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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在传染病
实时监测中的应用
李晓松

刘巧兰

冯子健

马家奇

【导读】探讨Ｒ。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在中国传染病实时监测中的应用。文中介绍该方法
的原理，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例，探索关键参数如Ｋ、Ｈ、ｎ。和ｒ的设
定、模拟监测过程及解释结果等。结果表明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能够连续不断地监测传染病
疫情变化，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同时确定传染病病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Ｒ。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
能够做到实时和动态监测，克服多重检验问题，为传染病早期防控提供可靠信息，因此在传染病聚集
性探测和实时分析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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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传染病早期预警系统是防控传染病

同于常规意义上的传染病时一空（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聚集性

的重要手段之一，传染病的聚集性探测（ｃｌｕｓｔｅｒ

分析，后者主要是回顾性、静态地分析传染病在时间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与实时分析（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建立传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上聚集的同时也分析空间（ｓｐａｔｉａｌ）上聚

染病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基础，正成为全球公共卫

集，而前者能够迅速而实时地探测新发病例在空间

生研究热点。进入２ｌ世纪，发达国家开始探讨和开

和时间上的变化，实现传染病动态的监测和早期预

发先进的聚集性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网络开展传染病

警。本文介绍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

早期预警。１’２Ｉ。我国于２００４年初开始建立全国传染

模式监测方法，以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为例，探

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先进的聚集性探测方法和实

讨其在我国传染病实时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时监测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传染病实时监测不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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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研究区域被划分为ｍ个子区域，每个区域
中的病例数为Ｎ。。Ｎ，在没有聚集性的无效假设条

件下是服从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的随机变量，实际观察病例
数为咒：，每个子区域人口数的期望值为亭。口。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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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是整个人群的传染病发病率。在无效假设

ｐ ７（ｄｉｎ肜“７）一（户７“）２是条件方

下，总病例数Ｎ＝Ｎ。＋Ｎ：＋…＋Ｍ对于未知的参

式中，ｄ乞．。Ｉ ｃＧ．。２

数Ａ是充分统计量，实际观察总病例数为咒，Ｎ＝，ｚ，

差。互监控ＣＧ期望值的变动，当统计量ＣＧ不同

因此，给定行，各子区域的传染病发生率是从参数为

于它的期望值的时候，Ｚｆ会是很大的正值。该检验

ｐ ７＝（多ｌ’．一，ｐ。）多项分布总体中抽得的样本：

能够用在非正态资料中，把非正态资料分割成样本

ｐ：＝￡／∑毫，ｉ，ｊ＝１，２，…，ｍ
Ｊ

Ｈｌ：Ｅ［Ｍ］＝Ａ￡（１＋ｄｏ￡），ｉ＝１，２，…，优，口“＝１

式中，ｅ是一个正的系数。把第．ｊ个子区域当作第ｉ
个子区域的“传染源”，ａ。表示第ｉ与第歹个子区域
接近程度，它是两区域距离ｄｉ的单调非增函数，先
忽略传染病聚集情况，则用指数形式表示％。

ｅ』），ｉ≠ｊ
／一』

ｄｄ＝ｅｘｐ

＼

‘

量为行。的样本，然后获得平均乏．，并用累计和统
计量来探测乏增加ｂ一’８，９｜。
Ｓｔ＝ｍａｘ（０，ＳＨ＋Ｚ一。一是），Ｓ。＝０

式中，￡是分割后样本顺序号，当Ｓ，超过了定义的
域值矗，警戒信号就会被触发，这里的＾和愚是两个
根据不同的传染病而设定的界值。矗是报警界值，

、

忌是疾病变化幅度界值，一般乏的标准差取盯＝１／

，

式中，ｒ是其度量参数，选择大的ｒ值，对探测大范

￣／挖，固而矗＝Ｈ矗，忌＝Ｋ仃［３］。本文数据转换及预处

围的聚集性比较敏感；而小的ｒ值对小范围的聚集

理在ＳＡＳ软件中实现，地理空间描述在ＡｒｃＧＩＳ

比较敏感，通常ｒ取值跨度很大，比如，在给定的资

软件中实现，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主要在

料中，取值１～１０或１０～２０，探测结果可能完全一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ｅｅｒ ２．０软件中实现。

