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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室速短期暴露危险因素的
病例交叉研究
高仲阳魏永越陈峰

王均琴马宁
【摘要】

目的探索特发性室速（ⅣＴ）短期暴露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交叉设计，通

过广义估计方程对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江苏省人民医院和东南大学附属医
院ⅣＴ病例和短期暴露危险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结果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的危险因素
有强体力活动（ＯＲ＝２．２０，９５％ＣＩ：１．５１～３．１９）、生气（ＯＲ＝１．８７，９５％ＣＩ：１．０７—３．２７）、悲伤（ＯＲ＝

３．５８，９５％ｃ，：２．１９～５．８４）、激动（ＯＲ＝３．０６，９５％ＣＩ：１．６１～５．８３）、感染（ＯＲ＝２．２５，９５％Ｃ／：１．４４～
３．５０）。结论强体力活动、生气、悲伤、激动、感染是ⅣＴ的危险因素。病例交叉研究能有效地识
别，并揭示其作用强度。

【关键词】特发性室速；危险因素；病例交叉研究；广义估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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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死因…。

的作用，目前研究比较多的是使用传统方法（病例对

而很多心血管疾病的直接死因是心律失常。特发性

照研究或队列研究）研究长期暴露的危险因素，如肥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ＩＶＴ）为常见

胖、高血压、吸烟和过量钠的摄人口］，而对短期暴露

严重的心动过速之一，是指不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心

危险因素如环境的刺激、强体力活动、饱食、情绪、感

脏病、亦排除代谢或电解质异常以及长ＱＴ间期综合

染等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运用病例交叉设计方

征的室性心动过速。ⅣＴ不仅见于成年人，也见于

法，研究与ⅣＴ发作有关的短期暴露危险因素，估计

儿童。各种危险因素在Ｍ的发作中起到非常重要

其作用强度。

室速（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对象与方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５７１６１９）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１．研究对象：江苏省人民医院和东南大学附属

系（王均琴、魏永越、陈峰）；江苏省人民医院心内科（马宁）；东南大
学附属医院心内科（高仲阳）

医院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诊断为

通信作者：陈峰，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ｎｊｍｕ．ｅｄｕ．ｅｌｌ

ＩＶＴ的病例。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问卷调查法。设计专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６ｌ·

症状或病例年龄＜１８岁。

门的调查表，由经过培训的心内科医生对每个符合

６．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专门数

要求的病例在入院后第一天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一

据库对数据进行管理。ＳＢＩ病例交叉设计数据可以

周后如果患者未出院，则就相同的暴露因素再次面

看作是纵向数据¨引，研究对象在ＩＶＴ发生前后各观

对面调查，如果已经出院，则采用电话再次调查。内

察一小段时间，采用广义估计方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容包括ⅣＴ病例的一般情况、环境因素ｂ】、强体力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动…、性生活‘纠、吃饭、饱食㈣、饮酒、吸烟、饮茶、生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ＧＥＥ）对数据进行分析，因变量
取二项分布，联接函数（１ｉｎ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取ｌｏｇｉｔ。先进

负面情绪阳１（压抑、悲伤等）、正面情绪（兴奋、激动

行单因素分析，而后将单因素分析结果Ｐ＜Ｏ．１５的

等）、感染（患感冒等使机体免疫力下降的疾病）等。

变量纳入多因素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危险期是

３．研究设计：采用对称双向（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ＢＩ）病例交叉设计Ｄ］，即同时在事件发

