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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北京市麻疹的暴发模拟数据比较
几种预警模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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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优选出北京市麻疹的最佳预警模型及其参数，为其自动预警提供技术支持。

方法利用暴发模拟软件生成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暴发信号，将其添加到ｊＥ京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第麻疹的

实际鑫撮数中。综合采用撩数魏较移凌平均（Ｅ懒）、Ｃ１．ＭＩＬＤ（ｃ１）、Ｃ２一ＭＥＤＩＵＭ（Ｃ２＞、

Ｃ３．ＬＩＬＴＲＡ（Ｃ３）及时空重排扫描统计等预警模型识别加入的暴发信号，比较各模趔不同参数的约登
指数（ＹＤ指数）和检出时间（ＤＴ），优选出最饿模型参数，进而比较各模型最优参数下的预警劝效，优

选爨最镶颓警模型。缝采ＥＷＭＡ模登豹最傥参数为Ｘ＝０＋６，蠢＝ｌ。Ｏ；Ｃ１懿最饶参数秀ｋ＝０．１，Ｈ＝３
ｏ；Ｃ２的最优参数为ｋ＝０．１，Ｈ＝３０；Ｃ３的最优参数为＿｜｝＝１．Ｏ，Ｈ＝４０；时空重排扫摘模型的最优参数为

时问聚集性最大值为７ ｄ，空间聚集性最大德为５ ｋｍ。备模型的预警功效评价结果：ＥＷＭＡ的ＹＤ指
数兔９０。８％，ＤＴ势０。１２１ ｄ；Ｃ１的ＹＤ指数为８８。７％，ＤＴ秀０，１４２ｄ；Ｃ２鳇ＹＤ撬数为９２。９％，ＤＴ为
０．１２１

ｄ；Ｃ３的ＹＤ指数为８７．９％。ＤＴ为０．０５８ ｄ；时空重排扫描的ＹＤ指数为９４．３％，ＤＴ为０．１７６ ｄ。

结论

５种模型中，时空重排扫描的预警功效最优。

【关键词】麻疹；预警；指数加权移动乎均；时空夔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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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事件之后，使人们认识到建立
ＤＯ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２．Ｏｌ ５

传染病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国内外学者
开展了一系列传染病预警模型研究ｕ一，但均未在

基金矮疆：ｊ￡京市鑫然辩学萋金舞麓顼舀（７０８２０４７）；ｊＥ哀帝统秀入

模鳖预警功效评徐翦优选模型参数。本研究采蔫

才培养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ｉｄ０３０２６００１ １２）

ＡＥＧＩＳ—ＣＣＴ软件模拟暴发信号【ｓ’，在优选出模型参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柬市疾病预防摊制中心（王小莉、王全意、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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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各模型最优参数下的预警
功效，使预警功效的评价更为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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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１．数据来源及分类：根据实际情况，本研究以街
道为基本地理单位。从“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当冷眦时，则认为发病水平存在异常。模型

统”中获取北京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各街道麻疹的实际

中两个参数为权重因子九（０＜Ａ＜１）和控制限

日报数。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实际数据作为筛选

参数ｋ“０’“１。根据文献［１２，１３］中ｋ的取值范围，将

数据库的基线数据，而将２００７年的实际数据作为优

其限定为０＜｜｜｝≤３。参数调试方式为：每间隔０．１调

选数据库的基线数据。

节Ａ，每间隔０．５调整Ａ。采用移动标准差ｓ作为。的

２．方法和内容：

估计值，移动均值ＭＡ作为“的估计值。移动平均周

（１）数据的拟合：以２００５年底卫生部应急办公

期以研究病种的潜伏期长短为参考，将麻疹的移动

室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
理工作规范（试行）》中麻疹的报告标准作为暴发标
准，剔除实际存在的暴发信号，继而利用

