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医院统计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双月刊　　１９９４年３月创刊　　第２５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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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滨州医学院
编　辑
　　中国医院统计杂志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

　　张学高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胡建平　周恭伟（常务）
　　王广成　张树平
编辑部主任

　　高　永
责任编辑

　　石德文
外文编辑

　　张　风
出　版
　　《中国医院统计》编辑部
　　２５６６０３ 滨州市黄河三路５２２号
　　电话：（０５４３）３２５６８８８
　　Ｅｍａｉｌ：ｙｙｔｊ＠１６３１６９．ｎｅｔ
　　网址：ｈｔｔｐ：／／ｚｇｙｙｔｊ．ｂｚｍｃ．ｅｄｕ．ｃｎ
印　刷
　　山东新社科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滨州市分公司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２４１２０
邮　购
　　《中国医院统计》编辑部
　　２５６６０３ 滨州市黄河三路５２２号
　　电话：（０５４３）３２５６８８８
　　Ｅｍａｉｌ：ｙｙｔｊ＠１６３１６９．ｎｅｔ
定　价
　　每期：１５００元　全年 ９０００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５２５３ＣＮ３７１２５４／Ｃ　

目　　次

医院统计方法与应用

　　基于经验ｌｏｇｉｔ变换的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宁　慧　王 　超　汪　耘　刘美娜（４０１）
!!!!!!!!!

　　基于评价指标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栗景坤　李　习　刘美娜（４０５）
!!!!!!!!!!!!!

　　温州市某医院２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

　　　分析

　　　 陈　怡　吴盈盈　戴芳芳（４１０）
!!!!!!!!!!!!!

　　烧伤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周美玲（４１４）
!!!!!!!!!!!!!!!!!!!!!

　　新生儿静脉输液外渗情况调查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胡丽莉（４１７）
!!!!!!!!!!!!!!!!!!!!!

　　老年血液透析患者睡眠障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徐文女（４２０）
!!!!!!!!!!!!!!!!!!!!!

　　骨折患者住院费用构成的因子分析

　　　 温东兰（４２３）
!!!!!!!!!!!!!!!!!!!!!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和加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在中医医院专科住院

　　　医疗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杨业春（４２６）
!!!!!!!!!!!!!!!!!!!!!

　　疾控档案在潍坊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监测中的应用

　　　 周　伟　邱德山（４３０）
!!!!!!!!!!!!!!!!!

医院管理

　　基于临床工作量的三甲医院医师人力资源编制测算的实践与思考

　　　 严　瀚　蔡艳姬　欧振宇　欧阳明（４３４）
!!!!!!!!!



　　干粉吸入剂药学干预流程的建立及疗效评价分析

　　　 史东明　 徐浩锋　杨华俊　堵钧伟　叶晓芬（４３７）
!!!!!!!!!!!!!!!!!!!!!!

　　温州地区鼻咽癌化疗ＰＩＣＣ置管患者临床特点及健康教育分析

　　　 陈小芳　孔丽敏　杨玉燕（４４１）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东莞市寮步镇医保住院费用支出情况分析

　　　 卢建军　冉　鹏　胡　芳　冯颖青　周颖玲（４４４）
!!!!!!!!!!!!!!!!!!!!!!

卫生调查

　　莱州市长寿村健康长寿老人生活现状研究

　　　 孙晓红　李乐乐　高李敏　杨　楠　崔锡坤　黄　飞（４４７）
!!!!!!!!!!!!!!!!!!

　　绍兴地区某医院职工健康体检血脂水平及分布特征

　　　 林建潮　陈丽娜　张丽萍　章小华　蒋　颖　陈烨君　葛孟华（４５１）
!!!!!!!!!!!!!!

　　８６０例健康体检农村育龄妇女对盆底康复认知与需求调查分析

　　　 朱慧敏　徐潇潇（４５４）
!!!!!!!!!!!!!!!!!!!!!!!!!!!!!!!!!!

疾病分类

　　疾病编码不同检索方式的区别及改进

　　　 钟　岑　杨发惠（４５７）
!!!!!!!!!!!!!!!!!!!!!!!!!!!!!!!!!!

住院统计

　　滨州某三甲医院１６７例布氏杆菌病临床资料分析

　　　 张立国　张　萍　李冬梅　丁国锋（４６０）
!!!!!!!!!!!!!!!!!!!!!!!!!!

　　复杂性肝胆管结石行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对生存质量及预后的影响

　　　 王　丽　林海清　傅莉君　胡春英　王海霞（４６４）
!!!!!!!!!!!!!!!!!!!!!!

　　基于奥马哈系统对ＩＣＵ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康复护理效果分析

　　　 赵余芳　朱蓓蕾　叶茫茫（４６７）
!!!!!!!!!!!!!!!!!!!!!!!!!!!!!!

　　某老年病院ＩＣＵ住院患者疾病特征及预后分析

　　　 徐韬燕　陈红玉　吴　帅（４７０）
!!!!!!!!!!!!!!!!!!!!!!!!!!!!!!

　　老年患者发生肺栓塞的危险因素及其预防措施分析

　　　 王英芝　陈霄云　侯冬娇（４７４）
!!!!!!!!!!!!!!!!!!!!!!!!!!!!!!