因变量ｙ＝１，对照期如果有ＩＶＴ发作因变量ｙ＝１，否
则ｙ＝０。所有分析采用Ｓｔａｔａ ９．０统计软件。

生前后以相同的间隔选择对照期。该设计能够消除

结

因暴露的时间趋势所造成的偏倚，也能消除暴露的

果

变化有一种规则的趋势（如季节性或周期性趋势）或

１．病例的基本特征：各主要变量赋值见表２。

者暴露时间较长时所导致的偏倚。将ＩＶＴ刚发生前

共调查ＩⅥ９７例，剔除３例未成年人，合格问卷应

的一段时间设定为危险期，研究对象ＩＶＴ发作前的

答９４例，其中男性５３例（５６．３８％），女性４１例

第７天同一时间段和发作后的第７天同一时间段设

（４３．６２％）；年龄１８～８４岁（４９．２６岁±１７．５０岁）；男

定为两个对照期。将危险期内危险因素的暴露频数

性身高１７１．０７

ｃｍ±３．５２ ｃｍ（１６２～１７８ ｃｍ），女性

ｃｍ（１５０～１６８ ｃｍ）；男性体重

与对照期内危险因素的暴露频数进行比较。研究变

１５８．０９ ＣｌＴＩ±４．１７

量及危险期的定义见表１。对照期取两个时间段：

７０．８８

对照期１为：“疾病发作前第７天相同时间段”；对照

５．２８

期２为：“疾病发作后第７天相同时间段”。

３次，对照期２发生ⅣＴ １次；其他一般情况见表３。

表１ⅣＴ病例交叉研究危险期的定义
变量

危险期（疾病发作前）

变量

危险期（疾病发作前）

寒冷刺激

１ ｈ

饱食

ｌ ｈ

天气闷热

１ ｈ

饮酒

６ｈ

空气污染

１ ｈ

饮茶

１ ｈ

声音刺激

ｌ ｈ

吸烟

５ ｒａｉｎ

强光刺激

１ｈ

生气

ｌ ｈ

强体力活动

１ ｈ

负面情绪

ｌ ｈ

洗澡

５ ｒａｉｎ

正面情绪

ｌ ｈ

性生活

２ｈ

感染

２ｄ

吃饭

５ ｍｉｎ

ｋｇ±６．３９埏（６１～８５埏），女性５９．３８蚝±

ｋｇ（４７—７４ ｋｇ）；被调查者在对照期１发生ⅣＴ

两对照期和危险期的短期危险因素分布状况见表
４。危险期和对照期都没有暴露的因素不纳入回归
分析。
表２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变量

赋值

婚姻状况

已婚＝１，未婚＝０

冢庭收．人（刀兀）＜１＝１，１一＝２，

文化程度

文盲或小学＝１，初、

职业

２一＝３．４一＝４

工人＝ｌ，农民＝２，

管理人员＝３，离退
休＝４，其他＝５

高中＝２，大专及以
上－－－３

吃饭
饱食

是＝ｌ。否＝Ｏ

天气闷热是＝１，否＝Ｏ
空气污染是＝１，否＝Ｏ

饮酒

是＝ｌ，否＝Ｏ

４．样本量估计：根据文献研究心律失常的短暂

声音刺激是＝１，否＝Ｏ

饮茶

是＝ｌ。否＝Ｏ

暴露冈素ＯＲ＝２．２４为参照ｎ引，根据１：ｒ＝１：２配比病

强光刺激是＝１。否＝Ｏ

吸烟

是＝ｌ，否＝０

强体力活动是＝１。否＝Ｏ

生气

是＝ｌ，否＝Ｏ

激动
兴奋

是＝１，否＝Ｏ

悲伤

是＝１．否＝Ｏ

是＝ｌ。否＝Ｏ

内疚

是＝ｌ，否＝Ｏ

性生活

是＝１，否＝Ｏ
是＝ｌ。否＝Ｏ

压抑

是＝１，否＝Ｏ

感染

是＝１，否＝Ｏ

例对照研究设计样本含量计算公式ｎ¨：
Ⅳ＝［幻以订可币币＝两＋Ｚ，Ｘ／ｐ，（１－－ｐ，）／ｒ＋ｐｏ（１－－ｐｏ）］２／（ｐ－一∞２
ｐ，＝（ＯＲＸｐｏ）／（１—ｐｏ＋Ｄ詹×ｐｏ），

ｉ＝０－＋口，ｏ），（１＋ｒ）

天气寒冷是＝１，否＝Ｏ

洗澡

是＝ｌ。否＝Ｏ

假设ａ＝Ｏ．０５，把握度为９０％，ｐｏ为对照组阳性暴露
率，假设为１２％，计算得病例需５３人。

２．单因素分析：单因素ＧＥＥ分析结果显示，Ｐ＜

５．质量控制：在广泛复习文献、咨询专家基础

０．１５影响因素有：强体力活动、饮浓茶、生气、悲伤、

上，制定专门调查表并对每个研究变量进行明确定

激动、感染（表５）。

义，制定研究对象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根

３．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ＧＥＥ分析结果中Ｐ＜

据临床标准诊断为ＩＶｌ’，且此次就诊为首次确诊。

０．１５的影响因素都纳人多因素回归模型，进行逐步

排除标准：病例有痴呆或失语症等无法回答问题的

回归分析，并按０．０５水准筛选变量，结果见表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Ｙｌ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９６２·

