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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流行病学研究现状及其进展
杨坤周晓农
行病学规律，应用景观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自然疫源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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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活动引起一系列传染病暴发、重现及改变地方病
传播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一些土地使用的
变化，包括森林砍伐、道路修建、农业活动、水坝修建、灌溉、
海岸线退化、开矿等，其所带来的众多因素，如森林破碎化、
病原体的输入、污染、贫穷、人口迁移等；加速了传染病的出
现。因此，近几年来随着景观因素同疾病关系研究的增多以
及景观生态学（１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遥感（Ｒｓ）及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等技术的应用，景观流行病学（１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的研究及应用逐渐开展起来，本文对其应用现状及研究进展
进行了综述。
１．景观流行病学的概念：景观流行病是地理学、景观生
态学与流行病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利用整体分析方法，分析
不同地理景观中各种疾病的发生、流行特点及其分布规律。
景观生态学研究景观单元的类型组成、空间配置及其与生态
学过程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强调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
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把环境看作利用斑块
（ｐａｔｃｈｅｓ，如实验区的大小、形状等）、边界（ｅｄｇｅｓ）及廊道
（ｃ。矗ｉｄｏｒｓ，如边境孳生地之间的道路等）进行分析的镶嵌体
（ｍｏＳａｉｃ）。生命环境与非生命环境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景
观，在不同尺度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主要在两种
不同的尺度上测量空间异质性，即粒尺度（ｇｒａｉｎ，最小斑块化
尺度，生物个体能够感知的环境斑块的最小空间尺度）和幄
度尺度（ｅｘｔｅｎｔ，最大斑块化尺度，生物个体能够感知的环境
斑块化的最大空间尺度）。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巴甫洛夫斯基
创立自然疫源学说时首次把地理景观概念引入其中，使用景
观学理论去识别疾病危险因子的时空分布，包括高程、植被、
温度、雨量及湿度等重要环境因素影响病原体寿命、媒介生
物、中间宿主感染及同人类之间关系怛１。自然疫源性疾病流
行有关的宿主、媒介和病原体三者均受景观因素的影响。自
然疫源性疾病分布于特定的自然疫源地内，并具有独特的流

病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景观流行病学。
目前景观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各种景观要素对疾病的综合影响与评价；第二，不同景
观类型疾病的流行特征及分布规律；第三，控制和预测某种
疾病的发生；第四，景观流行病区划与制图。
２．景观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景观流行病学分析过程，
常涉及流行病学、动物昆虫学、病原学、生态学、环境学、景观
生态学、ＧＩＳ、ＲＳ、全球卫星定位（ＧＰｓ）及空间分析等多学科
及分析技术∞］。目前在景观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中，除了常规
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还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１）ＲＳ及ＧＩｓ技术：受环境变量影响的土地类型、植被
类型及分布等景观要素可以看成能被ＲＳ识别的景观因素，
其相互关系可以被空间模型化。Ｒｓ技术已成为景观流行病
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第一，利用ＲＳ图像进行植被和土地利用
分类；第二，利用ＲＳ图像结合现场资料进行生态系统和景观
特征的定量化，进行不同尺度上缀块的空间格局，植被的结
构，生境特征、生物量计算及预测；第三，景观流行病学中的
景观动态研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植被动态，及人类活动等
对疾病传播的影响。目前，ＧＩｓ在景观流行病学应用，主要
集中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大的综合、贮存功能，将零散的
数据和图像资料加以结合并存贮在一起，可长期有效的使
用，通过计算模块完善地融为一体。第二，为景观流行病的
空间景观格局分析和空间模型提供技术框架，简化数学方法
的应用；ＧＩＳ可以分析景观空问格局及其变化，确定不同环
境和生物学特征在空间上的相关性。第三，ＧＩｓ可用于景观
生态变量的图像输出及景观生态过程模拟。
低分辨率Ｒｓ图像最早被用于探索疾病暴发或流行的空
间格局研究。低分辨率ＲＳ图像对于大尺度的危险模型的制
作具有较好的效率和成本效益，但其不能分析不同尺度下危
险因子和传播模型。例如地理环境要素较为复杂，使用传统
的宽波段Ｒｓ数据则很难区分一些景观要素。４。。随着ＲＳ技
术的发展，其数据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监测不同尺度和不同
景观要素所需要的Ｒｓ也不一样，因此对疾病景观要素的监
测过程中，越来越采用不同ＲＳ数据融合的方法。研究者在
肯尼亚西部丘陵地区采用ＩＫＯＮｏＳ和ＥＴＭ ＲＳ数据融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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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土地类型及按蚊幼虫孳生地进行监督分类，提示采用
ＲＳ数据融合数据技术，将会成为识别决定按蚊幼虫孳生的
景观要素的重要工具＂ｌ。
（２）空间统计及景观格局分析：景观流行病学分析方法
大部分方法来自于其他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工程学、生

