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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时间一空间
聚集性研究
付青伍卫平童苏祥伊斯拉音·鸟斯曼张松伊斯康德尔

【摘要】

开塞尔

目的探讨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时间一空间聚集性。方法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依

据，运用时空统计软件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对喀什地区既往１１年内脏利什曼病发病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地理方
位及遥感图片确定聚集区。结果喀什地区存在３个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高危聚集区及其对应的高发时
间框。Ａ聚集区（中心经纬度：Ｅ

７６．０８。，Ｎ

３９．５２０）半径为６．５８ｋｍ，在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

Ｅｔ

的时间框内，聚集区内内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周围地区的４５．９８倍（Ｐ＜０．０００１）；Ｂ聚集区（中心经
纬度：Ｅ

７９．２００，Ｎ

３９．９１０）半径为４．９３ ｋｍ，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时间框内，聚集区内内

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周围地区的９．５８倍（Ｐ＜０．０００１）；Ｃ聚集区（中心经纬度：Ｅ７６．２３。，Ｎ３９．４００）半
径为７．６３ ｋｒｎ，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时间框内，聚集区内内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

周围地区的５．１８倍（Ｐ＜０．０００１）。结论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为非随机分布，存在明显的时间一
空间聚集性，３个高危聚集区均位于绿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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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时空聚集性是指疾病的发生在时间、空

性旨在研究疾病的时空分布特点和规律，从时间和

间或时空上表现出的聚集倾向或趋势。疾病的聚集

空间探索人群中疾病和健康与季节、地理环境（包括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２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基金资助项

物理性、生物性和社会性地理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关
系，为病因探索、疾病防治等提供理论依据ｎ，。内脏

目（２００４ＤＩＢｌＪ０３６）；上海市科委科研计划资助项目（０５５９５８０３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利什曼病的分布受人类的生产生活、自然地理环境、

所（付青、伍卫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童苏祥、伊

白蛉生活习性等因素的影响，病例分布往往存在一

斯拉音·乌斯曼、张松、伊斯康德尔）；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
塞尔）

定的空间相关性，在地域上呈现出某种空间聚集

通信作者：伍卫平，Ｅｍａｉｌ：ｗｕｗｅｉｐｉ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性。与此同时，内脏利什曼病发病具有季节性的特

史堡速堡痘堂盘查！塑！生！旦箜！！鲞箜！塑ｇ塾也！坠ｉ亟！坐ｉ！！！！塑！型！Ｑ！！：№！：！Ｑ！堕旦：！

·７·

点，其季节性与白蛉活动的季节性密切相关，发病及

心随地理位置变动，半径按规则从０增至一定范围

分布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某种时间聚集性。进行内脏

（一般为覆盖总人口／总时间范围的５０％），检验的零

利什曼病时空聚集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内脏剩

原假设为窗口内外发病风险相同，备择假设为窗口

什曼病的流行规律，阐明并分析内脏利什曼病的流

内的发病风险高于窗口外，计算每个窗口在零原假

行态势、确定重点防治对象和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设及备择假设下观察到该窗口内、外实际病例的似

从而提高防治效率。

然值，两者相除求得该窗口的似然比ｐ】，具有最大似
然比值的窗口最有可能是疾病的高聚集区，同时计

材料与方法

算该聚集区的疾病相对危险度（ＲＲ），通过最大似然
比检验来判定该聚集是否为随机造成，Ｐ值的计算

１．研究现场：研究现场设在新疆喀什地区，包括

由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模拟试验得出陋】。虽然不能用一个确

１２个县（市），共１６５个乡（镇），面积１１．２１万ｋｍ２。

定的封闭函数来描述统计量的数学分布，Ｍｏｎｔｅ

２．研究内容：研究时间从１９９６年１月起至２００６

Ｃａｒｌｏ模拟法可以用于似然比检验的统计推断［７１。

年１２月止共１１年；内脏利什曼病患者数据以喀什
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脏利什曼病登记记录以及