表３ⅣＴ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指标

（构髅％）

性别

指标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表５

ＩｖＴ病例交叉研究ＧＥＥ分析结果（单因素）

表６

ＩｖＴ病例交叉研究ＧＥＥ分析结果（多因素）

（构髓％）

泵廷收八Ｌ力兀）

男

５３（５６．３８）

＜ｌ

２２（２３．４０）

女４１（４３．６２）

１—

２１（２２．３４）

２～

３５（３７．２３）

４—

１５（１５．９６）

文化程度
文盲或小学４１（４３．６２）
初、高中

３６（３８．３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１８．０８）

职业

家庭成员患ⅣＴ情况
有

２（２．１３）

无８８（９３．６２１

工人

２１（２２．３４）

农民

１２（１２．７７１

糖尿病

管理人员

１８（１９．１５１

有

２５（２６．６０）

离退休

２３（２４．４７）

无

５９（６２．７７）

其他

２０（２１．２８）

不详

１０（１０．６４１

不详４（４．２５）

高血压

本次是否为首次确
诊ＩＶＴ

有

５４（５７．４５）

是

６６（７０．２１）

无

３６（３８．３０）

否

２８（２９．７９）

不详４（４．２６１

表４ⅣＴ研究对象在两对照期和危险期的
短期危险因素分布状况

有关。目前治疗ＩⅥ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射频消
融术。药物多为肾上腺素、Ｂ受体拮抗剂、抗胆碱能
药物等对症处理为主的药物，而这些药物效果差，且
长期服用依从性差，药物副作用也多；再者射频消融
术，因其费用高，患者难于接受。
病例交叉设计属于非传统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之
一【１引，可广泛用于探索急性健康事件（如心肌梗死、
车祸、伤害）的诱发因素，是比较同一研究对象在急
性事件发生前一段时间的暴露情况与未发生事件某
段时间内的暴露情况，如果暴露与疾病有关，那么事
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的暴露频率应该高于其他时间
内的暴露频率¨６｜。病例交叉设计的研究对象包含病
例和对照两个部分，但两部分的信息均来自于同一
个体。其中，“病例部分”被定义为危险期（ｈａｚａｒｄ
ｐｅｒｉｏｄ），该期是疾病或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对
照部分”为对照期（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ｉｏｄ），该期是指危险期
外特定的一段时间。研究就是比较个体危险期和对
讨

论

照期内的暴露信息（如服药、运动等）¨引。病例交叉
设计相当于自身配对设计，避免了病例对照设计中

通过对９４名ⅣＴ病例的研究，发现诱发ⅣＴ的

的对照选择偏倚，该设计突出的优点在于能较好的

短期暴露因素包括强体力活动、情绪的强烈变化等，

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相对缓慢的混杂因

这与国内外有关心血管疾病研究报道相似‘４，７．８］。但

素（如年龄、性别、种族、智商、性情等）。１９９８年

是很多国外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环境污染

Ｎａｖｉｄｉｔ州提出对称双向病例交叉设计（ＳＢＩ），即同时

有关ｎ３·１４１，而本研究尚未提示ⅣＴ发作与环境污染

在疾病发生的危险期前后以相同的间隔选取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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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对照期，与病例期组成ｌ：２配比组，避免了
“暴露”的时间趋势所造成的偏倚，特别适用于研究
暴露冈素与健康事件的关系。传统分析病例交叉设
计数据是条件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但由于病例交叉设计
中，个体在对照期同样会发病，这就不符合传统的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应用。有研究证明ＳＢＩ病例交
叉设计使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的回归系数有偏
倚ｎ蚴１，特别是重叠偏倚，Ｆｉｇｕｅｉｒａｓ¨２１提出使用广义
估计方程（ＧＥＥ）。病例交叉设计是通过合理的研究
设计，控制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变化缓慢的混杂
因素，通过合理的选择对照，控制时间趋势和季节效

应方面的混杂因素，克服模型依赖眭的缺点，使得结
果具有更强稳健性的研究方法。近几年该方法得到
众多学者的青睐ｎ３·１４卫１｜，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有害暴露
因素的健康效应研究。

·９６３·

３７７．

［４］Ｗｈａｎｇ Ｗ．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
ｉｎｗｏｍｅｎ．ＪＡＭＡ，２００６，２９５：１３９９－１４０３．