生堡煎盈疸堂盘查！！！！至！旦箜！！鲞笙！塑垦！ｉ！』蔓Ｐｉ！！里ｉ！！！壁！！！！型垫！！！ｙ！！：！！！堕！：！

·

１９９·

态学，如常用地理统计分析、聚集性分析、傅立叶及微波转换

近年来，贝叶斯模型开始应用在景观流行病学领域，

等以及流行病学常用的判别分析、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动态及模拟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和Ｂｅｓｔ＿１ ５’综述贝叶斯等级模型在分析景观要素

模型等。

中的环境因子对健康影响研究的应用特点，提示了贝叶斯模

空间统计主要用于点、线、面的统计分析，点数据包括病

型在综合分析流行病学数据及生物学数据时具有极大优势。

例的分布点、蚊虫孳生点及人群居住区等，线数据包括河流、

（４）多尺度研究：景观流行病学中与疾病相关的景观要

道路及媒介活动路线等，面数据包括行政区划单位、森林及

素较多。各要素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不同景观要素对疾病

水体等。景观流行病学最常用的地理统计学包括聚集性分

传播或流行的贡献率也不一致，不同景观要素表现在空问尺

析、自相关分析、二阶邻里统计分析、趋势面分析及多种形式

度也不一样，所以要实现就需要根据景观要素及疾病流行因

的克里格分析等；其统计学思想是空间上越靠近的事物或现

素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和不同尺度的多尺度研究体系。目前

象就越相似，景观特征或变量在邻近范围内的变化往往表现

景观流行病学研究尺度主要分为三种空间尺度，大尺度的景

出对空间位置的依赖关系。近几年来，可以描述和识别相同

观要素主要为气候要素，数据主要来自于低分辨率Ｒｓ数据；

的空问结构及用于空间局部最优化插值的半方差分析（又称

中等尺度的景观要素主要为大范围的土地利用类型，如居民

变异距或变异函数分析，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逐渐用于景

点、林地、不同类型耕地、河流、草地等。中等尺度土地利用

观流行病学的研究中。６“。。非空间统计学方法在景观流行病

类型信息的获取主要根据疾病流行病地理环境特点来选择

中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如判别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ｊｃ回归分析、基

