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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安徽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疟疾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王丽萍方立群许娴
【摘要】

王建军

马家奇

曹务春金水高

目的研究安徽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疟疾传播的相关环境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空间分析

技术建立安徽省乡镇尺度疟疾疫情环境影响因素空间数据库，综合应用主成分分析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安徽省疟疾疫情呈现地区聚集性，淮北地区疫情逐
年加重。乡镇尺度疟疾疫情主要与当地温度、降雨量、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和海拔等因素有关。“年最
低气温（温度系列指标的第４主成分）”每升高１个单位，疟疾发生的可能性减少３３％；“年降雨总量（降
雨量系列指标的第１主成分）”每增加１个单位，疟疾发生的可能性将减少２７％；“海拔”每升高１０ｍ，疟
疾发生的可能性减少２％；而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与疟疾发生可能性的关系与前３个因素不同，每增加
１个单位，疟疾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３．２８倍。结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安徽省淮北地区是该省２０００年以来疟

疾疫情回升后出现的新时空聚集区，淮北地区的地形地貌、温度、降雨量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其疟疾发病水平，
这将为进●步探臻研究２０００年后以安徽省为代表的中国中部地区疟疾回升的主要原因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疟疾；发病率；主成分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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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我国疟疾流行严重，发病率

初，疫情虽有小幅调整，但均未形成流行高峰，２０世

在１００历左右，７０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８０—９０年代

纪末全国疟疾疫情下降到０．３历左右”】。２０００年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子项目（３０５９０３７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
服务中心（王丽萍、马家奇、金水高）；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

我国中部地区以皖北为中心的沿淮河流域地区疟疾
发病大幅回升，连续多年出现局部暴发。研究表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间安徽省疟疾疫情向北部移动，

究所（方立群、曹务春）；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娴、王建军）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安徽省北部地区成为该省疟疾疫情

通信作者：金水高，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ｓｇ＠ｖｉｐ．ｓｉｎａ．ｔｏｍ

新的时空聚集区口，。影响疟疾流行的因素复杂，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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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蚊媒、人类宿主和环境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决定

过遥感图像处理软件（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了疟疾传播和感染的风险ｐ·。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

ｉｍａｇｅｓ，ＥＮＶＩ）提取每景ＴＭ数据的ＮＤＶＩ值，并将

（ＧＩＳ）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及全球定位系统已成为研

生成的１２景ＮＤＶＩ图片进行合并，生成安徽省

究空间邻近度及传染病环境、气象因素变化的最主

ＮＤＶＩ地图；③同时对每景ＴＭ数据进行Ｋ—Ｔ变换

要手段Ｍ］。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安徽省疟疾疫

（缨帽变化），提取其第三主成分湿度因子

情监测资料，并收集整理相关的环境气象资料，通过

（ｗｅｔｎｅｓｓ），合并后生成安徽省湿度因子地图；④水

空间分析技术与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疟疾疫

体的解译在每景ＴＭ数据叠加安徽省２０００年土地利

情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

用地图的基础上，应用监督分类的方法提取每景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Ｍ数据的水体，并将其合并后转化为矢量格式，生

资料与方法

成安徽省矢量化的水体图层；⑤将上述生成的

１．疫情数据：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安徽省《疾病监

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各乡镇疟疾瘦隋发病统计数据。
２．乡镇级数字区划图：应用安徽省１：５万地形

ＮＤＶＩ、湿度因子及水体图层与安徽省乡镇界线图进
行叠加，应用空间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各乡镇的平均
ＮＤＶＩ、平均湿度因子及水体面积。

图，几何校正、投影后逐一矢量化乡镇界限，录入乡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温度系

镇名称，建立乡镇界限图层，由中科永生数据公司协

列指标和降雨量系列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相

助完成。

应的主成分。之后采用经典的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３．环境气象数据获取方法：

析方法对乡镇尺度疟疾疫情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因

（１）气温、降雨量：据国家气象局提供的安徽省

变量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间各乡镇是否有疟疾病例报

及周边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的

告，自变量因素包括了相应的温度（主成分）、降雨量

１１２个气象站点数据。数据提取方法：①应用克里

（主成分）、ＮＤＶＩ、湿度指数、水体及ＧＤＰ等因素，对

金法逐月生成安徽省栅格化的气象图；②然后在

模型进行检查基础上最终建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０软件中将生成的各月份气温、降雨量地

