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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疟疾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王晓风王丽萍马家奇宫鹏
【关键词】疟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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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疟疾流行时空分布广泛且复杂，不同发病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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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按蚊的生存环境差别很大。疟情数据、按蚊数据以及
环境数据有不同的来源及数据表现形式，ＧＩＳ能支持对这些
数据的关系研究，为建立相应的流行病学模型与预警系统
提供支撑。

Ｈｕ等伸１利用ＧＩＳ对云南省疟疾发病率与年平均气温、年
降雨量、最低高程（海拔）、森林覆盖度、位置（是否位于边境
处）、农民年人均收入、城镇人口比例、医院每Ｔ．人床位数等
进行线性回归，发现云南省疟疾形势与自然环境、传播媒介
和人口流动有关。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等＂１８１利用ＧＩＳ集成水量、水质、

疟疾是一种南疟原虫引起的、经按蚊叮咬而传播的重要

水文、土壤类型、灌溉渠道等专题地图，分层分析获得Ｎａｄｉａｄ

寄生虫病，按蚊是人类疟疾的惟一传播媒介。气候、地理、生

村疟疾高发的条件；结合ＧＩＳ分析与布尔运算，模拟出印度

态等环境阒素直接影响人和按蚊的生存环境，对疟疾的分布

大劣按蚊的分布区。Ｋｌｉｎｋｅｎｂｅｒｇ等【９】通过对斯里兰卡Ｕｄａ

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地理环境因素对疟疾流行与传播的影响

Ｗａｌａｗｅ灌溉区ｌＯ年疟疾月发病率分布的空间分析得出：高

受到关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具有空问数据管理、分析与

疟疾风险区平均降雨量大，森林覆盖度高，农作物主要采用

显示功能，卫星遥感（Ｒｓ）技术可以对地表环境进行动态观

轮耕，大量灌溉水库闲置而且社会经济水平落后。

测，获取地理环境信息，且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不受地理环

人们通过对与疟疾流行相关的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多

境条件限制。近年来，ＧＩＳ和遥感的结合已越来越广泛地应

项因素的ＧＩＳ分析研究，提高了对区域疟疾流行强度与其影

用到疟疾研究中，在疟疾控制监测及预测预警方面发挥了重

响因子特征的认识，加深了对环境与按蚊、疟疾发病率关系

要作用。
１．ＧＩＳ与空间数据分析：ＧＩＳ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

的理解。同时也对空间基础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
据覆盖范围大、涵盖面广、详细程度高，可整合利用性强等。