平均周期设定为１４ ｄ。

（４）累计和（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ｍ）：一般认为研究的

特征参数ｘ～Ⅳ“，６），令：
Ｃ，＝ｍａｘ｛０，置一缸＋枷）＋￡一。｝

ＡＥＧＩＳ—ＣＣＴ软件按既定标准设置暴发信号参数。

（３）

将暴发病例数设为１０例，持续时间设为１—７ ｄ，病

式中初始值Ｃｏ＝ｏ；ｋｃｒ为允偏量；若均值南胁偏移到ｐ

例的时间分布模型分别为随机型、直线型和指数

。＋ｋｏ－时，希望能引起警觉；日为判定值，当ｃｌ≥日，认

型。利用ＪＡＶＡ编程，从３００个街道（乡镇）中随机抽

为增加有统计意义ｎ”。根据其识别异常的灵敏度高

取一定数量的街道，并在分析的整个时间段内随机

低，将ｃ１分为三类，分别为Ｃ１．ＭＩＬＤ（Ｃ１）、

选取１ ｄ作为暴发的起始日期，从暴发起始日期开

Ｃ２－ＭＥＤＩＵＭ（Ｃ２）和Ｃ３．ＩＪｌ，一ＴＲＡ（Ｃ３）。移动平均周

始，在选取的街道中逐一将生成的暴发信号添加到

期为１４ ｄ，Ｃ１、Ｃ２、Ｃ３的计算公式如下。

筛选数据库的基线数据中合成筛选数据库，用于筛

Ｃ１＝ｍａｘ｛０，五一（删－＋船。）＋Ｃ一－｝

（４）

选模型的备选参数；而将模拟信号添加到优选数据

Ｃ２＝ｍａｘ｛０，五一（删ｚ＋％＆）＂４－ｃＩ一－，

（５）

库的基线数据中合成优选数据库，用于从备选参数
中优选出最佳预警模型参数。为控制抽样误差，重
复抽样１０次，以均值作为结果。
（２）评价指标及优选方法：评价指标包括ＹＤ指
数（Ｙｏｕｄｅｎ’ｓ ｉｎｄｅｘ）和检出时间（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ＤＴ）［９１０ ＹＤ指数，即灵敏度与特异度之和减去１，指

数范围在一１～ｌ之间。指数越大，模型识别暴发的
能力越强。ＹＤ指数综合考虑了灵敏度和特异度的
总效应，反映预警模型识别真实暴发与非暴发的总
能力。ＤＴ，即模型能在暴发发生后将其识别出来的
时间，反映了预警模型识别暴发的及时性。
优选方法大体上以ＹＤ指数最高者作为最佳结
果，同时参考各自在ＤＴ上的差异大小。当ＹＤ指数
相等或相差不大时（差值＜５．Ｏ％），而ＤＴ之间的差

值＞０．５ ｄ，可优先考虑ＤＴ较短者。比较不同参数组
合下的ＹＤ指数和ＤＴ，按优选原则选出最佳参数；
进而比较各模型最优参数下的ＹＤ指数和ＤＴ，按优
选原则，选出最佳预警模型。
（３）指数加权移动平均（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Ｃ３等于ｃ２计算公式中求得的Ｇ、ｃＩ一。和ｃＩ一：之
和。其中ＭＡ．和ｓ。分别代表ｔ—１４至￡一ｌ期间报告病
例数的移动均值和移动标准差，ＭＡ：和＆分别代表
ｔ一１６至ｔ一３期间报告病例数的移动均值和移动标准
差，忽略了最近２ ｄ的数据。
根据既往文献中日和ｋ的取值范围ｆ１５．１ ７】，将其限
定为３０≤胃≤５０，０＜Ｊｉ｝≤１．５。参数调试方式为：每间
隔０．１调节ｋ的大小，每间隔０．５ ｏ调整日。采用移动

标准差Ｊｓ作为。的估计值，移动均值ＭＡ来作为肛的
估计值。
（５）时空重排扫描统计：假定将整个研究区域
分为若干个子区域Ｚ，整个研究时期为Ｔ，０ｄｄ＜
ｒ，子区域Ｚ在ｄ天中的发病数用已表示，整个区域
在总时间ｒ内的总发病数为Ｃ；每个子区域内的日
期望发病数为鼬，每个圆柱Ａ中对应的期望发病数

批。

令巴为扫描圆柱Ａ中的实际发病数，其概率函
数为：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ＷＭＡ）：设过程观测值五～Ｊ『＼，
（６）