结

图与乡镇界线地图进行叠加，应用空间分析方法来
提取各乡镇月均气温及降雨量。

果

１．安徽省各乡镇疟疾发病率分布：根据患者所

（２）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属的乡镇与安徽省１：５万乡镇界线数字地图建立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湿度因子及水体：通过解译

空间关联，绘制各年度乡镇级疟疾发病率空间分布

专题制图仪（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ｐｅｒ，ＴＭ）遥感数据获取。

专题地图（图１）。可以看出，３年间安徽省北部乡镇疟

具体方法：①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提供安徽

疾发病率升高明显，疫隋逐年加重，相对而言安徽省南

省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ＴＭ遥感影像１２景，应用安徽省

部乡镇发病水平较低，出现明显的地区聚集｝生特点。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１：５万地形图对每景ＴＭ数据进行几何校正；②通

图１

２．乡镇尺度疟疾疫情影响因素：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安徽省各乡镇疟疾发病率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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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成分分析：１６个温度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１、２。Ｃ１。Ｃ４的贡献率分别为６７．１８％、

塞兰隆亘量塑堡笪！三全壁笙堡
序号

特征根

差值

贡献

累计贡献

２０．５０％、７．７２％和２．３７％，累计贡献达９７．７７％，即利
用了原资料约９８％的信息。从特征向量来看，第一
特征向量的各分量之大小大致相当，说明第一特征
向量是综合指标，同时可以看出在年平均气温上有

较大系数，说明反映的是年平均气温；第二特征向量
在７月份气温和年最高气温上有较大的系数，说明
反映的是夏季／年最高气温；第三特征向量在３—４月
份气温上有较大系数，说明反映的是春季气温；第四
特征向量在１月份和年最低气温上有较大系数，说
明反映的是冬季／年最低气温。
表１

月降雨量
１

Ｏ．３２“

一Ｏ．１３６３

－０．０２５４

—０．１９７５

２

０．３０３３

０．１８５４

０．３０８３

０．０６５９

３

０．２３４４

一Ｏ．２７７２

－０．３ １０８

０．５５４７

４

０．３１８９

Ｏ．１５６３

０．１５０７

—０．１４３４

５

０．３０８０

０．２４５６

０．１８４６

０．０６５７

６

０．３２６５

—０．１３６１

－０．０２５４

一Ｏ．１９７６

７

—０．２５７５

０．１ ８３３

０．４８０５

０．２８９４

８

０．０２０８

—０．４８３３

０．６０４４

０．２２０５

９

一Ｏ．１３１２

０．６０９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５９４

１０

—Ｏ．３１２５

０．１５６１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５５３

１１

Ｏ．３１７９

０．１８７２

—０．０５７０

—０．２３３３

１２

０．２４９０

０．２２１９

—０．２４６９

０．６２３１

年降雨总量０．３１４１

０．１３８５

Ｏ．２９７７

Ｏ．０５８６

温度指标的１６个特征根

明反映的是入冬后降雨量。
（２）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变
量说明见表５。以“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乡镇是否有疟疾
报告”为因变量，温度、降雨量、ＮＤＶＩ、湿度指数、海
变量
月均温度

Ｃ１

Ｃ２

Ｃ３

１

０．２７１３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５０００

２

０．２８４８

—０．１６８１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０８４

３

０．２４１６

一Ｏ．１４１７

０．４６２２

—０．１４９０

４

Ｏ．２５ １１

—０．０４８０

０．４７３ １

—０．２８３３

５

０．２８５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２６０７

—０．０７１５

６

０．１３７２

０．４３５７

０．３２６６

０．１２７７

７

０．１２３０

０．４９３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２５６７

８

０．２６８０

０．１８６６

—０．１９１ｌ

一０．２２４３

９

Ｃ４

拔、年人均ＧＤＰ、乡镇水体面积及构成等为解释变
量构建结局变量为“二分类变量（ＣＡＳＥ ＹＮ）”的多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分析结果见
表６，最终的模型可以表达为：
ｌｏｇｉｔＰ＝－－０．４５６－－０．３９８（冬季／年最低气温）－－０．３１５（年
降雨总量）－－０．０２１（海拔）＋１．４５５ＮＤＶＩ

