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 国 卫 生 统 计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双月刊　１９８４年９月创刊　第３３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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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１２２，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７７号
电话：（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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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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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４８１０ＢＭ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８３９号
邮　购：

中国卫生统计杂志编辑部

１１０１２２，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７７号
电话：（０２４）３１９３９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ｚｇｗｓｔｊ＠１２６．ｃｏｍ

定　价：
每期１５００元　全年９０００元

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３６７４
ＣＮ　２１１１５３／Ｒ

论著

基于Ｇａｍｍａ模型的不同支付方式女性乳腺癌患者住院费用分析
　 王美霞　林　芳　韩耀风等（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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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Ｌ９０的因素结构：传统因素模型与双因素模型
　 曾伟楠　全　鹏　辜美惜等（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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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ＲＩＭＡ模型与Ｓ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在预测广东省登革热
　疫情中的应用 魏仁惠子　沈双全　欧春泉（７４６）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福建三级甲等医院运营效率评价

　 陈聚祥　黎映静（７４９）
!!!!!!!!!!!!!!!!!!

二次推断函数与广义估计方程缓控释制剂工艺数据建模比较

　 王华芳　王　婷　王　祥等（７５２）
!!!!!!!!!!!!!

ＡＲＩＭＡ模型在成都市成华区狂犬病暴露监测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杨　静　张　强（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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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男男性行为者高危性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杨冰清　郝　春　田　娟等（７５８）
!!!!!!!!!!!!!!

基于ＰＳＯＢＰ神经网络预测广州市日均ＰＭ１０浓度
　 尹安琪　林愿仪　林伟俊等（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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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某地区体力活动与肺结核关联的病例对照研究

　 刘　凯　穆　敏　方柯红等（７６７）
!!!!!!!!!!!!!

泸州市社区中老年居民高血压患病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肖瑛琦　郑思琳　万政伟等（７７０）
!!!!!!!!!!!!!

成年人脉压差影响因素及脉压差变化特点

　 王兰兰　杨永利　贾晓灿等（７７４）
!!!!!!!!!!!!!

湖北省１３种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研究
　 崔芳芳　张　岚　宇传华等（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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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择期经皮冠脉介入治疗预后的危险因素
　分析 沈　正　李　屏（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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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系统动力学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社区卫生机构服务功能的

　影响 范海平　尹文强　于倩倩等（７８５）
!!!!!!!!!!!

基于回归树模型的乳腺癌住院费用病例组合研究

　 肖　静　许琼琼　高月霞等（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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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设计联合时间交换法探索ＥＱ５Ｄ量表积分体系研究
　 叶静陶　王国威　张　娇等（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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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功能性胃肠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调查

　 吴志平　齐国卿　谢瑞霞等（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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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宁夏五县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忠飞　乔　慧　李　媛等（８００）
!!!!!!!!!!

中国大陆气象因素与手足口病发病相关关系的ｍｅｔａ分析 杜志成　张王剑　郝元涛（８０３）
!!!!!!!

影响寻常型银屑病预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符文好　刘军麟　肖传柳等（８０６）
!!!!!!!!!

山西省１０９家医院９１２１６４例老年患者住院情况统计分析 曾　倩　宇传华　罗　斌等（８０９）
!!!!!!

辽宁省某医学院校学生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王汉宁　董幼丹　翟玲玲等（８１２）
!!!!!!!!

基于半参数回归模型的大学生生命质量研究 丛建妮　黄小敏　赵拥军（８１４）
!!!!!!!!!!!!

基于ＤＲＧｓ和综合指数法的某肿瘤专科医院肿瘤外科住院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分析 季新强（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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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医院新生儿科检验危急值数据的主成分回归分析 陈　君　方晓玲　陈　慧等（８２０）
!!!!!!

基于ＡＲＩＭＡ模型的“十三五”期间卫生总费用趋势预测 郑骥飞　尹文强　于倩倩等（８２３）
!!!!!!!

桐乡市成年人新发高血压影响因素分析 张晓怡　钱群花　王春梅等（８２６）
!!!!!!!!!!!!!

血清固定人群神经梅毒筛查的成本效益分析 郑铁洪　曾泰生　冯铁建等（８２９）
!!!!!!!!!!!

女大学生体质发展的亚组轨迹模型 孟　彩　苏斌原　王碧瑶等（８３３）
!!!!!!!!!!!!!!!

２８６２例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研究分析 田胜男　瞿长宝　赵春芳等（８３７）
!!!!!!!!!!!!!!

基于ＤＲＧｓ指标的综合医院绩效评价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分析与验证 白　玲（８３９）
!!!!!!!!!!!!!

辽宁省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分析及评价研究 刘　壮　田　蕾　孙宝志等（８４２）
!!!!!!!!!!!

ＡＲＩＭＡ模型在安丘市肾综合征出血热月发病率预测研究中的应用 石福艳　禹长兰　杨　光等（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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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预测辽宁手足口病疫情趋势 王　伶　姚文清（８４７）
!!!!!!!!!!!!!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应急培训项目效果评估模型设计 张　双　庹晓莉　曾　伟（８５０）
!!!!!!!

基于熵权可拓关联方法的大学生亚健康综合评价建模方案研究 张利平　李胜利　张家豪等（８５３）
!!!

海宁市１９７７－２０１４年癌症发病谱变化及流行趋势分析研究 沈永洲　姜春晓　杨　靖等（８５６）
!!!!!

菏泽市部分医院子宫内膜癌病例手术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李　冰（８６０）
!!!!!!!!!!!!!!

