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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狈Ⅱ·
运用广义增长平衡法和综合绝世后代法
估计１ ９９ １—１ ９９８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
居民漏报水平
万霞周脉耕王黎君陈爱平杨功焕
【摘要】

目的运用广义增长平衡法（ＧＧＢ）和综合绝世后代法（ＳＥＧ）估计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全

国综合疾病监测系统（ＤＳＰ）的居民漏报水平。方法分别采用以上两种方法对ＤＳ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
居民分年龄别漏报率进行估计，其中ＧＧＢ法是通过以死亡率为自变量，以进入率和增长率差值为
应变量拟合一元线性方程，即儿＋ｏ）一ｒ．（聋＋）＝［ｉｎ（ｋ。／ｋ２）］／ｔ＋［（后，ｋ２）“５／ｃ］，（算＋）；ＳＥＧ法通过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计算的８５岁期望寿命值及公式Ｎ（ｘ）＝ｆ。Ｄ（口）·ｅｘｐ［广ｒ（ｕ）ｄｕ］ｄ（ａ）来计算。绘制散
点图判断分年龄别漏报情况，最后根据计算出的漏报率，对各年龄别死亡率进行漏报校正。结果
采用ＧＧＢ法得出１９９８年人口相埘于１９９１年上报的人口完整性为８７．２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死亡漏
报率为１１．７％，各年龄别的漏报程度不高；而采用ＳＥＧ法得出１９９ｌ一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据报告的漏报
率为４８．０％，而且随着年龄别的上升，报告漏报率呈显著下降趋势。结论ＧＧＢ法和ＳＥＧ法较常
用的漏报调查方法节约了成本、可以估计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漏报水平，并且ＧＧＢ法可以同时估计
一段时期内人口的相对完整性和死亡漏报情况，但是其自身也有局限性。采用ＳＥＧ法和ＧＧＢ法
计算的结果差异比较大，采用ＧＧＢ．ＳＥＧ两阶段法对ＤＳＰ数据获得了很好的死亡漏报估计。
【关键词】疾病监测系统；漏报；广义增长平衡法；综合绝世后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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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１２Ｉ多、面积大、发展不平衡，８０％的农村

童死亡通过妇保医生提供信息获得。②在医院死亡

人口在家中死亡，为了推算不同类别地区人群的卫

或生前在医院就诊，获得明确诊断者，向调查者出示

生状况，１９８９年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

证据或告知调查者，监测工作人员完成死亡医学证

生物学研究所（流研所）在世界银行项目的支持下，

明书的填写。③在家中死亡者，由疾病监测人员，采

根据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重新组建了一个分

用死因推断量表访问死者家庭，根据家属的描述，完

布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４５个疾病监测点、覆

成死亡医学证明书填写。④由县（区）疾病预防控制

盖１０００万人口样本的监测系统——全国综合疾病

中心（ＣＤＣ）负责死因编码，并报告上级ＣＤＣ。人口

监测系统（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ＤＳＰ）…。从

和出生资料的收集，主要是从两种途径获得：①根据

１９９１年开始，每年开始系统地上报死亡和人口数

每年出生数、死亡数、迁入数和迁出数，利用人口普

据，并于２０００年以后，对监测系统进行调整，将原有

查资料（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所进行的第４次人口普查）

１４５个监测点扩展到１６０个。众所周知，监测漏报是

每年进行修改；②利用户口管理资料，每年抄录年末

数据上报过程中最常出现的错误之一【２］。因此，为

人口数¨】。本研究选取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８年通过ＤＳＰ

了正确估计漏报，国际上发展了多种漏报的间接估

上报的原始的死亡数和人口数。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计方法，如模型生命表法、从死亡年龄分布中估计成

２．漏报率的计算：

年人死亡率、采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或者在最近

（１）ＧＧＢ法：该法在估计死亡漏报时，同时也估

一段时间内采用大型的人户调查、询问幸存者或者

计了两次调查数据中人口数据之间完整的相关性。

家属等估计死亡情况、从两次普查的分年龄人口数

其假定条件是两次调查数据中人口数据的完堑陛和

中估计死亡率。这五类方法中，第一类、第二类和第

死亡漏报是独立于各年龄别ｂ ３。基本公式是以死亡

五类主要是从方法学的角度，构建模型；第三类和第

率为自变量，以进入率和增长率差值为应变量的一

四类，需要再次调查，然后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获得

元线性方程：

死亡漏报率的大小。为了正确估计ＤＳＰ的死亡漏
报，２０００年前流研所分别于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８