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

２．遥感与环境信息获取：遥感是通过遥感器“遥远”采集

管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

目标的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获取有关地物目标信息

时提供多种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为地理研究和空间决策

的一门科学和技术。高空和外层空间各种平台上的多种传

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感器获取的地表信息，通过数据的加工处理，可以实现研究

ＧＩＳ通过空间位置（地理坐标）与疫情数据对接，可以进

地面物体形状、大小、位置、性质及其环境关系等“…。遥感技

行交互显示和分析，进行疟疾等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医学地图

术由于能快速、准确、客观地监测地表环境的变化，且具有覆

制作和空间流行趋势分析。如Ｂｏｏｍａｎ等乜·利井ｊ ＧＩＳ绘制了

盖面广、信息丰富、可重复观察、不受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等

南非Ｍｐｕｍａｌａｎｇａ的疟疾案例分布，对危险性分级显示出明

优点；自１９７１年ＮＡＳＡ率先利用航空遥感资料识别蚊媒柄息

显的空问变化。刘永孝协】建立了安徽省疟疾发病的ＧＩＳ模

地以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其在疟疾研究中的应用得到

型，揭示了安徽省疟疾循环高发的规律和严重流行区；李奔

了广泛的关注…““。

福等Ｈ１制作了云南省疟疾发病和死亡分布密度专题地图，直

遥感技术可以获取温度（包括大气、土壤及水表面温

观地反映了云南省疟疾流行动态；王伟明等ｂ１制作了江苏省

度）、水（包括识别水体、计算土壤湿度、估计降雨量及大气水

各年度疟疾流行图。

汽）、植被（包括地表植被的覆盖状况及其分布、植被类型的

ＧＩＳ氏别于一般信息系统的关键在于其处理空间数据

识别）、地形及土地利用状况等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与传播
媒介按蚊的存在、孳生繁殖及消长以及与疟疾（包括其他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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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０１北京，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摩（王晓风、宫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Ｔ＿ｎｄ萍、马
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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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媒传染病）传播流行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因素。因此通过

遥感观测的环境数据与疟疾传播流行的关联研究，可以为疾
病监测和控制服务。
在疟疾流行影响闪素分析过程中，气温、降雨、植被、土
地利用等都可以通过遥感技术获得，如归一化植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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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ＶＩ）、冷云间期（ＣＣＤ）、地表温度（ＬＳＴ）等，为疟疾监测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等交叉学科与遥感和ＧＩＳ分析技术相结合，

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环境信息””１。ＮＤＶＩ可综合反映植被覆

也逐步应用到流行病学研究中ｂ“”】。Ｋｌｅｉｎｓｃｈｍｉｄｔ等ｎ引采用

盖、温度、湿度、降雨量等生态信息，这些生态信息与蚊虫孳

空间统计方法，利用一系列影响疟疾流行强度的生物一物理

生地密切相关。大量研究表明ＮＤＶＩ是疟疾研究中的良好

环境因素建立了两非地区４个农业一生态区的疟疾传播模

生态信息指标。如Ｎｉｈｅｉ等∞１利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湄公河流域

型，并用这个模型制作出整个西非的疟疾分布预测图。

月ＮＤＶＩ数据，并分别制作０．２＋、０．３＋、０．３５＋和０．４＋不同

Ｇｅｍｐｅｒｌｉ等ｍ１尝试利用贝叶斯地统计逻辑同归模型，用马尔

级别的ＮＤＶｌ分布图，与不同疟疾参数进行复合分析得出：

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模拟Ｍａｌｉ地区疟疾患儿死亡危险

ＮＤＶＩ值０．３＋和０．４＋与疟原虫分布匹配较好，特别是在

性分布，并用空间统计模型揭示出大范围内疟疾的流行程

ＮＤＶＩ值０．４＋且持续６个月以上的地方疟疾盛行；Ｌｉｕ和

度；Ｍｉｎａｋａｗａ等ｂ副利用空间点格局分析考察Ｋｅｎｙａ高地的按

Ｃｈｅｒｔ汹。分析中国云南省１０个县２７个乡镇的月平均气候、按

蚊幼虫孳生地的空间分布，分析干湿季节按蚊生境在土地利

蚊密度、疟疾病例数和ＮＤＶＩ数据，结果显示，遥感获取的

用和地形上的特征（包括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单样本检验、

ＮＤＶＩ是推算按蚊密度和疟疾发病率的敏感指标。

逻辑回归和双变异点格局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遥感获取的多种生态环境替代指标与蚊虫密度分布和

