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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８·

·现场调查·

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
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
曾光

柏立嘉

陈伟

【摘要】
效率。方法

目的

为实现洪涝灾害卫生防疫救灾防病工作的科学化、信息化及提高工作的质量和

以湖北、江西省作为试点，利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建立了洪涝灾害卫

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结果

该系统以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通过行政区划代码将空间信息、

洪灾相关的基础信息和灾时信息连接起来，不同的数据库资料被整合到ＧＩＳ平台上，实现信息查询、
分析和输出。该系统主要包括地图管理、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应急辅助决策、数据维护、系统维护等
功能。结论通过该系统有关基础资料的分析，可以进行洪灾风险和疫情风险评估，以便在灾前做好
人、财、物、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利用收集的灾时资料信息，可以及时地确定洪涝灾区的灾情，科学地预
测评估灾时疫情和灾区的应急反应资源和能力，从而为洪涝灾害应急反应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洪涝灾害；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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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洪涝灾害频发的国家，也是洪涝灾害危

省作为试点，运用卫星遥感（ＲＳ）和地理信息系统技

害最严重的国家¨’２Ｉ。洪涝灾害不仅给人民群众的

术（ＧＩＳ）建立了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的信息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公共卫

管理系统限６｜，结果报告如下。

生问题¨。４ Ｊ。目前，我国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尚未建立
系统、完善的洪涝灾害应急反应系统，洪涝灾害发生

资料与方法

时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尚未实现科学化、信息化，主

１．数据来源与预处理：基础地图采用中国１：１００

要表现为：洪灾期问不能及时地获取灾区有关的基

万数字地图，该地图包括各省、地（市）及县（市）的行

础信息及受灾和各种疫情隐患信息，如自然疫源地

政区划和边界、各城市和城镇的位置、全国水系、公

破坏、生态环境的改变、人口的流动等，导致洪涝灾

路、铁路等图层。基础资料数据包括基本概况、灾情

害应急反应决策缺乏科学依据。我们以湖北、江西

资料、疫情资料、疫情影响因素、灾时公共卫生服务
等资料数据库（图１）。灾时资料数据包括灾区灾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室（陈
伟、曾光）；军事医学科学院信息中心（柏立嘉）

情、疫情隐患、重要传染病疫情监测资料、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灾时应急反应等资料数据库（图２）。

’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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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的
灾时资料收集框架

图１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的

结

果

基础资料收集框架

２．试点地区：选取洪灾频发的湖北省和江西省

１．系统结构：系统采用Ｃ／Ｓ结构，整个系统以空

作为研究的试点省。湖北省选取荆州市、咸宁市作

间数据库为基础，通过行政区划代码将空问信息和

为试点地（市）；同时选取荆州市的公安县、石首市、

各类属性信息连接起来，实现信息的查询、分析和输

监利县、仙桃市以及咸宁市的嘉鱼县作为试点县

出（图３）。

（市）。试点地（市）、县（市）为长江周边容易发生洪

２．系统功能：本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地图管理、信

灾的地区。江西省选取九江市作为试点地（市）；同

息查询、统计分析、应急辅助决策、数据维护、系统维

时选取九江市的九江县、星子县、湖口县、都昌县、彭

护等功能。

泽县作为试点县（市）。试点地（市）、县（市）为鄱阳

（１）地图管理：主要利用ＭａｐＸ工具软件提供的

湖周围容易发生洪灾的地区。所选取的试点地区分

文件和工作空间的打开、关闭、保存、打印等功能对

省、地、县三级收集上述基础资料和灾时资料。

基础地图的系统数据进行操作。可以提供全国及各

３．资料整理录入：试点区域所收集的资料均按
照省、地（市）、县（市）三级进行核查、整理、录入。
４．开发工具：计算机硬件要求奔腾Ⅳ１．５ Ｇ、内
存２５６ Ｍ、硬盘４０ Ｇ、显示器分辨率为１０２８×７６８，外
周设备为扫描仪和激光打印机。软件包括ｗｉｎ９ｘ／

２０００／ＸＰ操作系统，属性数据库管理使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省、地（市）、县（市）的行政区划图，并根据需要增加

