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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Ｋｎｏｘ方法在传染病时空聚集性探测中的应用
刘巧兰

李晓松

目的

【摘要】

冯子健

马家奇

探讨Ｋｎｏｘ方法在传染病时空聚集性探测中的应用。方法

介绍Ｋｎｏｘ方法的

原理，以２００５年４—５月北京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病例为例，介绍其统计分析过程并解释结
果。结果在选定时间临界值１３ ｄ和空间临界值２９．６７ ｋｍ时，流脑可能存在时空聚集性。选取其他
时间和空间临界值，均无时空聚集性。结论在根据传染病的特点并选择合适的时间与空间临界值
的条件下，Ｋｎｏｘ方法能够较好地探测传染病的时空聚集性，对原因不明的疾病可以根据不同的临界
时间和临界空间“诊断”其是否有传染性，因此对传染病早期预警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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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时空聚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指传染病存

础之一［３］。我国于２００４年初建立全国传染病疫情

在时问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即传染病在时问上接近，

网络直报系统，但常规监控（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空间上也比较接近ｕ’２Ｉ，时空聚集性统计方法的思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的早期预警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想其实就来自于传染病的流行病学模型，疾病如具

先进的聚集性统计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本文以

有传染性，会致使病例在时问和空间上有交互作用。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为例，探讨Ｋｎｏｘ方法在

传染病时空聚集性主要用于探讨传染病病因、流行

传染病时空聚集性探测中的应用价值。

模式等，也可以用来探测疾病的流行和暴发趋势。
建立和完善传染病早期预警系统（ｅａｒｌｙ

基本原理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是防控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传染病的

假设有扎个病例，可配成Ｎ＝犯（咒一１）／２个病

时空聚集性探测（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例对子，在同时设定空间和时问临界值后，就可以判

则是建立传染病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基

断病例对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远”还是“近”。然后
构建检验统计量Ｘ，Ｘ是小于空间临界值和时间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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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值的病例对子数ｎ＇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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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ｉ是空间邻接值，如果病例ｉ和Ｊ之间的距离
小于设定的空间临界值则为１，否则为０；ｚ。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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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值，如果病例ｉ和Ｊ之间等待时间小于设定的

到区）ＧＩＳ系统电子地图，结合经纬度坐标查询系统

临界值则为ｌ，否则为０。当时空交互作用存在的时

以及中国地图册，只能将地理坐标估计到乡镇或街

候，处于临界值内的每对病例会互相靠近，统计量会

道。假如北京市发生１例流脑病例的地址为“北京

变得很大。ｘ的期望和方差为㈨：

市丰台区卢沟桥乡×××”，本研究只能估计到“卢
沟桥乡”，其经纬度坐标估计为（１１６．２１０６，

Ｅｌｘ＼Ｎ Ｓ，Ｎ：１＝ＮｓＮ！｜Ｎ

Ｖ（ｘ慨Ｍ’Ｎ２。’Ｎ２沪掣＋嘉‰＋

３９．８６２４）。地址不详细的病例经纬度坐标用其所在

４［Ｎ。（Ｎｓ一１）一Ｎ：ｓ］［Ｎ。（Ｎ，一１）一Ｎ２。］

清楚，病例质点被放大），如第３６号病例发生于

———■可再１丌万乏又ｉ二可—一

／ＮｓＮ。＼２

Ｉ－ｊｒ』

式中，Ｎ。、Ｎ，分别是空间和时间上距离小于界值的

区县的行政中心经纬度代替。图１显示了４５例流
脑病例的空问分布，其中黑点表示病例（为了显示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经纬度估计为（１１６．５３６，
４０．３６２４）。

病例对子数；Ｎ：。、Ｎ：。分别是空间上和时间上小于

２．Ｋｎｏｘ方法探测结果及其解释：Ｋｎｏｘ方法关

界值的病例对子的对子数。可以用蒙特卡罗

键的步骤是确定时间和空间临界值。没有历史及其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模拟推断和Ｙ２检验对统计量Ｘ进行

他国家数据资料作参考，则本研究以下列时间和空

检验。本文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即先假定病例间的

间临界距离作探索：流脑发病潜伏期为ｌ一７ ｄ，各病

时问距离和空间距离是独立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

例平均时间距离为１３ ｄ，取１一１３ ｄ作为时间临界值

离矩阵可以割裂，保持病例问的空间距离矩阵元素

范围进行探索。若临界时间设定为３ ｄ，即２个病例

不动，随机重排时间距离矩阵元素，在随机重排数据

出现相差时间＜３ ｄ为“近”，＞３ ｄ为“远”。由于当

集的基础上再重新计算统计量Ｘ，如果实际上存在

今交通非常发达，确定空间临界距离比较困难，各病

时空交互作用，则实际计算的Ｘ相对于随机重排的

例平均空间距离约为２９．６７ ｋｍ，因此，取１～

Ｘ分布，会远离该分布或处于该分布的尾部，从而判
断其有统计学意义¨’６］。模型拟合主要在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ｅｅｒ

２．２．６中实现。
实例分析

２９．６７

ｋｍ作为空间临界值范围进行探索。若空间

临界距离设定为２０ ｋｍ，意即２个病例空间距离＜
２０

ｋｍ为“近”，＞２０ ｋｍ为“远”。
当临界时间选取１３ ｄ，临界空间选取２９．６７

ｋｍ

时，通过蒙特卡罗方法９９９次模拟，Ｐ＝０．０５８，接近
１．资料来源：流脑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