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利用遥感数据、气候数据建立的

疟疾疫情具有一定相关性，在疟疾疫情研究、疫情危险性分

ＧＩＳ疟疾流行模型，在按蚊密度预测、孳生地分析、疟疾潜在

层与疫情预警等方面的应用已得到了验证［１４．１７，２５］，表明遥感

流行区制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推进了全球的疟疾防治。

应用能改善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研究。

４．遥感／ＧＩＳ技术在疟疾研究中的问题与展望：作为一种

３．遥感／ＧＩＳ技术在疟疾研究中的综合应用：影响疟疾流

信息获取手段，遥感技术在研究疾病影响因素，以及促进

行的因素非常复杂，按蚊是疟疾传播的自然媒介，其分布、密

ＧＩＳ技术、地统计学和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应用等领域都起到

度与疟疾流行关系密切，必须深入探索蚊媒孳生地分布、幼

了重要作用。利用遥感数据、气候数据对疟疾流行的ＧＩＳ分

虫和成蚊密度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并建立模型实施预测。

析与建模，虽然对加深人们在时间、空间上对疟疾传播过程

借助遥感与ＧＩＳ技术可以监测蚊媒密度、孳生地环境与疟疾

的理解、制定控制策略有帮助。但是遥感技术对环境监测受

疫情；绘制疟疾高危人群分布图和高危地区分布图，确定蚊

到天气、传感器分辨率和重访周期、数据连续性、数据获取费

媒孳生地，合理配置疟防资源；综合分析蚊媒资料、遥感生态

用、环境参数信息提取算法精度等的制约，ＧＩＳ技术受到数

资料、疫情资料，建立疟疾疫情预测多因素复合模型，对疟疾

据质量、一致性和相容性等的制约，在流行病学研究中面临

疫情进行有效预测。

诸多挑战。

Ｗｏｏｄ等乜副使用加利福尼亚地区ＴＭＳ和ＴＭ数据分析得

人们知道疟疾的流行是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

到区域土地利用图，并用ＧＩＳ工具计算出水稻田与最近血源

作用的结果，目前考虑的因素中，除气候、地表环境因素外，
也包括人口、城市化、医学诊治及防疫条件等社会经济因

（家畜饲养地）的距离，结合１０４个实地调查结果，分析了幼
虫数与水稻分蘖数、叶面积指数以及家畜饲养地距离的关

素№圳。由于对疟疾流行机制了解不够加上缺乏相关环境

系，使用３种不同统计方法区别出蚊幼虫高密度和低密度分

数据，阻碍了人们深入理解疟疾流行机制。必须获得所有相

布的水稻田，精度达到７５％一８５％之间，可以提前２个月识别

关因素足够准确的数据，并综合纳入预测模型，模型预测的

出蚊幼虫密度较高的稻田。Ｂｅｃｋ等‘２７１利用墨丙哥南部

准确性才能进一步提高。只有最终理解了疟疾流行的时空

Ｃｈｉａｐａｓ地区的卫星遥感数据产生景观要素地图，利用ＧＩＳ计

传播过程机制，具备所需数据的准确度，才能建立起高预测

算各景观要素构成比例，研究４０个村庄的各景观要素构成

精度的模型。研究疟疾时空传播的机制模型，可以参考基于

与虫媒数量关系，结果显示，最大影响按蚊分布的是变迁性

ＧＩＳ与遥感构建血吸虫病时空传播过程模型的研究ｍ·４１］０上

沼泽地和未管理的草地，应用这２个要素的模型可正确区分

述问题进一步阐述如下。

出媒介分布高和低的村庄，准确率高达９０％以上。将此建立

（１）遥感替代指标的合理使用问题：依据遥感资料建立

的模型用于Ｈｕｉｘｔｌａ地区，同样用遥感影像生成区域景观要

疟疾疫情预测模型的理论基础还不完备，如传统气象学指

素图，随机检验４０个村庄模型总精度达到７０％汹１；

标与卫星遥感气象学替代指标的关系，遥感生态学替代指

Ｋｌｅｉｎｓｃｈｍｉｄｔ等协’利用马里１０１个疟疾调查点的历史资料和

标与传统蚊媒传播信息的关系均不明确。还需进一步确定

影响疟疾流行的单个潜在因素，包括长期的月平均降雨、降

遥感替代指标的适用性，进一步验证遥感替代指标、传统气

雨量＞６０ ｍｍ的月数、平均最高／最低温度、逐月ＮＤＶＩ、人口

象学指标及蚊媒传播指标的关系。所以需进一步完善目前

密度和通过ＧＩＳ得到的调查点到水体的距离，回归分析建立

已采用指标的使用范围，并不断寻求新的更高精度和更能

了区域疟疾预测图；再通过ＧＩＳ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插

反映微小环境状况的替代指标。另外，需要提高现有数据

值大大提高了预测精度。同时在ＫｗａＺｕｌｕＮａｔａｌ地区应用广

的利用率。

义线性混合模型和变差方法调整区域强空间相关性，获得了
多元同归分析模型ｍ】，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精度。
景观流行病学（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地统计学