ｎ（ｘ）一ｒ．Ｇ＋）＝［１ｎ（后。／ｋ２）］以＋［（后。如）“５／ｃ］Ｚ０＋）

（１）

年在各监测点，抽取２０００户家庭，利用“捕捉一标记一

式中，ｆ代表两次调查的时间间隔；ｋ，和舷分别代表第

再捕捉”（ＣＭＲ）的原理，进行一次出生、死亡的入户

一次和第二次调查人口的完整性；ｃ代表死亡报告的

漏报调查，确定漏报率用以校正报告数据ｂｊ。因此，

完整性；矿（ｚ）指的是在这段时间内，进入年龄髫岁及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ＤＳＰ报告的数据正是基于这种漏报

以上的人口比例；广（戈＋）指的是菇岁及以上的人口

调整校正后的数据。这种ＣＭＲ法正是属于上述的

增长率；矿（戈＋）为省岁及以上死亡率。

第三类，即采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再次进行入户

在该模型中对而和七：有一个约定，若ｋ。如＞１，说
１／（ｋ。他）；若ｋｌ／ｋ：＝１，说明

调查的方法。为了避免二次调查，本研究尝试采用

明五。＞ｋ２，则令ｋｌ＝ｌ，ｋ２

上述第二类方法，即分别采用广义增长平衡法

ｋ，＝ｋ２。则令ｋ。＝舷＝１；若ｋｌ／ｋ２＜ｌ，说明ｋｌ＜ｋ２，则令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ＧＧＢ）和综合绝世后代法

ｋ．＝而。ｋ２，Ｊ如＝１。

通过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总的漏报率，各年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Ｇ）从方法的角度来
构建模型，从而估计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监测数据漏

别漏报情况可以通过绘制散点图来表达。以进入率

报的情况。

和增长率的差值［矿（戈）－－ｒ＇（ｘ＋）］为纵坐标，死亡率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ｔｉｎｃｔ

［矿（菇＋）］为横坐标，绘制散点图。可以判断通过监
资料与方法

测获得的实测值（ＯＢＳ）与通过方程（ＦＩＴ）估算出来

１．数据来源：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ＤＳＰ系统在１０００万

的ｙ值之间拟合的程度。这两类散点重合得越多，

监测人口中采集常规基本卫生资料的综合监测系

说明拟合的程度越好，即说明漏报率越低，反之，则

统，包括监测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含死因）。该系统

说明漏报程度较高。

每年收集大约５万死亡个案、１０万出生个案。死亡

（２）ＳＥＧ法：其基本逻辑和思路十分简单。在

数据的收集按照以下程序进行：①每月由疾病监测

任何一个人群中，￡年戈岁的人口数，必定等于ｔ年以

工作人员通过多种途径掌握死者信息。如城市通过

后这些同批人在戈岁以上各个年龄死亡人数之和。

派出所获得，农村通过召开乡村医生会议，并向乡卫

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综合绝后世代法。如￡年２５

生院报告死者姓名和地址的方式掌握死亡名单；儿

岁的人口，必定等于（￡＋１年２６岁死亡人数）＋（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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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７岁死亡人数）＋……＋（ｔ＋埘年最高年龄组死

更准确地得出年龄别死亡率。

亡人数）之和。这里（￡＋埘）代表同批人中最后一个

结

死亡的年份。假定这批人今后各年登记的死亡人数
之和只等于ｔ年名岁年龄组人数的５０％，就可以知道
死亡登记系统的完整率是５０％№Ｊ。基本公式：
．∞

，ｉ

果

１．ＧＧＢ法计算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漏报率：将ＧＧＢ
法运用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据结果，如表１所