不同ＲＳ数据，常使用ＴＭ和ＳＰＯＴ数据及ＲＳ数据融合技

于树状结构的分类方法已经用于分析Ｒｓ数据同疾病危险因

术。小尺度的景观要素主要为沟渠等小范围的地理环境，对

子关系的研究。统计分析中的阳性采样点、阴性采样点的数

Ｒｓ数据的空间分辨率需求更高，主要使用ＩＫＯＮｏＳ ＲＳ数据

量，先验区的大小，容许接受界限值的高低设置在解释生物

及高分辨率的雷达数据ｎ６‘１“。Ｇｒａｈａｍ等ｒ１州综述了多尺度

过程中的统计分析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９。１“。

研究在分析中国包虫病的危险因素研究的应用，在大尺度水

景观流行病学的核心——景观生态学最突出的特点是

平收集了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ＡＶＨＲＲ ＲＳ数据，显示包虫病在

强调空间异质性、生态学过程和尺度的关系。随着ＧＩｓ、Ｒｓ

中国的分布区域主要与气温密切相关，在中等尺度水平显示

及空间统计技术的发展，把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和尺度结

包虫病发病率同人群的空间分布及土地类型密切相关。在

合到一起来，研究景观结构组成特征和空间配置关系的空间

小尺度水平（缀块，ｐａｔｃｈ）主要考虑了个体村庄或家庭，显示

格局分析技术，逐渐应用在景观流行病学领域，其不仅包括

人群活动及个体的基因及免疫状态在包虫病感染过程起着

一些传统的统计学方法，同时也包括一些新的、专门解决空

重要作用。

间问题的格局分析方法。景观指数是指能够高度浓缩景观

３．应用：

格局信息，反映其结构组成和空问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简单

（１）莱姆病：莱姆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人兽共患病。了

定量指标。Ｇｒａｈａｍ等。７１在中国甘肃首先利用Ｒｓ数据提取

解影响莱姆病及其病原体生存及分布的地理景观要素对认

与肺泡虫病相关的景观要素，然后利用景观分析软件进行景

识该病的流行病学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Ｄａｎｉｅｌ等旧０。利用

观格局分析，提取景格指数，如平均形状指数（ｍｅａｎ

ＴＭ遥感数据识别了适合蜱生存的植被类型。Ｋｉｔｒｏｎ等１４ ｏ进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ＭＳＩ）、边界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等，提示中间宿主的孳

一步结合景观因素分析了受蜱感染鹿的聚集性，显示景观的

生地的形状同疾病密切相关。此外景观格局分析，还常用谱

破碎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通过影响哺乳动物的密度及组成决

分析（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可用来分析一维或二维空间数据中反

定着莱姆病局部尺度的异质性。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等旧¨分析了通

复出现的缀块性格局及其尺度特征，如分析疾病及气象数据

过ＲＳ数据提取的森林缀块的景观格局，显示破碎化同蜱的

的周期性¨“。

密度及感染率呈正相关，但人群感染率在破碎化的区域较

（３）数学模型的应用：景观流行病学的景观空间结构和

低，提示昆虫的感染不是造成人群感染的主要原因，全面了

生态学过程在多重尺度上相互作用、不断变化，对于这些动

解景观破碎化对莱姆病的影响，将有利于提高莱姆病预测及

态现象的理解和预测就必须要借助于数学模型。同时，数学

管理能力。

景观模型可以综合不同时间和空问尺度上的信息，成为景观

（２）疟疾：疟疾是严重危害健康的媒介传播疾病，环境因

流行病学的有效工具。如Ｇｌａｓｓ等”３。对美国巴尔的摩市

素中的自然因素如地形、气候等直接影响人和按蚊的生态环

１９９０年的莱姆病数据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结合提取

境，对疟疾的分布起决定性作用。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等汜２１采用Ｒｓ数

的景观要素进行了空间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等建立了预测

据对疟疾疫情有波动的村庄进行研究，认为水量、水位、土壤

模型，结果证明该模型准确率为８５．８％。薛付忠等［１４１在疾

类型与灌溉等因素与疟疾发病有明显的关系。Ｐｏｐｅ等旧３７通

病空间相关一自相关假设下，构建疾病空间异性的变异函数

过对研究区域的雨季和旱季的Ｒｓ数据分类，利用等级理论

模型，从而确定疾病空问异质性程度和变化尺度，并对肾综

将按蚊幼虫孳生类型与地表覆盖单元进行连接，来预测幼虫

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验证，刻画出了

丰度的高低程度。Ｂｅｃｋ等旧４ ｏ利用分类的景观因素，结合逐

该病的空间异质性特点，解释ｒ该病的景观流行病学机制。

步判别分析和逐步线性回归的方法，建立预测蚊虫数量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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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预测模型制定相关的疾病控制策略。