（２）遥感数据与其他数据的统一问题：疾病流行的多种

信息，卫生防疫、土地规划、气象监测以及人口统计等，数据
来源广泛，不同数据源的数据集中表现在最小分辨单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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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时间、频率等不一致。例如，社会数据多为按行政体系收
集获得的数据，而遥感数据是以一定空间分辨率的格网收集
获得的；因此，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规范，按照统一的标准收

［１０］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ｌ一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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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相关学科基础问题：疟疾疫情变化多样，影响疫情的
因素错综复杂，如地形对环境参数的影响ｔ，气候和地理凶素
的相互作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建立疟疾传播模型与蚊
虫攀生地模型难度就相当大；同时，在现阶段对疾病预防与
控制力度加强的情况下，人类作用的具体指标与量化和在预
测模型中的表达均有待研究，已经建立的预测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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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准确性需不断检验和完善。
（４）模型综合问题：以气候数据、遥感数据为基础利用
ＧＩＳ建立起来的预测模型，和基于疾病数据从公共卫生统计
学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疟疾监测预测模型，已得到广泛的发
展。而Ｒｏｓｓ．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模型作为疟疾传播动力学模型，在空
间上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所以加强Ｒｏｓｓ．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传播
动力学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对建立疟疾监测、预测和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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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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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疟疾时空传播模拟的诸多挑战突出表现
在学科交义不够。疟疾流行病学应与地理学、ＧＩＳ和遥感技
术、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加强交流。遥感与ＧＩＳ相结
合为疟疾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是宏观研究的有效Ｔ具。随
着遥感影像数据获取能力和ＧＩＳ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
展，两者的结合在疟疾控制工作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遥
感技术并不能代替常规的检测，而是更应该与传统的现场调
查相结合，综合利用自然及社会经济信息；在分析方法上通
过多学科交叉拓宽思路，融合ＧＩＳ空间分析与其他学科的方
法，达到更好地为疟疾控制和预警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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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带ＩＪ·
一株携带四种ｐ一内酰胺酶基因鲍曼不动杆菌的检测
张烽苏青和程华莉