一

Ⅳ（菇）＝Ｉ Ｄ（口）·ｅｘｐ［Ｊ．ｒ（ｕ）ｄｕ］ｄ（ａ）

·９２９．

（２）

一

式中ｍ（ｘ）是当年ｚ岁人口数，Ｏ（ａ）为当年口岁死亡

示。表１中的第（８）和第（９）列的ｘ轴和】，轴拟合得
到如下的线性方程：
ｎ（ｘ）－ｒ＊（ｘ＋）＝Ｏ．０１９＋１．０５８×，０＋）

人口数，ｒ（ｕ）为ｕ岁分年龄人口增长率。
根据式（２），ＳＥＧ法要求：①分年龄死亡人数

即截距ａ＝Ｏ．０１９，斜率６＝１．０５８。根据式（１），可以

Ｄ（ｘ）；②同年分年龄年中人口数Ｎ（ｘ）；③同年分年

得到ｋ，／ｋ，＝１．１４５６。由于后。他＞１，贝０

龄人口增长率ｒ（ｘ），而为了计算出分年龄人口增长

０．８７２９，ｋｌ如＝０．８７２９。因此，可以得到ｃ＝Ｏ．８８３。也

ｋ。＝ｌ，如＝

率，又必须要有两个时点的分年龄人口数。计算步

就是说，１９９８年人口相对于１９９１年来说上报的人口

骤及公式见参考文献［５，６］。在式（２）中，需要有最

完整性为８７．２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死亡漏报率＝ｌ一

高年龄段的预期寿命值。本文最高年龄组为８５

０．８８３＝Ｏ．１１７，即１１．７％。

岁。由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距离１９９８年是最近的一

在图ｌ中，黑点表示通过监测获得的实测值

次普查数据，因此，ｅ（８５）取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计算得出

（ＯＢＳ）计算出来的进入率和增长率的差值矿（茗）一，

的结果，即ｅ（ｓｓ）＝５．０４［７］。

（菇＋）［即表１中第（９）列］和死亡率扩（石＋）［即表ｌ

通过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总的漏报率，各年龄

中第（８）Ｙ１１］拟合的点，空心的点表示方程（ＦＩＴ）估算

别漏报情况可以通过绘制散点图来表达，即以各年

出来的】，值［即表１中第（１０）ＹＩＪ］和死亡率ａｒ（ｘ＋）拟

龄别报告的完整率（即通过死亡登记人口数估计出

合的点。从图ｌ可以看出，各点拟合的程度相当的

的分年龄别人口数与根据人口登记人数计算出的分

好，除了５、１０、２０、２５、３０、４５和５０岁７个点，实测值

年龄别人口数之比）为纵坐标，年龄为横坐标，绘制

与估计值稍有偏离外，其余各点几乎重合。因此，可

散点图。比值越接近１，说明漏报率越低，反之，则

以说各年龄别的漏报程度不高。
通过上述计算的１９９８年较１９９１年人口完整性

说明漏报程度较高。
３．漏报率校正：通过计算出的人口和死亡漏报

为８７．２９％，及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间死亡漏报率为１１．７％

率，可以对各年龄别死亡率进行漏报校正，从而能够

两个结果，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平均死亡率进行调整，

表ｌ运用ＧＧＢ法计算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据报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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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２第３列。

图１

表２运用ＧＧＢ法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据的
死亡率进行漏报校正

ＯＢＳ和ＦＩＴ进入率和增长率差值

Ｉｎ＂（戈）－－ｒ＇（ｘ＋）］与死亡率Ｃａｒ（ｘ＋）］的散点图

２，ＳＥＧ方法计算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漏报率：根据式
（２），首先计算分年龄别增长率，如表３中第（６）列所
示；其次，计算通过死亡登记人数估计出的分年龄别
人口数，取ｅ（８５）＝５．０４，得Ｎ（８５）＝５２ ２５０，然后依次

通过计算出来的报告完整率，调整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逆向计算各年龄别人口数，如第（７）ｙｌＪ所示；最后，计

年的死亡人数，从而得出调整的死亡率，如表４中第

算根据人口登记人数计算出的分年龄别人口数，如

（３）列。

第（８）列所示。通过第（７）列和第（８）列的比值，可以

讨

得到各年龄别的报告完整率，如第（９）ｙ１］所示。选取
第（９）列的中位数，可以得出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
据报告的完整率为５２％，即漏报率为４８．０％。

论

在我国，目前的漏报调查多采用不同的数据收
集方法或者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采用大型的人户调