重要的景观因素是变迁性沼泽地和废弃的牧场。

（６）锥体虫病（睡眠病，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由采采蝇传播

Ｍｕｓｈｉｎｚｉｍａｎａ等。５ ｏ在肯尼亚西部丘陵地区利用高分辨率ＲＳ

的锥体虫病是非洲特有的人和动物共患的疾病。Ｒｏｃｑｕｅ

数据分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及可见水体按蚊幼虫孳生地，

等’３２。在西非利用景观分析方法发现采采蝇密度与河流边森

建立了土地利用类型的按蚊幼虫孳生地分布预测模型，结果

林的植被类型关系密切，当超越河流边植被类型一定界线

提示高分辨率Ｒｓ数据结合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地形数据将

时，采采蝇密度明显下降。人类活动及在这些区域的家畜数

在肯尼亚丘陵地区成为十分有用的识别按蚊幼虫孳生地分

量增加，可以明显增加采采蝇密度。Ｒｏｇｅｒｓ［３ ３］利用ＲＳ数据

布的工具。

提到的景观要素分析了锥体虫病时空变异性，显示锥体虫病

（３）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与地理和气候因素密切相关

的传播存在着空间及时间尺度变异性。

的疾病，其流行与当地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类及其他动物

（７）非传染性疾病：近４０年来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

的活动同样会影响钉螺分布，特别是阳性钉螺的分布，景观

占总死亡的比例不断上升，景观流行病学技术也逐渐应用于

流行病学技术可更迅速方便地揭示血吸虫的分布情况并预

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如应用于肿瘤与环境关系

测血吸虫病形势，为血吸虫的防治工作提出新的思路和方

的流行病学研究，ｘｌａｎｇ等∞４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进行研究，

法。姜庆五等汪纠利用ＴＭ Ｒｓ将钉螺孳生草洲植被划分为８

发现婴儿出生体重与母亲居住地３００ ｍ缓冲区内的农作物种

个地表类别，发现第二类苔草带为钉螺主要的孳生地。吴子

类有关。ｗａｒｄ等。３５。利用历史农作物记录数据重新对Ｒｓ数

松等旧钊在小尺度的村庄调查了人群、家畜感染率、人群接触

据进行了分类，间接估计了农药的使用概率同居民健康的关

水源的方式、钉螺密度、灌溉系统及农业土地利用等情况，显

系。Ｂｏｓｃ。ｅ等ｂ钊对Ｒｓ数据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综

示不同村庄的感染率差别同农业植被类型密切相关，感染率

述，显示了ＲＳ数据作为肿瘤研究的一个重要数据源。国内，

较低的村庄主要以种植大米为主，相对感染率较高的村庄主

覃玉口…、胡晓抒等¨引运用ＧＩｓ探讨江苏省肝癌与地理因素

要以种植蔬菜及烟草为主。在灌溉系统出现尾蚴的危险度

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显示肝癌的高发地区局限于江苏省中

主要由与钉螺密度及使用人工肥料造成人群感染密切相关，

部的沿海地区，肝癌死亡率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而与

而与气温、每周降雨量等因素不甚密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等［２７１在菲

温度、降雨量、地面蒸发量呈显著正相关。克山病、大骨节病

律宾分析了影响血吸虫病分布的景观因素，同样显示了灌溉

是一种地方性疾病，其分布范围较广，发病率较高，光磊和邢

系统及农业植被类型对血吸虫病的分布起着至关重要的

秋菊。３９。对我国克山病、大骨节病发病区的地质、地貌、土壤、

作用。

气候和水文五个地理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分别阐述了各个

（４）ＨＦＲＳ：ＨＦＲＳ由汉坦病毒（ＨＶ）所致的自然疫源性疾

地理因子的特征与该地区发病情况的关系，指出人们所处的

病。宿主动物种群需要的生存环境不同，决定了这些疫源地

地理环境影响到摄人人体内的化学元素成分，从而导致地方

的分布有其独特的景观特征。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我国各地

病的发作，因而环境改良工程是解决地方病的重要途径。

ＨＦＲｓ发病资料分析表明旧…：ＨＦＲＳ发病率与平均海拔高度

４．结语：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景观流行病

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发病率逐渐下

学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空间分析技术的相互

降，２０００ ｍ以上地区基本无病例报告。在我国，ＨＦＲＳ主要

渗透和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景观流行病学的应用。新的统

分布在东部湿润森林区，在青藏高寒高原亚高山针叶林、草

计学方法也最大可能的减少了景观流行病学研究的偏倚。

甸一草原一灌木丛区，尚未证实存在ＨＦＲｓ自然疫源地。

随着应用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景观流行病学所涉及的领域

Ｅｎｇｅｌｔｈａｌｅｒ等心引调查研究发现，７种生物群落是ＨＦＲＳ可能

已超出简单的景观生态学及流行病学的范畴，其中遥感学、

发病的地区，多数是在杜松森林、草地和大盆地沙漠灌木丛

环境学、地理学、空间统计学等方面的内容不断补充进来，使

等地带。ＨｅｎｋｅＳ和ＢａｒｃｅｌＬ０ｓｂ叫在巴西通过叠加植被类型图

这一理论更加充实和完善。总之，随着景观流行病学研究及

及地貌图分析了ＨＶ出血热的景观生态学，显示Ｈｖ出血热

应用的广泛开展，景观流行病学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一定会

主要发生春季的植被丰富的丘陵地带。Ｌａｎ９１０ｉｓ等心１分析了

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景观格局同鼠类ＨＶ出血热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显示居民
区、景观要素组成、景观结构、每年平均温度及季节变化同发
病率明显相关，提示景观结构对疾病的格局分布的影响力大
于气候及季节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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