陈蓉芳黄璇秦玲糜祖煌潘宇红

目前鲍曼不动杆菌（Ａｂ）对Ｂ。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

做２％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凝胶电泳成像仪下观察，并记录

情况日益严重，各种Ａｂ菌的Ｂ．内酰胺酶基因检出牢也逐年

结果。产物直接在美国ＡＢＩ公司３７３０型毛细管全自动测序

上升。本研究检测南通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烧伤科Ａｂ菌的

仪上进行测序，结果做ＢＬＡＳＴｘ比对分析。检测结果显示，

ｐ．内酰胺酶基因时，发现１株Ａｂ菌同时携带４种ｐ．内酰胺

该菌株除对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外，对其余１２种Ｂ．内酰胺

酶基因。该菌株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６日分离自我院烧伤科ｌ例

类抗菌药物均耐药。ＰＣＲ检测Ｄ．内酰胺酶基因ｂｌａＴＥＭ、

患者的痰液标本。采用法国ＶＩＴＥＫ３２全自动微生物分析

ｂｌａＰＥＲ、ｂｌａＡＤＣ和ｂｌａＯＸＡ．２３阳性，其余１６种Ｂ．内酰胺酶

仪鉴定菌种和ＫＢ法测定１３种１３．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敏感

基因为阴性。测序结果分别为ｂｔａＴＥＭ．１、ｂｌａＰＥＲ－Ｉ、

性，根据ＣＬＳＩ ２００５年版标准规定的临界值判定结果。ＰＣＲ

ｂｌａＡＤＣ．２５和ｂ／ａＯＸＡ．２３基因型。

检测２０种１３．内酰胺酶基因：ｂ／ａＴＥＭ、６缸ｓＨｖ、ｂｌａＯＸＡ．１０

近年来，同时携带２种甚至３种Ｂ．内酰胺酶基因的Ａｂ菌

群、ｂ／ａＯＸＡ．２０群、ｂｌａＰＥＲ、ｂｌａＶＥＢ、ｂｌａＧＥＳ、ｂｌａＣＡＲＢ、ｂ／ａ

不断出现“圳。本研究发现１株菌同时含有ｂｌａＴＥＭ（广谱酶

ＣＴＸ－Ｍ．１群、ｂ／ａＣＴＸ．Ｍ．２群、ｂｌａＣＴＸ．Ｍ．９群、ｂｌａＩＭＰ、

基因）、ｂ／ａＰＥＲ（ＥＳＢＬ基因）、ｂ／ａＡＤＣ（ＡｍｐＣ酶基因）和

ｂｌａＶＩＭ、ｂｌａＳＩＭ、ｂｌａＯＸＡ－２３群、ｂ／ａＯＸＡ．２４群、ｂｌａＯＸＡ．５ ｌ

ｂｌａＯＸＡ．２３（碳青霉烯酶基因）４种１３．内酰胺酶基因的Ａｂ

群、ｂ／ａＯＸＡ．５８群、ｂｌａＡＤＣ和ｂｌａＤＨＡ。ＰＣＲ试剂盒由无锡

菌。该菌株虽不含金属酶基因，却同时含有ＡｍｐＣ酶基因和

市克隆遗传技术研究所提供。各种靶基因ＰＣＲ扩增体系均为：

碳青霉烯酶基因。鉴于ＯＸＡ酶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水解活

每反应体系Ｐ。、Ｐ２引物各０．５ ｐ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ｓ各２００ ｍｍｏｌ／Ｌ，

性较低¨１，而该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

ＫＣｌ １０ ｍｍｏｌ／Ｌ。（ＮＨ．）２Ｓ０４ ８ 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 ２ ｍｍｏｌ／Ｌ。

南均耐药，因此ＡｍｐＣ酶基因是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抑或两

Ｔｒｉｓ—ＨＣＩ（ｐＨ值９．Ｏ）１０ ｍｍｏｌ／Ｌ，ＮＰ∞０．５％，ＢＳＡ ０．０２％

类耐药基因具有协同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ｗｔ／ｖ０１），Ｔａｑ ＤＮＡ ｐｏｌ

ｌ

ｕ。总反应体积２０肛ｌ（其中模板

液５ ｌａｌ）。ＰＣＲ扩增产物长度＞５００ ｂｐ热循环参数均为：９３℃
预，变性２ ｒａｉｎ，然后９３℃６０ ｓ、５５℃６０ ｓ、７２℃６０ ｓ，循环３５个
周期，最后７２℃延长５ 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长度＜５００ ｂｐ热
循环参数均为：９３。Ｃ预变性２ ｍｉｎ，然后９３℃３０ ｓ、５５℃３０

ｓ、

７２℃６０ ｓ。循环３５个周期，最后７２＇Ｅ延长５ ｍｉｎ。扩增产物

ＤＯ！：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６
基金项目：无锡市社会发展计划项目（ＣＳＺ００８２９）

作者单位：２１４０４１无锡，南通大学附属第ｉ医院检验科（张烽、程华
莉、陈蓉芳、黄璇、潘宇红），烧伤科（苏青和）；无锡市克隆遗传技术研
究所（秦玲、糜祖煌）
通信作者：潘宇红，Ｅｍａｉｌ：ｙｕｈｏｎｇｌ００＠ｓｉｎａ．ｅ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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