结

疫情报告系统为依据，按年度分别统计各个乡（镇）

果

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数；人口按年度分别统计１６５

１．病例分布：共统计到处于研究期间的１５７３个

个乡（镇）的人口数；空间结构数据从新疆大比例尺

内脏利什曼病病例，分别来自９个县（市）的４８个乡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地图中提取每个乡（镇）的经纬

（镇），其中喀什市伯什克拉木乡累计７３２例，占全部

度信息。

病例的４６，５４％（７３２／１５７３），疏附县阿瓦提乡累计

３．资料整理：将收集的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以各乡

１９７例，占剩余病例的２３．４２％（１９７／８４１）。研究时段

（镇）为单位的内脏利什曼病患者数据、人口统计数

内每年都有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生。研究地区以县为

据以及空间结构数据用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３软件分别建立

单位的各年发病率及累积发病率见表１。

病例数据库、人口数据库和地理位置数据库。在

２．时间一空间聚集性：运用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进行喀

ＳａＴＳｃａｎ７．０软件中将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文件转化为

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时间一空间聚集性分析，

ＳａＴＳｃａｎ７．０默认的文件格式。

用圆形模拟内脏利什曼病的空间聚集区，采用

４．统计学分析：运用ＳａＴＳｃａｎ统计软件研究该地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模拟法对似然比检验做统计推断，

区内脏利什曼病的时间一空间聚集性。当有研究地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迭代次数为９９ ９９９次。经Ｓｃａｎ分析得

区人口资料，并且所研究事物的发生率比较低时，常

出３个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高危聚集区及其对应的

用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来模拟事物的空间和时间分布Ⅲ１。

高发时间框；见表２。

建立一个可改变位置及大小的圆柱，圆柱的横截面

３．聚集区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中的表达：把

为空间维度窗口，纵截面为时间维度窗口，窗口的圆

通过Ｓｃａｎ分析得出的３个内脏利什曼病时空聚集区

表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喀什地区１２县（市）内脏利什曼病发病率及累积发病率情况
内脏利什曼病年发病率（／）７）

县（市）
巴楚

累积发病率

（历）

｜薹一ｏ

聊一ｏ

Ｏ

伽师

Ｏ

喀什

２

ｏ嘶ｏ

ｏ啷ｏ

嗍一Ⅲ懈撇ｏ

聊一叫啷协ｏ

Ｈ嘶叭

Ｍ一９

执一Ｌ

Ｏ．９２

８

ｎ

３．８１

４

Ｏ

０．６７

Ｏ
２

甜弘够ｎ

加一ｎ

ｍ一娩舛：兮ｎ

撕一６

３

Ｌ

Ｏ

ｎ

２

；呈一吆圩仍

Ｏ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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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的聚集性Ｓｃａｎ分析结果
代码

（年．月）

经度纬度（ｋｍ）

…。４似然比

１

４

Ａ

７６．０８ ３９．５２

６．５８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３．１２ ４５．９８

Ｂ

７９．２０ ３９．９ｌ

４．９３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６．１２

９．５８

１７０６．２３＜０．０００１
５８．１９＜０．０００ｌ

Ｃ

７６．２３ ３９．４０

７．６３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１２

５．１８

４９．５１＜０．０００１

叠加到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９．０软件建立的内脏利什曼病
ＧＩＳ数据库中。Ａ聚集区包括喀什市的伯什克拉木
乡、疏附县的阿瓦提乡和喀什市的浩瀚乡，是以东经
７６．０８。，北纬３９．５２。为中心，以６．５８ ｋｍ为半径的区

图１

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高危聚集区Ａ、Ｃ区示意图

域，在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时间框
内，聚集区内内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周围地
区内脏利什曼病累积发病率的４５．９８倍（Ｐ＜
０．０００１）；Ｂ聚集区涉及巴楚县的团场，是以东经
７９．２００，北纬３９．９１ ｏ为中心，以４．９３ ｋｍ为半径的区
域，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时间框
内，聚集区内内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周围地