９．０

样，也即一定范围内其取值对结果影响不大。在无
实例分析

效假设的条件下构造得分检验统计量（ｓｃｏｒｅ ｔｅｓｔ）。

Ｕ＝墨ａ。［咒，一Ｅ（Ｎｉ）］＝咒堇ａｏ（ｒ；一刖
式中，ｏ＝咒：／咒，ｉ＝１，２，…，ｍ，在此基础上，构建
探测研究区域的聚集性统计量为Ｔａｎｇｏ统计量：
Ｃｃ＝（ｒ一户），Ａ（ｒ一户）

１．流脑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ＣＤＣ）的２００４年全国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不
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及新疆建设兵团数据），该系统
报告数据较为及时和详细，每个个体传染病病例一
经发现，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第一时间通过网

式中，ｒ和声是在１～优个区域里实际发生率的向

络直接报告到中国ＣＤＣ，报告病例包括的信息有发

量和期望发生率的向量；Ａ是优×优矩阵，其元素

病时间和地点、诊断时间和结果及病例性别、年龄、

即是ａ柙ＣＧ可以回顾性地检验研究区域传染病有

住址等。地理坐标数据来源于地理信息及经纬度网

无空间聚集性，随着时间推移，当有新病例发生，重

络查询系统ｕ引，地理坐标主要是各省、直辖市行政

复用该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带来多重检验问题，增大

中心经纬度。

了犯Ｉ型错误的概率，本来没有传染病聚集性却很

２．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关键是针对不同

容易判断有聚集性。为了克服多重检验问题，而且

传染病设定不同的参数。由于我国以往没有详细的

希望当新病例不断出现而增加到模型的时候，在很

流脑个体数据记录，无法得到历史的参考参数，参照

短的时间里，就能探测其有无聚集性，这里引进条件

国外文献也并不合适，本研究反复模拟和修订，设置

期望和累计（Ｃｕｓｕｍ）的思想哺·７｜。ＣＧ在第ｚ个观察

了几组参数（表１）。ｒ对警报次数影响不大，但以

ＣＧ。。之后，并以前面ｚ一１个观察值的ＣＧ．Ｈ为条件。

省和直辖市为基本分析单位，因此ｒ取较大值，均

Ｅ（ｃＧ，ｆ

ｃＧ．Ｈ）＝ｐ

设为ｒ＝１０；在，ｚ。和ｒ不变的情况下，参数Ｈ与Ｋ
７“

设置越小，警报次数越多，相应可能错误报警次数也
“。＝［ｎ一。（，）一声］７Ａ［ｎ一，（，）一户］

越多，如表１显示，全年警报次数从７次到２９次不

式中，“是一个向量，ｒｆ一。（，）每个地区的传染病实

等，模型参数的设置主要依据该传染病历年发病情

际发病率，并假设病例ｚ在地区厂中。ＣＧ．，经过正

况及其危害程度来决定。以第５组参数为例解释其

态转换，统计量为Ｚ，

意义。挖。＝４表示每４个病例为一组（ｂａｔｃｈ）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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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脑数据，Ｈ和Ｋ是警戒值控制参数，Ｋ＝０．６，表

例数达１４６例，警报发生在第１４３例与第１４６例之

示容许统计量ｚ，在２Ｋ，即１．２倍标准差范围内变

间；第二次警报发生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警报地点

动，超过这个范围，即为异常，实际上由于进行咒。

由强到弱排序为青海、宁夏、西藏、贵州，这时全国累

分割，则忌＝Ｋ盯＝ｏ．３，其中，盯＝１／√４＝ｏ．５。当把

积流脑病例达到６２４例，警报发生在第６１７例与第

ｚ，所有超过界值的值累加，即统计量Ｓ，超过警戒

６２４例之间。可见，青海省流脑全年警报了１２次，聚

值矗＝６＾／４＝３的时候，就会发出报警。在设置了这
些参数的条件下，获得平均步长（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ｕｎ

１ｅｎｇｔｈ）ＡＲＬ。＝７４００，ＡＲＬ，＝１５，可以预测其误报
和漏报情况：即使流脑没有异常增加或聚集性，可能
监测７４００×４＝２９ ６００个病例也会有一次误报；即使

传染病有异常增加或聚集性的时候，也可能没有及
时“报警”，可能会延迟１５×４＝６０个病例才“报警”，
从探测时间的及时性上解释为漏报。
表１

次，４次排在首位；北京市共报警１３次，３次排在首
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报警１０次，２次排在首位；甘肃