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年龄别的上升，报告漏报

查，如我国人口普查多采用事后质量抽样调查

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在２５岁以前，漏报率在６５％左

（ｐｏｓｔ－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ＰＥＳ）陋３，监测系统多采用

右，到了８０岁，漏报率只有１０％左右。

ＣＭＲ法旧。１１｜。从本文可见，ＧＧＢ法与ＳＥＧ法均是通

表３运用ＳＥＧ法计算ＤＳＰ数据报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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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除了与死亡人数上报准确有关外，还与人口数
上报准确有关。ＣＭＲ法只能单纯地估计死亡漏报
水平，而不能估计监测系统中上报的人口是否完整；
而ＧＧＢ法既可以推算出死亡漏报水平，同时还能估

计出在这段时期内监测人口的相对完堑陛。因此具
有相对准确性。
４．各有局限性。应用ＧＧＢ法需要有三个方面
的条件：①封闭的人群；②分年龄别人口和死亡覆盖
年龄（ｚ）

图２各年龄别死亡报告完整率散点图
表４运用ＳＥＧ法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ＤＳＰ数据
死亡率进行校正

率相对稳定；③人口和死亡的年龄记录要准确ｎ

２１。

因此，ＧＧＢ法对于年龄是否报告错误非常敏感ｎ引，
且这种方法仅适合于成年人死亡漏报的估计，对
于婴儿死亡漏报的估计不适用。相对于应用ＧＧＢ
法需要满足的以上三个条件来说，ＳＥＧ法增加了
一个条件，即两次调查的覆盖率（即完整率）必须
一致¨２｜。如果对流动人口可以忽略，且在某一个年
龄段以上的死亡漏报率是相同的情况下，两种方法
所得出的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收集到的数据
并不完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或者数据不够准确时，
ＳＥＧ与ＧＧＢ法往往会得ｍ不同的结果。因此，同时
采用两种方法对同一组数据进行漏报估计，可以间
接地判断数据是否足够的准确，或者以上条件是否
得到充分的满足。
本文采用ＳＥＧ法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的居民死亡
漏报进行了估计，得出死亡漏报率在４８％左右，而采
用ＧＧＢ法计算的漏报率为１１．７％，两法计算结果相
差之大，究竟哪个合适呢？在ＧＧＢ法中，得出１９９８

过两次调查的分年龄别人口和死亡来间接估计成年

年较１９９１年总的人口完整性为８７．２９％，由此说明

人漏报的方法，且均不需要稳定人口的假定，具有优

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８年的完整率存在不一致。因此，单纯

越性。

采用ＳＥＧ方法进行漏报率估计存在不妥。那么，是

１．节约调查成本。ＰＥＳ和ＣＭＲ法均要求做两

否ＧＧＢ法计算的结果就优于ＳＥＧ法呢？实际上

次或两次以上的调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耗时、

ＧＧＢ法对于年龄是否报告错误非常敏感，而ＳＥＧ

耗人和耗力，成本相对较高；而ＧＧＢ法和ＳＥＧ法单

法对于不同年代人口的覆盖率是否稳定非常敏感，

纯从方法学上构建模型人手，避免了进行大规模的

因此，有学者建议采用漏报率间接估计时，应分两

现场漏报调查，节约大量的漏报调查成本投入。

阶段，即先用ＧＧＢ法对人口的完整性进行估计，并

２．可估计一段时期内平均漏报水平。ＰＥＳ和

校正；然后再采用ＳＥＧ法，对漏报率进行估计和校

ＣＭＲ法只可以估计本年度此次调查数据的漏报水

正ｎ ３｜。文献［１４，１５］报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通

平，不能估计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漏报水平。在现场

过采用两步走的方法，均得到很好的漏报估计。本

工作中，尤其是监测系统中，不可能每年都对上报的

研究采用ＧＧＢ—ＳＥＧ两阶段法对ＤＳＰ数据进行死亡

数据进行一次漏报调查，因此，往往是每隔几年采用

漏报估计，得到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的居民死亡漏报为

ＣＭＲ法做一次漏报调查来估计最近几年的漏报水

１１．７％。ＤＳＰ系统中曾采用ＣＭＲ法上报的１９９８年

平；而采用ＧＧＢ和ＳＥＧ法可以快捷地估计出一段时

总人群死亡漏报率为１３．２０％ｎ ６｜，通过ＧＧＢ—ＳＥＧ法

期内的平均漏报水平。

计算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死亡漏报与ＣＭＲ法接近。

３．可同时估计一段时期内人口的相对完整性和

ＧＧＢ—ＳＥＧ法除了校正了死亡漏报水平，同时

死亡漏报情况。在监测系统中，死亡率报告的准确

还校正了人口的漏报率，因此，该法可以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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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７．

