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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扫描统计量的理论及其在空间
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李秀央陈坤

【导读】介绍扫描统计罱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及在空间流行病学中的用途。以近年来杭州市
监测点的心ｍ管疾病急性发作资料为实例，说明回顾性时空重排扫描统计最（采用ＳａＴＳｃａｎ ７．０．３统
计分析软件）在疾病监测中评价其时卒聚集性的应用。结果表明，；ｌ；ｆ测点建德的乾潭镇监测人群心血
管疾病急性发作在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具有聚集性（Ｐ＝０．００１），富阳的鹿山街道、
灵桥镇监测人群心衄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在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 Ｈ具有聚集性（Ｐ＝
０．００３），富阳的大源镇、新义镇和受降镇监测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在２００１年３月１ １２至２００４
年２月２９日具有聚集性（Ｐ＝０．００４）和杭州市城站街道、紫阳街道、湖滨街道、清波街道、小营街道、
望汀街道、潮鸣街道、长庆街道、武林街道、天水街道、文晖街道、石桥街道监测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急性
发作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 Ｉ：ｔ具有聚集性（Ｐ＝０．００５）。回顾性时空重排扫描统计量
是一种能分析疾病的时宅聚集性的工具，扫描统计量是空间流行病学中可以用来评价或预测疾病聚
集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扫描统计量；空间流行病学；疾病；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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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统计量在流行病学中通常可以用来监测和

较的“检验或Ｙ２检验，多个率比较的ｘ２检验及均

评价疾病在时间、空间或时空方面的聚集性。疾病

匀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等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

时间聚集性的常规统计分析方法是图示法、两率比

小样本资料和未分组资料，以上方法的检验效能较
低且难以避免时间分组上的主观性。Ｎａｕｓ提出了

基金项目：杭州市科技局重点创新项目（２００５１３２３１３４４）

扫描统计量的概念，即用事先选定的时间区间扫描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８杭州，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整个观察期所得到的病例数的最大值。由于该方法

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陈坤．Ｅｍａｉｈ ｃｋ＠ｚｉｕ．ｅｄｕ．∞

消除了人为地按年、月分组造成的主观性而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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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较高，目前已成为疾病时间聚集性或区域聚集

当观察期（０，Ｔ）内的总病例数Ｎ未知时，若单

性分析研究中的热点，根据资料性质不同，目前常用

位时间的长度为硼，Ｈ。：单位时间内的病例数符合

的主要方法有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模型的扫描统计量、Ｐｏｉｓｓｏｎ

均数为入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记为ｙｆ～Ｐｏｉｓｓｏｎ（Ａ），即

模型的扫描统计量、时空重排模型的扫描统计量、

Ｎ～Ｐｏｉｓｓｏｎ（卢）（卢＝ＡＴ／叫），Ｈ，：在观察期（０，Ｔ）

Ｏｒｄｉｎａｌ模型的扫描统计量和指数模型的扫描统计

内，某些长度为甜的区间内的发病数高于其他区

量等‘¨。

间，即在某一区间（ｆ，ｒ＋ｗ）内，ｙ，～Ｐｏｉｓｓｏｎ（以），
基本原理

历史上一次经典试验把扫描统计量与流行病学
中疾病的聚集性联系在一起。Ｇｌａｚ等晗１记载了
Ｒｅｖｓｅｚ设计的著名试验。Ｒｅｖｓｅｚ在课堂上让部分学
生各自抛一枚均匀的硬币２００次（多重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
验），并记录观测值，出现正面的记为Ｈ，出现反面的
记为Ｔ，这样就分别形成多个长度为２００的ＨＴ序
列。同时，Ｒｅｖｓｅｚ让另外部分学生在草稿纸上臆造

０＞１，而在其余所有区间内都有Ｆ～Ｐｏｉｓｓｏｎ（｜：Ｉ）。

Ｐ－，。川表示Ｎ符合均数为产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时扫描统计量Ｓ。等于或大于某一特定值７１的概

率，即Ｐ－。。）＝Ｐ（Ｓ。≥，ｚ），Ｎ～Ｐｏｉｓｓｏｎ（ｐ）（Ｎ较
大，伽相对于Ｔ较小时，确切概率的计算非常复

杂）。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Ｎｅｉｆ提出了Ｐ五。。）近似计算
公式：

咒…，响训（卜芋）（予＋１）窨

一份他们自认为随机的序列。以下两个序列，一个

＋２（１一宝笔￡），Ａ＝第

是真实的，一个是臆造的。为了简沽起见，只给出前
５０个记录值：

序列一：ＴＨＴＨＨＴｍＨＨＴＨＴ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ＴＴＴＨ
ＨＴＴＨＴＴＴＨＴＴＴＨＴＴＨＨＴＨＨＴＨＴＨＴ