①～ｔｌｒ ２），则ＥＷＭＡ的表达式为：
Ｚ＝Ａ置＋（１－－Ａ）Ｚ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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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耀广义钕然函数诗算实际发病数和理论发病
数的比值ＬＬＲ，选出ＬＬＲ最大的窗口。利用蒙特卡

·１６ｌ·

袋１麻疹不黼模型的颥餐功效
预警模猁

罗法产生模拟数据集，计算ｐ值，判断该窗Ｅｌ的聚集

ＹＤ指数（％）ＤＴ（ｄ）

歇傻均值最４、俊默值均鳃最小筐

度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ＬＬＲ＝警 ｆ黟 （、Ｃ‰－Ｃ４，／。～

（７）

其扫描窗口为圆柱形，圆柱的底对应一定的地理

讨

区域，圜柱的高对应一定的时闻长度。扫描窗秘的

论

大小和位置处于动态的改变之中ＩｌＳｌ。最长聚集时间

由于大多数传染病暴发频率较低，甚至较长时

的确定常以研究瘸种的潜伏期为参考，麻疹的平均

间内无暴发，使预警模型的功效评价难以进行。

潜伏期为９～１２ ｄ，因此本研究将最长聚集时闻参数

为解决这一问题，Ｂｕｃｋｅｒｉｄｇｅ等ｌ撺，２０ｌ和Ｈｕｔｗａｇｎｅｒ

设定为（３

ｄ）。最大聚集空间半径可

等１２。矧先后采用模拟暴发信号的方法对一些预警模

按辖区区域大小划分，也可按入墨的毖例划分，出于

型的功效进行评价，开刨了预警模型研究的薪思

缺乏各街道的入麟数，因此空闻半径按辖区区域大

路。本研究应用软件模拟暴发信号，在优选出最佳

小划分，结合各辖区的区域半径，最终设定的空间半

模型参数的基础上评价模型预警功效，其评价结果

径力（２ ｋｍ，５ ｋｍ，８ ｋｍ，１０ ｋｍ）。

更为客鼹有效。

ｄ，７ ｄ，１０ ｄ，１２

（６）统计学分析：本研究拟综合采用ＳＰＳＳ

不同的模型参数，其预警效果亦不同。研究

１３．０、Ｅ）（ＣＥＬ、ＪＡＶＡ编程、能ＧＩＳ．ＣＣＴ及ＳａＴｓｃａｎ软

结果证实，同一模型，采用不同的参数，其预警功

件对数据遘行分橱和利用。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譬进

效差异较大。ＥＷＭＡ《０．６，ｌ。Ｏ）豹ＹＤ指数鸯

行数据整理和描述统计，利用ＪＡＶＡ编程进行指数加

８８．９％，ＤＴ为０．０８６ ｄ。而Ｃ１（１．５，５ａ）的ＹＤ指数为

权移动平均和累计和移动平均分析，判别发病水平

２７．１％，ＤＴ为０．３２４ ｄ，若比较ＥＷＭＡ与Ｃｌ的预警

是否存在冥常。捌震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进行时空重摊摆

功效，ＥＷＭＡ（０。６，ｌ，９）在ＹＤ指数霸ＤＴ上均傀于

描统计分析，分析北京市各街道病例聚集性，判断其

ＣＩ（１．５，５０）的预警功效，从而得如ＥＷＭＡ模型的预

发病水平是否存在异常。

警功效优于Ｃ１模型的结论。而实际上，Ｃ１（０．１，３０）

结

的灵敏度秀９２．９％，黪异度隽９７。５％，ＹＤ指数为

果

９０．４％，ＤＴ为０．０２８ ｄ，ＹＤ指数和ＤＴ均优于ＥＷＭＡ

１．参数优选：ＥＷＭＡ模型优选出的参数组合为

（０．６，ｌ。Ｏ）。两者的预警功效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Ａ＝§。６，露＝ｌ。０；Ｃ１模型优选出酶参数组合为蠢＝