０．２８０４

０．１６０５

一Ｏ．１８６０

—０．１９３８

１０

０．２７７２

０．１１４１

—０．２１７ｌ

一０．３４５８

１１

０．２６５１

—０．０８５９

－０．３８１２

—０．０４９４

０．２７５５

—０．０４２５

—０．３３８３

－０．０７１２

年最低气温
年最高气温０．１２５７
年平均气温０．３０４８
生遏廑变昱
＝Ｑ：ＺＺ２§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０５２

Ｏ．５０００

０．４９１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２５５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５６２

不变的情况下，“冬季／年最低气温（温度系列指标的

Ｑ：≥§§§

Ｑ：Ｑ≥§！

＝Ｑ：！丝１

第４主成分，无量纲）”每升高１个单位，疟疾发生的

１２

０．２７１３

１３个降雨量指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３、４。

以ｏｔ水准为０．０５，“冬季／年最低气温”、“年降雨
总量”、“海拔”和“ＮＤＶＩ”４个因素为安徽省乡镇疟
疾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控制模型中其他自变量

可能性减少３３％；“年降雨总量（降雨量系列指标的

Ｃ１～Ｃ４贡献率分别为６５．６５％、１６．６５％、９．２８％和
４．１３％，累计贡献达９５．７１％，即利用了原资料约９６％
的信息。从特征向量来看，第一特征向量的各分量
之大小大致相当，说明第一特征向量是综合指标，同
时可以看出在年降雨总量上有较大系数，说明反映
的是年降雨总量；第二、三特征向量在９月、８月降雨
量上有较大的系数，说明反映的是夏末初秋的降雨

表ｓ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变量说明

４

年人均ＧＤＰ
海拔
Ｃ１一Ｃ４温度主成分
Ｃ１～Ｃ４降雨量主成分

５

ＮＤｖＩ

６

温度因子
水体面积
水体构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疟疾病例报告

１
２
３

７
８

量；第四特征向量在１２月降雨量上有较大系数，说

变量

序号

９

变量名

单位含义说明
１＝５００元

Ｇｄｐ ５００

１＝１０ ｍ

Ｄｅｍ １０

无量纲
无量纲
无单位
无单位，１＝５０

一

１＝５００ ｍｚ

一
Ｎｄｖｉ

Ｗｅｔ

５０

Ｗａｔｅｒ ５０

１＝５％

Ｗｐｒｏ．５

１＝有，Ｏ＝无

Ｃａｓｅ 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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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对乡镇间疟疾发病率的差异有关系，且分析结

模型变量

果显示乡镇“冬季／年最低气温”每升高１个单位，其

ｚ值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Ｉ）

Ｂ

岛

一０．４５６

０．１２８

１２．６５３

０．０００

一

一０．３９８

０．１２０

１０．９０９

０．００１

Ｏ．６７２∞．５３１一Ｏ．８５１）

一０．３１５

Ｏ．０２５

１６２．７７８＜Ｏ．０００１

Ｏ．７３０（０．６９５一Ｏ．７６６）

所不同。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某一地区温度升高

一Ｏ．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９．５３７

Ｏ．００２

Ｏ．９７９（０．９６７—０．９９２）

将使疟疾传播的风险增加ｅｌｏ－１２１。笔者考虑，不排除地

１．４５５

Ｏ．７１５

４．１３５

Ｏ．０４２

４．２８３（１．０５４－１７．４０６）

区横向分析造成的偏性。最后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第ｌ主成分，无量纲）”每增加１个单位，疟疾发生的