序列二：ＨＨＴＨＴＴＴＨＴＴＴＴＨＨＴＨＴＴＴＨＴＴＨＨＨＨ
ＨＴＴＨＴＨＴＨＴＴＴＴＨＨＴＴＨＨＴＴＨＨＨＴ

陈滔等Ｈ１编制了观察期（０，Ｔ）内预期总病例

Ｎ＜５０，扫描间隔锄为观察期的百１，百１，百１，砭１，刍时
Ｓ。的临界值。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下的扫描统计鼍模型可用于符合

把连续出现正面（Ｈ）的最长长度称为最长链，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的稀有疾病的动态监测，监测方法：事

由此可知序列一的最长链为８，序列二的最长链为

先选定一个观察期（０，Ｔ）和以长度为伽的扫描窗

５。连续出现８次Ｈ是否正常，连续出现５次Ｈ的

口，用前瞻性的方式考察扫描统计量Ｓ。，的值是否

概率有多大，哪个序列是真实的？利用扫描统计量

超过Ｈ。下的临界值行（Ｎ…。）［Ｎ为观察期（０，Ｔ）预

的知识，可以方便地解决类似问题。从后文可看到，

期总病例，叫为扫描间隔，ａ为检验水准］，当Ｓ。≥

根据扫描统计量，对于２００次试验，最长链≤５的概

咒（Ｎ…加Ｐ≤０／，则可以认为该窗口内的病例有聚集

率不到３％，也就是说，序列二是臆造的。

现象，即疾病发生“流行”。

扫描统计量的概念：设观察期（０，Ｔ）的长度为

模型的适用条件是基线期的数据没有增加、减

Ｔ，扫描统计量（Ｓ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是以长度为Ｗ

少的长期趋势，即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线；理论上入

的扫描窗口从时点ｔ（１≤ｔ≤Ｔ一伽）开始，扫描整个

是该病基线期长度为伽区间内的实际发病数。其

观察期Ｔ所得到的各窗口病例数的最大值，若记为

缺点是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提供各区域的人口数据。

Ｌ区间（ｔ，ｔ＋锄）内的病例数，则Ｓ。＝ＩＴＩｆｌ．Ｘ
（ｙ，１０≤￡≤Ｔ一叫）。

［情形２］

时空重排模型（此时为时空重排扫

描统计量¨１）

若观察期内的总病例数Ｎ已知，可假设Ｎ个

时空重排扫描统计量基本思想是扫描窗口为圆

病例的发生属均匀分布，借助扫描统计量可回顾性

柱形窗口，圆柱形的底对应一定的地理区域，圆柱形

地分析病例发生有无时间聚集性。若观察期内的总

的高对应一定的时间长度。由于疾病的发生会在何

病例数Ｎ未知，可假设』ｖ为随机变量，借助Ｐｏｉｓｓｏｎ

时何地以何种规模发生都是未知的，因此在运用时

分布下的扫描统计量模型前瞻性地分析病例发生有

空重排扫描统计量进行分析时，圆柱形扫描窗口的

无时间聚集性，即监测疾病是否“流行”。

大小和位置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情形１］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此时为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扫
描统计量¨１）

计算的具体过程：假定在区域ｚ在ｄ天中发病
数Ｃ耐，则所有区域在所有时间的总发病数Ｃ为：

·８３０·

下城区、富阳和建德４个监测点心血管疾病的急性
发作资料为实例，采用回顾性时空重排扫描统计量

Ｐ耐２三十

来分析杭州市监测区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情况的时
空聚集性。
具体分析方法如基本原理中时空重排扫描统计
量部分，有关疾病是否具有聚集性的推断使用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假设检验。如果是从９９９个模拟数据

集中计算而得的最大ＧＬＲ是真实数据中前５０个最
大ＧＬＲ值，那么，在检验水准ａ＝０．０５疾病聚集有

ＣＡ）＝Ｌ——｝广二
（ＰＡＣ圳≯（㈥ｌ ｛ｌ∑ｃ耐一 Ｊ
ｃＡ

【脚耐Ｊ

数据中最大ＧＬＲ的秩次，Ｓ是模拟实验的次数。
回顾性时空重排扫描统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建
德的乾潭镇监测人群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在１９９７