于通常假设的检验水准０．０５，根据北京市流脑历年

制中心２００５年全国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数据

在４—５月份的实际发病情况，可以推断流脑可能有

库（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报告病例的信息包括

时空聚集性。图２和图３显示病例对子在单纯空间

诊断信息（发病时问等）、病例个体信息（性别、年龄、

和单纯时间距离小于临界值２９．６７ ｋｍ和１３ ｄ的分布

住址等）。本文主要以北京２００５年４—５月流脑病

情况，图４显示病例对子同时小于临界空问和时间

例为例，共提取流脑数据４５例，占北京２００５年全年

的分布情况，图５显示病例对子在上述三种情况统

病例数的５２．９４％。

一于一张地图的分布情况。图６为蒙特卡罗模拟结

地理坐标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果，Ｋｎｏｘ检验统计量ｘ为３７５，处于蒙特卡罗模拟

（ＧＩＳ）网站、经纬度网络查询系统、中国地图册…。

的Ｘ分布的尾部，且Ｐ＝０．０５８，提示了流脑可能存

理论上，通过ＧＩＳ ９．０系统读取具有详细地名的中

在时空聚集性。

国电子地图，可以获得每个病例的具体地理坐标（经

在临界时间１３ ｄ、临界空间２９．６７ ｋｍ的基础上，

纬度），如流脑某病例具体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清

增加或减少时间和空间临界值，蒙特卡罗方法推断

河街道永泰西里××号”，通过ＧＩＳ ９．０系统应该可

均显示流脑不存在时空聚集性。图７～９显示当空

以给出该地点经纬度坐标，精确到度、分、秒，但是如

间临界值取１０ ｋｍ、时间临界值取３ ｄ的病例对子分

果ＧＩＳ系统电子地图地名不能详细到某街道某号

布情况；图１０显示了蒙特卡罗方法推断结果（Ｘ＝

或某乡某村某组，则无法获得该病例精确的经纬度

２４，Ｐ＝０．７２５）。由于篇幅所限，取其他临界值的图

坐标。本研究只获得了最小单位为县（直辖市具体

和结果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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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

２００５年４—５月北京市流脑

病例对子空间距离小于临界值

图２

个体病例空间分布

２９．６７

图３

ｋｍ（Ｄ＝２９．６７ ｋｍ）的分布

病例对子时间距离小于临界值１３

ｄ

（Ｔ＝１３ ｄ）的分布

讨

论

Ｋｎｏｘ方法在严格设定
时间和空间临界值的条件

下，能够对传染病时空交互
作用进行数量化探讨，找出
传染病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为
作用的变化规律＂１。对于常
图４

图５

病例对子时间和空间距离均小于临界值
（Ｔ＝１３

ｄ，Ｄ＝２９．６７

ｋｍ）的分布

病例对子时间和空间统一在

规监测的传染病，其传染源
与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都

一张地图上的分布

比较清楚，若发现某地区常
规监测的某传染病存在时空聚集性，从统计学角度
提示其可能存在“聚集”，这种“聚集”可能没有流行
病学意义，也可能提示该传染病正在“流行”。如果
通过相关知识和资料判断该传染病“流行”，则可以
根据该传染病时空聚集性的临界值，迅速切断传播
途径，相邻地区也应该迅速做出反应，做到及时扑灭
疫情。对于原因不明的疾病，根据首发病例与后续
病例的发病时间和距离，设定很多临界时间值和临
图６

Ｋｎｏｘ检验统计量蒙特卡罗法推断结果
（丁＝１３ ｄ，Ｄ＝２９．６７ ｋｍ）

图７

病例对子空间距离小于临界值
１０

ｋｍ（Ｄ＝１０ ｋｍ）的分布

图８

界空间值，“诊断”其时空聚集性特点，探索聚集特点

病例对子时间距离小于

临界值３ ｄ（Ｔ＝３ ｄ）的分布

图９

病例对子时间和空间距离均小于

临界值（Ｔ＝３

ｄ，Ｄ＝１０

ｋｍ）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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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传染‘２１５Ｉ ８｜，因此Ｋｎｏｘ方法对传染病早期预

·８０５·

当传染病潜伏期较长，发病率很高，则Ｋｎｏｘ方
法效率不高。而流脑的潜伏期短，发病急，但发病率

警有一定价值。

并不高，满足Ｋｎｏｘ方法的应用条件。结合ＧＩｓ。９１，
Ｋｎｏｘ方法可以清楚地描绘流脑发病的时空聚集性

的特点，查找每一个病例或一群相同经纬度病例的
具体地理位置（图１），为控制其“流行”提供依据。

Ｋｎｏｘ方法应用关键是需要知道每一个病例确
切的地理坐标（经纬度），目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
定困难。但随着ＧＩＳ、全球定位系统（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ｎｉｎｇ
图１０

Ｋｎｏｘ检验统计量蒙特卡罗法推断结果
（Ｔ＝３

ｄ，Ｄ＝１０

ｋｍ）

通常情况下，Ｋｎｏｘ方法对时间和空问临界值的

ｓｙｓｔｅｍ）以及遥感系统（ｒｅｍ。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在

传染病防控中的广泛应用，对每一个传染病病例进
行定位会成为可能，因此Ｋｎｏｘ方法在传染病聚集
性探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选择是比较主观的，对于已知传染病，可以参考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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