ(孟　 群)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ｕｏ Ｈａｉｑｉａｎｇ(郭海强)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７ Ｐｕｈｅ Ｒｏａｄ Ｓｈｅｎｂｅｉ Ｎｅｗ Ａｒｅａ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ꎬ１１０１２２
Ｔｅｌ:(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１２６. ｃｏ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 Ｏ. Ｂｏｘ ３９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４８１０ＢＭ

Ｍａｉｌ 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７７ Ｐｕｈｅ Ｒｏａｄ Ｓｈｅｎｂｅｉ Ｎｅｗ Ａｒｅａ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ꎬ１１０１２２
Ｔｅｌ:(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１２６. ｃｏｍ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３６７４
ＣＮ ２１￣１１５３ / 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 / / ｚｇｗｓｔｊ. ｐａｐｅｒｏｐｅｎ. ｎｅｔ
ｈｔｔｐ: / / ｚｇｗｓｔｊ. ｐａｐｅｒｏｎｃｅ. ｏｒ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Ｄｕａｎ Ｙｕꎬ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ꎬＷａｎｇ Ｙｕｊｉｅꎬｅｔ ａｌ(９２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ꎬＸｉｅ ＨｏｎｇｙｕꎬＨｏｕ Ｙａｎꎬｅｔ ａｌ(９２６)…………………………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 ｆｒｏｍ Ｆａｌｌ

ｉｎ ａ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 ＹａｎꎬＳｕｎ ＺｈｅｎｑｉｕꎬＬｉｕ Ｓｉｙｕｎꎬｅｔ ａｌ(９２９)…………………………………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Ｏｐｅｎｃａｓ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Ｌｉ Ｙｕｔｉｎｇꎬ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ｃａｎｇꎬ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９３５)……………………………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ｘ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ꎬＰａｎ ＨｕｉꎬＣｈｅｎ Ｚｉｃｏｎｇꎬｅｔ ａｌ(９３８)………………………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ｙｇｕｒ ａｎｄ Ｋａｚａｋｈ

Ｄｉｓａｂｌｅ Ｅ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ｔｉｎｇꎬＷａｎｇ ＹｕｈｕａｎꎬＷｕ Ｆｕｃｈｅｎꎬｅｔ ａｌ(９４１)…………………………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３

Ｌｏｎｇ ＳｕｓｕꎬＸｉ ＮａｎａꎬＺｕｏ Ｚｏｎｇｌｉꎬｅｔ ａｌ(９４４)……………………………………

Ｄｅａ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ｉｎ Ｓｉｘ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３

Ｗｕ ＢｉｎｇｙｉꎬＤｏ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ꎬ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ꎬｅｔ ａｌ(９４７)…………………………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Ｂａｂ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Ｄａｔａ Ｓｈａ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ꎬＹａｎ ＹａｎꎬＧａｏ Ｘｉａｏꎬｅｔ ａｌ(９５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Ｓｃａｌｅ(ＡＲＱ￣ＲＢ)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ꎬＺｈａｎｇ Ｌｉｊｉｎ(９５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ａ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Ｇｕ ＳｈａｏｈｕａꎬＨｅ ＴｉａｎｆｅｎｇꎬＬｕ Ｂｅｉｂｅｉꎬｅｔ ａｌ(９５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ＳＲ ａｎｄ ＴＯＰ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ａｎｇ ＭｅｎｇｑｉꎬＹｉｎ ＷｅｎｑｉａｎｇꎬＭａ Ｍｕｙｅꎬｅｔ ａｌ(９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