当∑Ｃ耐和∑Ｃ一相对于Ｃ非常小时，ＣＡ近似服从
：Ｃ，ｔ

统计学意义。一般Ｐ＝Ｒ／（Ｓ＋１），其中Ｒ是真实

ａＣ＾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期间具有聚集性
（Ｐ＝０．００１），富阳的鹿山街道、灵桥镇监测人群心
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在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９年２
月２８日具有聚集性（Ｐ＝０．００３），富阳的大源镇、新

量圆柱Ａ中发病数是否异常：ｆ鱼１％

义镇和受降镇监测人群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在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９日具有聚集性

（弓ｃ一－∥ｃ。Ａ／／（ｃ－ｑ＇，然后利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ｅｔｈ。ｄ产

（Ｐ＝０．００４）和杭州的城站街道、紫阳街道、湖滨街
道、清波街道、小营街道、望江街道、潮鸣街道、长庆
街道、武林街道、天水街道、文晖街道、石桥街道监测
人群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至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具有聚集性（Ｐ＝０．００５）（表１）。
讨

论

扫描统计量消除了人为地按年、月分组造成的
主观性，适用于已经确切发病（疾病急性发作或死亡
等事件）时间的小样本资料。该方法可以分析区域
数据，也可以直接分析个体数据；但是要求没有缺失
值，故在建立数据库时，为了充分利用原有信息，零
数据必须填上，否则会作为系统缺失值处理。
选用扫描统计量时需要注意适用条件，由于模
型比较多，在分析时应该正确判别其具体资料的特
点来判别该选哪种模型；至于时空重排扫描统计量
表１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杭州市心血管疾病的回顾性时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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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回顾性的还是前瞻性的模型，应根据研究的侧

用历史资料对传染病的出现是否具有聚集性或随机

重点，若对历史资料某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聚集性

性进行预测，实际上扫描条件量在空间流行病学中的

或随机性进行评价，则选用回顾性时空重排扫描统

时空聚集性评价和预测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计量，若利用历史资料对某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聚
集性或随机性进行预测，则该选用前瞻性时空重排
扫描统计量。另外，在分析前应充分熟悉相关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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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石家庄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流感疫情暴发分析
张国平

白萍

史艳徐保红侯书恒

对石家庄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１９起流感疫情暴发的监测

认为，北方的流感流行在季节上表现为冬季形成流行高峰，

资料进行分析，探讨伞市流感活动状况。所有咽拭子标本均

其他季节散发，但从石家庄市这２年的监测结果看，在春末

来自１９个疫点的流感样患者，流感样病例均根据“全国流

夏初季节存在着一个小的流行高峰。由于监测年份有限，对

感／人禽流感监测实施方案”确定，并在２４ ｈ内进行流感病毒

于北方是否存在着两个流行高峰还有待以后的监测研究。

分离。检测方法参照“流感及其实验技术”和“全国流感Ｉ监测

共检测Ｂ型流感８起：Ｂ型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６起、Ｂ型Ｙａｍａｇａｔａ

实施方案”进行。标本采用狗肾传代细胞（ＭＤＣＫ）分离培

系１起、Ｂ型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１起，均发牛在春未夏

养，每份标本接种２瓶细胞，传两代，特殊情况传三至阴代。

初，可见石家庄市近２年的春季流感流行主要是以Ｂ型

连传两代都为血凝阴性者，视为病毒分离阴性弃掉。血凝滴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为主。但是，在２００７年５月份，暴发了一起由Ｂ

度≥１：８时，进行分型鉴定。病毒分型鉴定采用国家统一的

型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引起的疫情，且同年６月的一起流感疫情中

微最血凝抑制法，分型鉴定后的毒株送往国家流感中心进行

同时分离到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这是否提爪本市Ｂ型

复核确认。疫情监测结果显示，２００６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流感亚型有转化为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趋势，有待进一步监测。

石家庄市共报告流感样疾病暴发疫情１９起，经实验室核实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石家庄市流感暴发监测结果

诊断全部为流感暴发疫情（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石家庄市的流感样疾病暴发疫情均发生
在学校和托幼机构。从监测结果看，流感疫情暴发疑似有两
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为１２月至翌年１月，这一时期的流行
优势株为Ａ型流感病毒；第二个高峰期为春末夏初季节，即
４—６月份，这一时期的流行优势株为Ｂ型流感病毒。一般
作者单位：０５００１Ｉ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国平、白萍、
史艳、徐保红）；石家庄市中医院（侯书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１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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