城镇、铁路、公路和水系等图层；实现地图的放大、缩
小、漫游、测距等功能。也可根据需要创建任意范围
内的行政区划图，修改图层数据等。
（２）信息查询：系统采用查询树的方式，用户可
以方便的查询不同地域与洪灾卫生防疫应急反应有

Ａｃｃｅｓｓ，利用ＯＤＢＣ实现开放式数据库互连，ＧＩＳ开

关的基础资料和灾时资料，也可以分省、地（市）、县

发平台为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ｅｒ ８．０，嵌入使用带有０Ｃｘ插

（市）综合显示洪灾应急反应的基础信息资料和灾时

件的ＭａｐＸ

信息资料。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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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结构框架图

（３）统计分析：包括①统计表：对于疫情资料有
三种显示形式，即固定地域（显示病种和时间）、固定
时间（显示地域与病种）和固定病种（显示地域与时

间）。②统计图：根据疫情统计资料，可以作线图、饼

（６）系统维护：可对密码、疾病代码、疫苗代码和
医学生物代码进行维护。
讨

论

图、直方图、百分条图等统计图。③统计地图：根据

我国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在长期的疾病控制和抗

不同地区疾病的发病例数或发病率，可以绘制发病

洪救灾防病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如

地图。④叠加分析：可以将灾区的灾情资料和重要

人口资料、人群健康资料、传染病疫情资料、重要的

传染病疫情资料叠加在一起，进行叠加分析。也可

地方病分布资料，以及主要的动物宿主与媒介分布

以将不同病种的发病例数、发病率、死亡例数、死亡

资料等，这些资料是制订灾时防病对策的重要依据。

率等信息叠加在一起进行分析。

但是在广大的基层防疫机构，尤其是县（市）级疾病

（４）应急辅助决策：包括两个模块①应急查询：

预防控制中心，这些资料分布在不同的科室之中，没

用于搜索指定区域内的各种基础信息和灾时信息。

有很好地进行整合；而且大部分资料仍然以传统的

指定区域可以是用户指定的任意一个地点或划定的

纸张作为信息载体进行保存，这种信息储存方式存

任一条路线或区域，也可通过指定搜索半径来确定

在许多弊端，如信息载量少、储存维护困难、更新不

搜索范围。②应急反应辅助决策支持：根据对收集

方便、查询检索麻烦。洪灾期间，卫生部门要根据民

基础资料的提炼分析，可以进行洪灾风险和疫情风

政部门确定的灾区进行传染病疫情上报、统计分析，

险评估，以便政府和卫生部门灾前制订切合实际的

由于灾区确定晚，时间长，造成传染病疫情报告的及

预案和提前做好人、财、物、技术等方面的应对准备；

时性和准确性较低，应急反应的速度慢；同时洪灾期

根据收集的灾时资料信息，可及时、准确地确定灾区

间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取灾区的受灾信息和各种疫

的灾情，科学地预测评估灾时疫情和灾区的应急反

情隐患信息，如自然疫源地破坏、生态环境的改变、

应资源和能力，从而对救灾防病工作做出周密部署，

人口的流动、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等，导致洪涝灾

以提高应急反应工作的速度和效率。

害应急反应决策缺乏科学依据，救灾防病的效率低

（５）数据更新、维护：可以用于数据库记录的修

下。因此，我国洪涝灾害救灾防病工作远未实现科

改、删除、添加及更新。并可对数据库进行分地域的

学化、信息化，迫切需要建立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

导入、导出。

反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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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和ＧＩＳ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的获取和处

学性。

理空间信息的先进科技手段¨。１｜，目前，ＲＳ和ＧＩｓ

因此，本研究建立的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

已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资源管理、城乡规划、灾害

应信息管理系统，比较适合于洪灾易发地区的政府、

监测、环境监测、卫生资源的分配等领域［１２＿１９］，在公

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救灾防病的应急反应宏观

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深入。国外应用ＲＳ和

决策，对于提高灾区救灾防病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具

ＧＩＳ开展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

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效益，在我国洪涝灾害防灾减灾领域也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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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高效配置，以提高救灾防病工作的效率和科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