区的９．５８倍（Ｐ＜０．０００１）；Ｃ聚集区包括疏附县的英
吾斯塘乡和疏勒县的洋达曼乡，是以东经７６．２３。，北
纬３９．４００为中心，以７．６３ ｋｍ为半径的区域，在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 Ｅｔ的时间框内，聚集区
内内脏利什曼病的累积发病率是周围地区的５．１８
倍（Ｐ＜０．０００１）。

图２

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高危聚集区Ｂ区示意图

４．聚集区的地貌特点：将ＳａＴＳｃａｎ分析得出的
３个内脏利什曼病时一空聚集区叠加到经过地理配

聚集性。内脏利什曼病在空间分布上的聚集性表

准后的研究地区遥感图像上，从而能更清晰的看出

明，从一般地理空间维度分析，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

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的高危聚集区所处的地理景

病的分布并不是遵循空间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一定

观、周围环境及其植被盖度情况，分别见图１、２。

的空间趋向性，即在不同地域，内脏利什曼病病例数

３个高危聚集区均位于绿洲地区，且存在着绿洲与

量存在差异：在聚集区的聚集半径内，内脏利什曼病

荒漠内外镶嵌的特点，荒漠中有绿洲，绿洲中有荒

的发病危险性要高于其聚集半径之外的区域，表示

漠。绿洲成为加强内脏利什曼病防制与监测的重点

了疾病的聚集性、趋向性，而在半径外的区域，则表

地区。

现出病例分布的稀疏性、离散性。内脏利什曼病在
讨

论

时间分布上的聚集性表明，从时间维度来讲，喀什
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发病存在时间聚集性，在不同的

研究将喀什地区既往１ １年的黑热病发病数据

年份，内脏利什曼病发病例数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每

纳入分析范围内，病例的统计以喀什地区疾病预防

个聚集区的时间维度内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危险要

控制中心黑热病登记记录以及国家黑热病疫情报告

显著高于此维度之外的其他任何时间。通过把分析

系统为依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研究地区黑热

计算出的内脏利什曼病聚集区叠加到ＧＩＳ数据库

病病例和疑似病例的主动就医率较高，黑热病的扪

中，可直观地看出喀什地区该病的高危聚集区分布

脾诊断技术比较简单，加之各县（市）疾病预防控制

情况及特点。

和医疗机构的诊断水平也较为一致，因此保证了病
例数据的可比性。

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的空问聚集性与民宅布
局、白蛉飞行能力及吸血习性有关。当地居民的生

喀什地区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为非随机分布，

活用水主要来自雪山积雪融化后通过人工修建的沟

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及分布存在明显的时间一空间

渠引入居住区的雪水，形成了民房沿水渠排列的布

生堡煎堡疸堂壁查！Ｑ！！生！旦笙！！鲞箜！塑ｇ垒垫！旦塑！坐ｉ！！！旦型！型！Ｑ塑！塑！：！Ｑ！垒尘：！

局，在空间上具有较为集中的分布。白蛉在住房中

的土壤类型、地貌景观、植被指数以及与疾病流行

叮咬患者后，仍然栖息在房间内，容易再叮咬其他家

有关的气象、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将为疾病的防

庭成员，导致内脏利什曼病的家庭聚集。家庭聚集

制提供更多理论依据哺’９，。内脏利什曼病的发病及其

性和住宅布局的集中使患病家庭之间更倾向于相邻

媒介活动受到气温、湿度、降水、植被盖度、土壤类

分布，由此可导致内脏利什曼病的空间聚集性。内

型等多种自然因素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等社会因素

脏利什曼病的时间聚集性与白蛉活动的季节分布密

的影响，在进行该病的研究中，有待于将其高危聚集

切相关。白蛉的密度高峰通常出现在６—８月份，叮

区同遥感图像、自然和社会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

咬多发生于白蛉活动频繁的这几个月份，内脏利什

析，探讨影响内脏利什曼病时间一空间聚集性的因

曼病的发病潜伏期一般为３～５个月，因此内脏利什

素，无疑会对有效预防控制内脏利什曼病的流行提

曼病疫情多于翌年的３月开始逐步增高，致使该病

供依据。

的发病及分布具有时间聚集的特性。
高危聚集区与遥感图像的叠加揭示３个高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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