省共报警４次，１次排在首位。提示对青海、北京、西
藏、宁夏等地需要高度关注，谨防流脑流行；另外，甘
肃、贵州、新疆、天津等地有流脑聚集现象。
实际情况是，２００４年全年流脑共发病２７３１例，
通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可以获得全国各省流
脑发病情况的空间分布图（图２）。１１。，图２中颜色由

流脑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的几组参数设置
Ｋ

集性强度有８次排在首位；西藏自治区全年共警报６

警报次数

绿到红，示发病率逐渐增高，其中报警次数比较多的

Ｏ．５

是青海、北京、西藏、宁夏、贵州等地，全年发病率均

０．５

在０．３５／１０万以上。

０．４
０．６
０．６

讨

论

Ｏ．８
０．８

塑。：，。，。，。

０ ６

理论上，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可以每天２４

ｈ

不问断地监测各地传染病发生情况，一旦有疫情，能

３．在设置第５组参数的条件下，模拟２００４年全

够及时发出预警信息，为进一步防控传染病提供可

国流脑监测，获得相应的监测结果。图１显示，全年

靠的信息∞１。假如是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５日，于上述参

流脑警戒信号被触发１８次，与ｘ轴平行的直线为警

数设定的情况下，中国ＣＤＣ监测系统可以发出第８

戒线。表２具体说明了警报情况，第一次警戒信号触

次报警，显示青海、西藏、北京、天津、辽宁地区有流

发发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７—１８日，中国ＣＤＣ可以监测

脑聚集现象。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的优势在

到２００４年流脑第一次预警，发生地点由强到弱排序

于不同地方发生的传染病病例连续不断地累加到模

为青海、上海、新疆三个地区，这时，全国累积流脑病

型中，可以连续探测其聚集性的变化，及时报警，同

表２

２００４年中国ＣＤｃ监测系统流脑警报情况（基于第５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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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聚集而报警。对于流脑进一步分析
警戒值＾＝３

到县或乡层次可能不合适，统计量ｚ，是
Ｃ引经过正态转换而来，分析到各县乡

玎

可能因病例数太少，而不满足正态的假

趔
娶
土

设，则不合适应用。３’４｜。对于某些发病
率较高的传染病，比如病毒性肝炎、肾综

皿｛５

合征出血热等，在某些县ＣＤＣ层面上，
基本分析单位可以具体到每个村甚至每
个组、每个学校，如果有疫情，通过
Ｏ ００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非常迅速地
流腑病例分割序列

图１

２００４年中国ＣＤＣ监测系统流脑监测情况

预警，准确地确定病例发生的时间和地
点，为有效快速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供
有力的决策依据。
由于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

的统计量构造的特殊性，某地区实际发
生率是某地区两次报警之间的病例数比
所有地区两次报警之间发病总数所得，
因此，监测报警比较敏感。而报警是一
个相对概念，比如２００４年７—８月是流
脑低发季节，但是第５组参数结果显示，
７—８月报警３次。分析发现，在这两月
中，由于全国有７个省流脑发病为０，４
个省发病只有１例，发病较多的有四川
（１３例）、新疆（１２例）、贵州（１０例）、甘
肃（１０例）、云南（７例）、黑龙江（６例）、

北京（４例）、青海（４例）、西藏（２例）等
图２

２００４年全国流脑发病情况的ＧＩＳ

时能避免多重检验问题。把２００４年流脑数据按时
间顺序截断为１—２月、１—３月、１—４月、１—５月４
个数据库，模拟不问断地重复地监测，则相应地报警
次数为２、４、７、１１次（表２），后面的数据库模拟的报
警时间与前面数据库模拟的报警时间完全吻合，比
如，２月２４日中国ＣＤＣ发出第二次报警，４个数据

地区，在考虑暴露人口的基础上，相对而

言，上述地区发病“较高”而“报警”。有
两种方式可以处理上述报警，其一，低发季节报警界
值设定得高些而不报警；其二，以暴露人口作为权重
修正期望发生率，使发病数较少的西藏、青海、北京
等地区不报警，仍然使发病数较多的新疆、四川、贵
州等地区报警。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空间模式监测方法参数的设定是该方