湖南武陵山片区中心卫生院卫生资源现状调查 刘建锋　焦志海　李　芬等（８６３）
!!!!!!!!!!

３２９５名旅游岛居民心理健康与总体幸福感典型相关分析 高允锁　王小丹　郭　敏等（８６５）
!!!!!!

抚顺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梅毒流行趋势分析 王　旭（８６８）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颈椎病住院病例统计分析 张　敏　梁　朝　王世等（８７１）
!!!!!!!!!!!!!

肺结核患者废弃物处置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　萍　曹　爽　李　程等（８７３）
!!!!!!!!!!!

非整秩次ＲＳＲ法在临床科室工作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冉崇宏（８７６）
!!!!!!!!!!!!!!!!!

南水北调中线移民新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与生命质量关系：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宋凤宁　刘丽君（８７８）
!!

基于对应分析的城市社区不同类型老年人健康服务项目需求研究 罗　盛　张　锦　李　伟等（８８０）
!!

门诊美沙酮维持治疗影响因素及生命质量调查分析 李秀荣　潘　群　苏亚玲等（８８３）
!!!!!!!!

青海省乐都区居民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监测结果分析 李晓萍　周敏茹（８８５）
!!!!!!!!!!!!!

我国大陆地区孕产妇死因构成的聚类分析 徐东雨　王　舰（８８７）
!!!!!!!!!!!!!!!!!

计算机应用

竞争风险模型及其在Ｓｔａｔａ软件实现 李海彬　李　霞　王安心等（８８９）
!!!!!!!!!!!!!!!

Ｃ＃语言快速实现病例对照研究的个体匹配 刘剑波　莫宝军　聂光辉等（８９２）
!!!!!!!!!!!!

应用ＲＵＭＭ２０３０软件实施条目反应理论 陈新林　侯政昆　林岳卿等（８９６）
!!!!!!!!!!!!!

基于证候要素的二阶证实性因子分析在Ｒ语言ｌａｖａａｎ包中的实现 黄　灏　薛芳静　许碧云等（８９９）
!!

方法介绍

混沌理论在病案统计中的应用思考 丁　淳（９０２）
!!!!!!!!!!!!!!!!!!!!!!!!

信息相关系数在列联表中的应用 丁　勇　刘成友　张蓓蓓（９０４）
!!!!!!!!!!!!!!!!!

肿瘤监测数据的生存分析方法比较 张　华　曹志刚　莫　淼等（９０８）
!!!!!!!!!!!!!!!

基于ＬＡＳＳＯ算法的水平压缩方差分析 林少炜　邓锂峰　吴思英（９１４）
!!!!!!!!!!!!!!!

教学研究

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研究生医学统计学学习状况分析 罗　栎　承晓华　刘　沛（９１７）
!!!!!!!!!

简　　讯
２０１６年中国生物统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欧春泉　关　颖（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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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责任编辑：刘　壮）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４　Ｖｏｌｕｍｅ３３，Ｎｕｍｂｅｒ５　Ｏｃｔ．２５，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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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２１１１５３／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Ｂｒｉｅ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ａｍｍａＭｏｄｅｌ ＷａｎｇＭｅｉｘｉａ，ＬｉｎＦａｎｇ，ＨａｎＹ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７３８）

!!!!!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Ｌ９０ｉ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ａｍｐ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Ｂｉ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ｅｎｇＷｅｉｎａｎ，ＱｕａｎＰｅｎｇ，ＧｕＭｅｉｘｉ，ｅｔａｌ（７４２）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ＲＩＭ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Ｈｙｂｒｉ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ｎｇｕ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ｉＲｅｎｈｕｉｚｉ，Ｓ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ＯｕＣｈｕｎｑｕａｎ（７４６）
!!!!!!!!!!!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Ｌｅｖｅｌ３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Ｊｕｘｉ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ｊｉｎｇ（７４９）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ｏｒ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Ｈｕａ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Ｔ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７５２）

!!!!!!!

ＡＲＩＭ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ｂｉｅｓ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ｕ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ｉｔｙ 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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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

　 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ｑｉｎｇ，ＨａｏＣｈｕｎ，Ｔｉａ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７５８）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ＰＭ１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ＳＯ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ＹｉｎＡｎｑｉ，ＬｉｎＹｕａｎｙｉ，ＬｉｎＷｅ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７６３）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ａＧｉｖｅｎＡｒｅａ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 ＬｉｕＫａｉ，ＭｕＭｉｎ，ＦａｎｇＫｅ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７６７）

!!!!!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Ｌ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ｑｉ，ＺｈｅｎｇＳｉｌｉｎ，Ｗ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７７０）
!!!!!!!!!!!!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ｕｌｓ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ｍｏｎｇＡｄｕｌｔｓ
ＷａｎｇＬａｎｌａｎ，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ＪｉａＸｉａｏｃａｎ，ｅｔａｌ（７７４）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ｒｄｅ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１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Ｃｕｉ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ａ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７７８）

!!!!!!!!!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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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ｂ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ａｎＨａｉｐｉｎｇ，ＹｉｎＷｅｎｑｉ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７８５）

!!!!!!

ＣａｓｅＭｉｘ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ＸｕＱｉｏｎｇｑｉｏｎｇ，ＧａｏＹｕｅｘｉａ，ｅｔａｌ（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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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ＥＱ５ＤＶａｌｕｅＳｅｔｂｙ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ＹｅＪｉ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ｏ，ｅｔａｌ（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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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ｕＺｈｉｐｉｎｇ，ＱｉＧｕｏｑｉｎｇ，ＸｉｅＲｕｉｘｉａ，ｅｔａｌ（７９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