参数选取不避遣藏的，并毒≥模型内在酚差舅弓｜起。

０．１，Ｈ＝３０；Ｃ２模型优选出的参数组合为ｋ＝０．１，

因此，评价模型的预警功效前，需优化模型参数，优

Ｈ＝３０；Ｃ３模型优选出的参数组合为南一１．Ｏ，Ｈ＝４０；

选出模型的最佳参数，进而比较各模型最佳参数下

时空耋排扫描模黧优选遗酶参数组合为时闻聚集性

酶预警功效，才麓客麓选出最优模型。

的最大值为７ ｄ，空间聚集性的最大值为５

ｋｍ。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由于病例数据来源于以病

２．预警功效评价：比较各模型最优参数下的预

例为基础的“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目前

警功效，优选出最健颈警模型，各摸垄的预警功效觅

鼷络直摄的工作繇节中，仍然存在临床诊断标准和

表ｌ。６种预警模型中，时警重排扫描模型的平均

报告规范不统一，现住址和工作单位不准确或不完

ＹＤ指数最高，其次为ｃ２，而Ｃ３的ＹＤ指数最低；Ｃ３

整。部分病例的报告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

的ＤＴ最短，丽时空重排摆搽的ＤＴ糖对较长。６种

了蠢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窥及时性，势必会影响

模型中，根据既定的优选原则，时空重排扫描模型与

预警分析的准确性及有效性。良好的数据质最是统

Ｃ３模型ＹＤ指数之间差值》５，Ｏ％，恧ＤＴ之问的差

计分析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直报数据的

值＜Ｏ．５ ｄ。相对予时空重捧扫描９４．３％的ＹＤ指

质鼍管理，统一诊断标准和报告规范，完善襁关地址

数，可忽略ｃ３模型在ＤＴ方面的优势。最终认为对

（居住地与工作或学习单位）填报制度，提高直报人

于麻疹来说，时空懑谗扫描模型的预警功效最高。

员盼工作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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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给出各种模型的最优参数缀合及模型各
参数及评价指标值的变化规律与文献攘道基本吻
合［９．２０．２２，２２”。各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检出时间略
高于既往研究的乎均水平，究其原因可能为：与以往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嘶ｌ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５。

ｌｌ：３１４－３１６．

［１０］Ｈｕｎｔｅｒ

ＪＳ．Ｔｈ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Ｊ Ｑ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１９８６。１８（４）：２０３—２１０．
【ｌｌ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Ｕ，Ａｍｒ Ｂ，Ｉｎｎ Ｐ。ｅｔ ａ１．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研究不同，本研究计算岛的预警功效为各模型簸优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ｓｙａｄｒｏｍｉｃ

参数下的水平，预警功效相对较高。此外，还可能

Ｍ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 Ｄｅｃｉｓ Ｍａｋ，２００７，７：６．

与既往研究多以症状监测数据为研究对象有关。
症状监测数据与以疾病鸯基础的病铡数据糖眈。其
特异性不高，准确性较低，可能导致灵敏度和特异
度降低。

［１２］王海字，徐济超，杨剑锋，等．基于ＡＰＬ的ＥＷＭＡ圈优化设计．
系统工秀瑾沦方法瘟矮，２００６，１５（１）：６５～７０，
［１３］吉明明．孙浩．具有可变抽样区间的ＥＷＭＡ标准羞控制图．数
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０７。３７（１２）：９０—９６．

【１４］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ＤＣ，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麻疹，时冬重排扫描统
计模型的预警功效最高。时空重排扫描综合考虑了
时间穰窒闻两个因素，其摆搓窗疆的大小和位爨不
断变化，避免了选择偏倚；同时还配有专门的统计分
析软件，参数调整及运算相对简单。因此，认为时空
重排；曩掇统计模型在麻疹翻动预警方瑟具有广阕的
应用前景，有待予进一步开发和运用。

ｃｄ．Ｊｏｈ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０１．３ｒｄ

ｔｏ

Ｗ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Ｉｎｃ．１９９６：３１４－３３０．

【１５ Ｊ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２，１４：２１１－２１８．

［１６］何桢。刈豹．累计和控制图在测量系统稳定性控制巾的应用研
究，系统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６）：５４７—５５０．

［１７】王殊襞。ＣＵＳＵＭ羟剃图鹣一弹挽毒｛二绽诗方法疆究。王韭工程
与管理．２００４，２：４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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