是ＮＤＶＩ。ＮＤＶＩ可综合反映蚊虫孳生环境植被覆

可能性将减少２７％；“海拔”每升高１０ ｍ，疟疾发生

盖、温度、湿度、降雨量等综合生态信息，大量的疟疾

的可能性减少２％；而ＮＤＶＩ与疟疾发生可能性的关

遥感研究表明ＮＤＶＩ是反映蚊虫孳生地生态信息的

胖腿

懒一锕黻一

发生疟疾的可能性减少３３％，与类似的研究结论有

系与前３个因素不同，即ＮＤＶＩ每增加１个单位，疟

良好指标ｕ３１。本研究与众多研究结果相似，发现

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３．２８倍。

ＮＤＶＩ每±曾ｒ）Ｊｆｌ １个单位，发生固荚ｆ掰确旨世勖日３．２８倍。

讨

论

本研究结果将为进一步探讨２０００年后我国以
安徽省为代表的中部地区疟疾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

安徽省位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带，气候多

提供依据。研究中所采用的温度、降雨量及相关遥

变，复杂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南北地形及气候上

感计算指标数据来源权威，空间分析提取方法科学，

的差异为蚊虫等传染病传播媒介的孳生提供了有利

目前在其他类似研究中，其尺度大多为县区级，尚未

或不利的因素，这些为理解安徽省内疟疾发病的南

有乡镇级研究结果的报道。与县区级研究尺度相

北差异提供了参考。

比，将研究尺度进一步缩小至乡镇，可以将县区所辖

本研究所采用的疟疾疫情监测数据及环境影响

各乡镇的各项指标值凸显出来，即研究精度进一步

因素数据来源权威。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现成的乡镇

加大，将更有利于探测这些指标在地域上的变化，从

级气温及降雨量数据，文中通过空间分析方法进行

而使因素分析结果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解释性。文中

提取。为了减少环境数据提取偏性，在站点的选择

将空间分析技术与统计分析方法综合应用于疟疾研

上，综合考虑安徽省及６个周边省份１１２个气象站点

究领域，可为类似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

监测数据。同样在遥感影像的处理上，也充分注意

参考Ｉ，文献

包括覆盖安徽省边角的遥感影像图，使提取的数据

［１］周水森，王漪，汤林华．２００５年全国疟疾形势．中国寄生虫学与寄
生虫病杂志，２００６，２４（６）：４０１—４０３．
［２］王丽萍，徐友富，王建军，等．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安徽疟疾疫情时空
分布特点研究．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８，１２（２）：１５６—１５９．
［３］朱继民，汤林华．疟疾及其蚊媒的预测方法研究进展．中国寄生
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０７，２５（２）：１５０—１５３．
［４］王丽萍，金水高．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在疟疾研究中的应用．中国
公共卫生，２００８，２４（６）：７４５—７４７．
［５］Ｈａｒｔｍａｎ ＪＥＫ，ＭｅＣｏｎｎｅｌｌ Ｋ，Ｃｈａｎ Ｎ，ｅｔ ａ１．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研究结果表明，在排除传染源数量、人群免疫状
况及防制措施影响因素情况下，从疟疾传播危险性
指标来看，淮北地区的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等因素是
疟疾流行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海拔升高将使疟疾
发病风险降低。淮北地区与皖南山区相比，海拔较低，
因此发生疟疾的风险也相应增加。该研究结果与非
洲等疟疾高流行区的结果类似９～１。安徽省年降雨量
在南北地区也存在明显差异，年平均降雨量由北向
南为７７０。１７７０ ｎｌｎｌ，分析中发现降雨量增加可以降
低疟疾发病的风险，安徽省南部地区年降雨量高于
淮北地区，其疟疾发生风险则低于淮北地区，也成为
解释淮北地区疟疾高发的一个因素。事实上，研究
表明，降雨量对疟疾流行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随地
区与媒介蚊种孳生习性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降雨
量还通过影响环境的湿度而影响疟疾发病水平障’”。
温度是疟疾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拟合模型
的“年平均气温”、“夏季／年最高气温”“春季气温”和
“冬季／年最低气温”４个主成分中，仅“冬季／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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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Ｔａｙｌｏｒ ＰＭ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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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Ｈｙｇ，１９８６，８０：１２—１９．

［８］温亮，徐德忠，张治英．基于ＧＩＳ的疟疾预警系统构建的初步分
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４，２０：６２６—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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