地估计监测（调查）数据的漏报水平。

［１０］沈靖，高瞻．捕获一再捕获方法在流行病学发病率调查中的应
用．江苏预防医学，１９９７，７：７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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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肿瘤患者下呼吸道超鞭毛虫感染两例报道
周一平黄烈

陆学东

陈小可

［病例１］女性６６岁，因咳嗽１个月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

３７．６℃。１２月２０日复查胸片见双肺中上野仍有较多斑片阴

日入院。１２月１０ Ｅｔ胸部ＣＴ示左上肺舌叶及下叶背段不规

影。１２月２４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未见异常，右上肺支气管

则大片状阴影，边缘模糊，其内见支气管含气相，纵隔未见肿

肺泡灌洗液涂片见较多超鞭毛虫。第２天改用甲硝唑和依替

大淋巴结。近一周咳黄痰，发热，体温最高３８．８℃，无盗汗、

米星静脉滴注，３ ｄ后体温正常。１２月２９日出院时肺部湿罗

咯血。体检时体温３８．６℃，其他未见异常。辅助检查：血白

音消失，带甲硝唑继续服用１０ ｄ后复查胸片双肺斑片阴影基

细胞计数１０．８８Ｘ １０札，中性粒细胞０．８４，嗜酸性粒细胞０．１０。

本消失。

血红蛋白１３９ ｇ／Ｌ。１２月２０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仅见左上支

讨论：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易感染多种病原体，

气管黏膜轻中度肥厚，于左上肺行支气管肺泡灌洗，灌洗液

但超鞭毛虫感染罕见报道“。】。超鞭毛虫属原虫动物门，鞭毛

涂片镜检可见大量活体超鞭毛虫，抗酸菌阴性，细胞学检查

动鞭毛纲，超鞭毛目。该目下原虫均栖居于蟑螂（蜚蠊）及白

见较多高度核异型细胞，提示为恶性肿瘤（肺泡癌和肺小细

蚁的肠道内，特别是东方蠊的结肠内，形态大小类似滴虫，故

胞癌鉴别）。１２月２１日起给予甲硝唑静脉滴注，１２月２４日体

也有称为蠊缨滴虫。超鞭毛虫可能是经蟑螂、白蚁的排泄物

温正常。２８日痰涂片见少量不动的超鞭毛虫。

污染食品、衣物，由咽部异途进入呼吸道或排泄物干燥悬浮

男性６１岁，因发热、咳嗽５ ｄ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于空气粉尘中被吸入呼吸道。深圳地区气候湿润温暖，适宜

１０日入院，体温最高３９．２。Ｃ，咳黄痰。一年前出现腰痛，２００７

蟑螂、白蚁繁殖生长。已报道的病例中临床表现不同、症状

年５月在外院诊断“多发性骨髓瘤，ＩｇＧ型，Ⅲ期Ａ并腰椎多

轻重不一，重者表现为肺炎或肺脓肿、与其他病原体混合感

发性骨折”，已化疗４次。体检：体温３８．１℃，右中下肺湿罗

染，轻者呈慢性咳嗽或哮喘发作，本文两例考虑是肿瘤发生

音。辅助检查：血白细胞计数６．４９Ｘ １０ＶＬ，中性粒细胞０．８５，

后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超鞭毛虫机会感染。两例患者均

嗜酸性粒细胞０．０４，血红蛋门９６．１ ｇ／Ｌ，血沉１１０ ｍｍ／ｈ，血清

表现为发热、咳嗽和肺部浸润性阴影，甲硝唑治疗效果良好，

免疫固相电泳１，区发现异常单克隆条带，重链类别为ＩｇＧ类，

与已有的报道相似。

［病例２］

轻链型别为九型。痰抗酸染色３次阴性。胸ｘ线摄片提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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