库的结果完全一致，因此该方法克服了不断重复检

法最复杂也是最有意义的步骤。３’７ ｏ，参数的设定可

验使结果偏移的缺陷。

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传染病灵活调节，甚至同一

该方法可在中国ＣＤＣ的层面上，以省、直辖市

个传染病不同季节也可以调节，这是其优点，但如何

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实时监测模拟，也可以把分析

确定我国流脑及其他传染病实时监测的参数，确定

单位细化到全国各市、县，甚至乡镇。对于流脑分析

什么样的漏报和误报水平，以什么区域（省、县或乡）

到市可能更准确，图２显示安徽省流脑全年发病率

为最小单位来确定参数都需要利用以往的监测资

较高，但全年并未报警，可能因为本方法没有考虑到

料、现场调查及实验室检测资料，但我国难以获得以

暴露人口密度所致，如果分析单位细化，可以改善信

往个体水平监测数据。本文对流脑病例所设几组参

息结构，安徽省个别发病较高的市、县也许可以探测

数，主观性比较强，比如第５组参数，根据误报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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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ＡＲＬ。近似指数关系旧。，可以近似获得控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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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９（２）：１０５一１１５．

误报概率为８．８％，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误报概率并

１ ３Ｊ

没有实际依据。因此，以２００４年及此后连续几年数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Ｐ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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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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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７，１６：

２０８ｌ一２０９３．

据为基线，同时，需要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

１ ４ｊ

实验室检测的资料，来探索模型的可靠性和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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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传染病参数体系及参数设置原则；各地区根据
实际情况及各参数之间的关系，确定主要参数的标
准。实际工作者可以根据该原则和标准，选择合适
的参数，避免主观设定参数；通过几年监测积累，不

断修订参数，作为基础对照，为今后的传染病监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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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８６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贝飞达治疗效果分析
牛月花

刘青苗

崔少波

肠易激综合征（ＩＢＳ）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近年

胀症状比较，Ｙ２分别为０．１２３和４．４２；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来有学者注意到肠腔内菌群失调在ＩＢＳ发病机制中的重要

腹泻、腹胀症状改善显著（Ｙ２分别为４．１７和４．９４，Ｐ＜Ｏ．０５），

地位…。本文就贝飞达治疗８６例ＩＢＳ中的作用做初步分

腹痛症状改善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０．１８，Ｐ＞

析，以观察益生菌及其产物治疗ＩＢＳ的可行性。

０．０５，），故认为贝飞达能提高ＩＢＳ治疗有效率，且对腹泻、腹

１．资料与方法：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在

胀症状的改善明显优于腹痛。

晋城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就诊的腹泻型ＩＢｓ患者８６例（男２８

３．讨论：ＩＢｓ病因未明，可能与肠道动力功能紊乱，内脏

例，女５８例），年龄１５～７０岁，病程６个月至数年，均有不同程

敏感性增高及精神因素等有关汜ｏ。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内

度的腹泻、腹痛、腹胀症状。病例诊断标准参照ＩＢＳ的罗马Ⅲ

菌群失调在ＩＢＳ发病中起重要作用ｕ１。研究发现约５０％～

诊断标准。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４６例，给予贝飞达（双歧三

８０％的ＩＢＳ存在肠道菌群失调，ＩＢＳ患者粪便中微生物数量

联活菌胶囊，海斯药业生产）０．４２ ｇ（每天３次口服），曲美布汀

明显少于正常人，尤其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大肠埃希菌，

片０．１ ｇ（每天３次口服），疗程４周；对照组４０例，给予思密达

部分ＩＢＳ患者有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现象Ｈｊ。贝飞达主要成

ｇ（每天３次口服），曲美布汀０．１ ｇ（每天３次口服），疗程４

分为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粪肠球菌，它可使肠道双歧杆

３

周。以症状改善情况评价疗效。显效：疗程结束后症状消失；

菌、乳酸杆菌显著增加，大便ｐＨ值显著下降，在肠黏膜表面

有效：疗程结束后，症状改善或部分改善或消失；无效：疗程结

形成一道生物屏障，抑制病原体和条件致病菌侵入，并延迟

束后，症状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率的

结肠传输时间，维持肠道正常的生理功能，使症状缓解。本

比较采用Ｙ２检验，显著性水准为ａ＝０．０５。

研究显示：贝飞达能有效地改善腹泻型ＩＢｓ患者的腹痛、腹

２．结果：两种治疗方法患者腹泻、腹痛、腹胀症状改善情
况见表１。结果显示：症状改善依次为腹泻、腹胀、腹痛，与腹
表１

泻、腹胀症状，且腹泻、腹胀症状改善明显优于腹痛症状的改
善，经济实用，无副作用，实为一种治疗ＩＢＳ的有效新疗法。

８６例ＩＢｓ患者两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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