　　剖宫产手术切口愈合不良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　芳　孙红霞（４７６）
!!!!!!!!!!!!!!!!!!!!!!!!!!!!!!!!!!

　　生育“二孩”的产妇剖宫产原因分析

　　　 张慧娴　励　华　周利娜　叶洁梭（４７９）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４　Ｖｏｌｕｍｅ２５，Ｎｕｍｂｅｒ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５，２０１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ｉｎ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ｇａｏ（张学高）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ａｏＹｏｎｇ（高　永）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５２２，Ｎｏ．３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ｏａｄ，Ｂｉｎｚｈｏｕ，２５６６０３
　Ｔｅｌ．（０５４３）３２５６８８８
　Ｅｍａｉｌ：ｙｙｔｊ＠１６３１６９．ｎｅｔ
　ｈｔｔｐ：／／ｚｇｙｙｔｊ．ｂｚｍｃ．ｅｄｕ．ｃ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ＮｅｗＳｈｅｋｓ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Ｃｏ．，Ｌｔｄ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５２２，Ｎｏ．３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ｏａｄ，Ｂｉｎｚｈｏｕ，２５６６０３
　Ｔｅｌ．（０５４３）３２５６８８８
　Ｅｍａｉｌ：ｙｙｔｊ＠１６３１６９．ｎｅｔ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５２５３ＣＮ３７１２５４／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Ｂｒｉｅ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ｉ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Ｙｕｎ，ＬｉｕＭｅｉｎａ（４０１）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ＬｉＪｉｎｇｋｕｎ，ＬｉＸｉ，ＬｉｕＭｅｉｎａ（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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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ＣｈｅｎＹｉ，Ｗｕ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Ｄａｉ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４１０）

!!!!!!!!!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ｒ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ＺｈｏｕＭｅｉｌｉｎｇ（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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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ｅｎ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ｖａ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ＨｕＬｉｌｉ（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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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ｅｅｐ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ＸｕＷｅｎｎü（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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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ｎＤｏｎｇｌａｎ（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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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Ｇ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Ｐ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ＹａｎｇＹｅｃｈｕｎ（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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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ｉｎＷｅｉｆａ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７
　　　 ＺｈｏｕＷｅｉ，ＱｉｕＤｅｓｈａｎ（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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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ＹａｎＨａｎ，ＣａｉＹａｎｊｉ，ＯｕＺｈｅｎｙｕ，Ｏｕ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４３４）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ｒｙｐｏｗｄｅｒｉｎｈａｌｅｒｓ

　　　 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ｉｎｇ，ＸｕＨａｏ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ＤｕＪｕｎｗｅｉ，ＹｅＸｉａｏｆｅｎ（４３７）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ｙＰＩＣＣｏｆ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ＫｏｎｇＬｉｍｉｎ，Ｙ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４４１）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ｉｎＬｉａｏｂｕｔｏｗ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５

　　　 ＬｕＪｉａｎｊｕｎ，ＲａｎＰｅｎｇ，Ｈｕ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ｌｉｎｇ（４４４）
!!!!!!!!!!!!!!!

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ｄ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Ｌａｉｚｈｏｕ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ｕ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ＬｉＬｅｌｅ，ＧａｏＬｉｍｉｎ，ＹａｎｇＮａｎ，ＣｕｉＸ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４４７）
!!!!!!!!!!!!!

　　Ｐｌａｓｍａｌｉｐｉｄ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ｆｆｏｆ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ａｒｅａ

　　　 ＬｉｎＪｉａｎｃｈａｏ，ＣｈｅｎＬｉ′ｎａ，Ｚｈ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ｅｊｕｎ，ＧｅＭｅｎｇｈｕａ（４５１）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８６０ｒｕｒａｌｗｏｍｅｎ

　　　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Ｈｕｉｍｉｎ，Ｘ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４５４）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ｄｉｎｇ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ＺｈｏｎｇＣｅｎ，ＹａｎｇＦａｈｕｉ（４５７）
!!!!!!!!!!!!!!!!!!!!!!!!!!!!!!!!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６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ｒｕｃｅｌｌｏｓｉｓ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ｉｎｚｈｏｕ

　　　 ＺｈａｎｇＬｉ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ＤｉｎｇＧｕｏｆｅｎｇ（４６０）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ｏｍｍｏｎｂｉｌｅｄｕｃｔ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ｈｅｐａｔ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

　　　 ＷａｎｇＬｉ，ＬｉｎＨａｉｑｉｎｇ，ＦｕＬｉｊｕｎ，ＨｕＣｈｕｎ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ｉｘｉａ（４６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ＣＵｓｅｖｅｒｅ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Ｏｍａｈａ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ａｏＹｕｆａｎｇ，ＺｈｕＢｅｉｌｅｉ，ＹｅＭａｎｇｍａｎｇ（４６７）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ＣＵ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ａ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ＸｕＴａｏｙａｎ，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ｙｕ，ＷｕＳｈｕａｉ（４７０）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ｄ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ｕｎ，ＨｏｕＤｏｎｇｊｉａｏ（４７４）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ｏｏ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ＳｕｎＨｏｎｇｘｉａ（４７６）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ｔｗ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ｘｉａｎ，ＬｉＨｕａ，ＺｈｏｕＬｉ′ｎａ，ＹｅＪｉｅｓｕｏ（４７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