［５］Ｍｕｌｌｅ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ａｓｅ－ｃｌ＇ＯＳＳＯＶｅｒ

统病例对照设计需要寻找合适的对照，对照选择不
当会导致估计偏倚，采用病例交叉设计提高了可比
性，避免选择偏倚，特别是避免了遗传、智力、性格等
个体特征很强的因素的干扰，同时减少了样本含
量。ⅣＴ具有多发现象，适宜采用病例交叉设计。

［７］Ｓｔｒｉｋｅ ＰＣ．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

ａ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８］Ｌｉｐｏｖｅｔｚｋ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９］Ｎａｖｉｄｉ Ｗ．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ｃｕｔｅ

经验；②只适合于复发性、经过治疗后能基本恢复的
疾病的病因探索；③对称双向病例交叉设计在疾病
发生前后同时选择对照，这就要求所研究的因素在
疾病后的暴露水平不受影响，而现实中，行为暴露往
往受影响。例如，疾病首次发作后就医，医生可能会
嘱咐戒酒，因此患者饮酒的暴露可能少于疾病发作
前的暴露频率，这样在疾病发生后选择对照会导致
偏倚，故病例交叉设计应谨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嬲

ａ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 ｃａ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ＣＳＳｅ－ｅ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ｎｄｓ．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８，３：５９６—６０５．

［１０］Ｒｉｃｈ ＤＱ，Ｋｉｍ ＭＨ，Ｔｕｒｎｅｒ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ｆ

ｂｙ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 Ｌｏｕｉｓ，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Ｏｃｃｕｐ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ｄ．２００６．６３：５９１－５９６．

［１１］金丕焕．医用统计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１７．
［１２］Ｆｉｇｕｅｉｒａｓ

ｏｆ

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

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１６：２３９—２４６．
ａ１．Ｔｈｅ

［１３］Ｌａｎｄａｕ Ｌ，Ｍｕｒｒａｙ Ｆ，Ｆｅｌｄｗｉｃｋ Ｍ，ｅｔ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ｔ

Ｊ

Ｒｅｓ，２００６，１６（１）：２７—４６．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４］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ＦＳ．Ｏｕ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ａｔｔｅｒ：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到最优，因此对效应暴露期长短的确定需要有一定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ｓｔｕｄｙ．ＩＭＡＪ，２００７，９：３１０－３１５．

ｃｌ＇ｏｓｓｏｖ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病例交叉设计用于病因学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ｅａｒｔ，２００６，９２：１０３５—１０４０．

Ｐｅｒ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性：①由于确定不同暴露因素的暴露效应期很难达

ｅｖｅｎ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ｇｅｒ：

由于ⅣＴ发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是冬春季高

长期趋势和季节性的混杂一］。

ｆｉｒｓｔ

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ＭＡＪ，２００４，６：７２８－７３１．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于夏秋季，若选取的对照期与危险期问隔时间较短，
对称的双向病例交叉设计方法，可以消除气象因素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０，６：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每一个危险集中气象因素的作用不构成混杂，采用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ｙ

１４－１８．

［６］Ｌｉｐｏｖｅｔｚｋｙ Ｎ．Ｈｅａｖｙ ｍｅａｌｓ ａｓ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本研究采用对称双向病例交叉设计的理由：传

ｅｖｅｎｔｓ

Ｊ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ｆ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２００８，５：６３１－６３６．

［１５］陈峰，易洪刚，赵杨，等．危险度评价中的非传统病例一对照研
究．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４，５：９６２—９６６．
［１６］Ｍａｃｌｕｒｅ

Ｍ．Ｔｈｅ

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ｕｃｕ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１９９１。１３３（２）：１４４—１５３．

［１７］张政，詹思延．病例交叉设计．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
（４）：３０４—３０６．
［１８］Ｎａｖｉｄｉ Ｗ，Ｗｅｉｎｈａｎｄｌ Ｅ．砌ｓｋ

ｓｅ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３：１００－１０５．

［１ ９］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Ｓ．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瓣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ｏｎ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ｔａｔ Ｍｅｄ。１９９９，１８：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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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踟ＯＳＳＯＶｅｒ

参考文献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ｔａｔ

Ｍｅｄ，２００１，２０：３０３９－３０４９．

［２１］Ｓｔａｆｏｇｇｉａ Ｍ．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ｅａ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１］马爱群．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３．

ａ

［２］杨舟．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研究概况．内科，２００８，４：２５２—
２５４．

［３］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ｍｕｌｔｉ－ｃｉｔｙ ｃａ．；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８，６２：２０９—２１５．

（收稿Ｉ：ｔ期：２００９—０２—０７）
Ｊ．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ｕｃｓｏ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８：３７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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