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ｆｔ第３１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１１８８·

·综述·
结核病空间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孙果梅高谦彭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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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简单制图和基于模型的疾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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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简单制图：对结核病空间资料的分析一般先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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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开始一’１“，包括基础地图和结核病专题地图。基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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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显示人口学数据，可为下一步结核病数据的分析提供
线索，如Ｊｉａ等”。绘制的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和流
动人口密度图。而结核病专题地图则是把结核病的相关信
息如发病率等，叠加到基础地图上，使结核病专题信息与人
口学等基础信息联合显示出来，并可提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Ｃｈａｎ．Ｙｅｕｎｇ等“１在对中国香港的研究中制作了低教育水
平人群、老龄人群和低收入家庭中结核病例的分布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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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教育程度、老龄人和低收入是结核病的高危因素。但简单
制图方法存在较大问题，即没有考虑到风险本底的作用。比
如，制作结核病发病数点图时，如果不考虑不同区域人口密

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牛问题，

度的差异，就会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出现结核病例的“聚

我国是全球２２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据ＷＨＯ报告，

集”，对研究者造成误导，认为该地Ⅸ町能是结核病的高发地

２００７年全球共有９２７万结核病新发病例，其中我国约为１３０

区。因此，在制作结核病专题地图时，需要用统计方法来消

万…。正确认识结核病流行传播规律对制定切实有效的控

除风险本底的误导作用，常用的方法有标准化、平滑技术

制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结核病具有潜伏感染等特点，

等。如Ｕｔｈｍａｎ等’６制作的非洲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每年平均结核

使人们对其传播流行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全面。目前有很多

病与ＨＩＶ／ＡＩＤＳ共感染（ＴＢ．ＨＷ共感染）死亡者的空间平滑

新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结核病流行病学研究中，空间流行病

百分比地图和超额危险度地图，并得出结论只有同时控制结

学就是其中较新颖的一种。本文对国内外结核病空间流行

核病和艾滋病才能降低共感染者的死亡率，从而减轻两种疾

病学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病的负担。

空间流行病学主要研究人群巾疾病与健康状态的李间

（２）基于模型的疾病制图：简单制图只是应用描述性方

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包括疾病制图、生态学分析与聚集性分

法将疾病信息直观地显示在地图上，难以得到具有普遍意义

析心１；其主要支撑技术与方法有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遥感

的结果。因此，基于模型的疾病制图更有意义。在选择建模

（ＲＳ）、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ＧＰｓ）、空间统计与贝叶斯统计

方法时，除了考虑采用经典统计方法还是贝叶斯统计方法

等。空间流行病学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颖分支，在近１０

外，还应注意以下方面：①数据类型：是点数据、线数据还是

年得到迅速发展，已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预防控制。李问流

面数据；②分布假设：数据服从二项分布或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等；

行病学应用于结核病研究较早是在１９８５年。Ｆｒｏｇｇａｔｔ［¨绘制

③随机效应：需考虑空间异质性、空间自相火性和时间自相

了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地区的结核病例标点地图。此后，国内外研究者

关性所带来的随机效应等。例如在印度Ｍａｄｕｒａｉ市结核病的

在绘制结核病专题地图、疾病聚集性分析、事态学分析、时空

研究中““，使用二项分布模型计算期龌病例数，再用二项与

模型建立和结核病防治策略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复合模型评估人群异质性，并用经验贝叶斯方

究，从空间角度揭示了结核病的分布与传播规律，对结核病

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使用二项分布模型时发现７２个结核

防治策略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病房中的２６个为高危病房，而使用复合模型发现１５间病房

１．结核病专题地图：结核病专题地图制作对特定地区
结核病的防治策略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制图方法主
Ｄ０１：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６

的标准化死亡率＞ｌ，且这１５间病房中有７问位于河边，其余
均为拥挤病房。因此得出复合模型适于研究有地理差异的
疾病数据的结论。Ｊｒ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等“４ｊ在巴西圣保罗地Ⅸ的研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育部医学分子病毒

究巾使用了高斯地质统计学模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学重点实验室复日．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孙果梅、高谦）；复日．大学

ｍｏｄｅｌ）制作艾滋病病例巾结核病发病风险专题地图，在艾滋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窀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彭

病人群中发现了４个结核病高发的地区。并确证了结核病的

文祥）

传播风险与地理位置有关；艾滋病的传播风险与其社会活动

通信作者：彭文样，Ｅｍａｉｌ：ｇｉｓｒｓｇｐｓ＠１６３．ｃｏｍ

相关，而与地理位置无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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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疾病的空间自相关分析与聚集性探测：空间自相关是

通过对空间聚集性方法的评价，Ｓｏｎｇ和Ｋｕｌｌｄｏｒｆｆ‘２“认

指空间位置上越靠近的事物或现象就越相似。空问自相关

为，Ｍｏｒａｎ’Ｓ，统计量在进行全局聚集性探测时准确性较差，

分３种：正相关、负相关和零相关。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全

建议在进行全局分析时，使用Ｔａｎｇｏ’Ｓ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局分析和局部分析。’前者用来分析整个研究区域内结核病

ｅｖｅｎｔｓ

的分布是否具有自相关性。即是否为随机分布；后者则用来

用空间扫描统计量。但Ｋｕｌｌｄｏｒｆｆ提出的空间扫描统计方法

分析某个具体地点结核病的分布是否具有自相关性，即判断

也有局限性，其扫描窗口只能是圆形或椭圆形，目前已有基

该地点是否为结核病的聚集地（“热点”）。进行空间自相关

于任意形状的空间扫描统计方法Ⅲ。。根据Ｋｕｌｌｄｏｒｆｆ。２４１的研究

分析与聚集性探测的主要方法有：

ｅｘｃｅｓｓ

ｔｅｓｔ（ＭＥＥＴ）统计量。“，而在进行局部聚集性分析时使

以及其他对血吸虫病和肝癌的空Ｉ’ＲＪ聚集性研究“５’…，不同的

（１）Ｍｏｒａｎ’ｓ，统计量：Ｍｏｒａｎ’ｓ，统计量用于全局空间自

空间统计学方法分析聚集性的范围大小与形状是不一样的，

相关分析”’６·”１，结果介于一ｌ～１之间。正值为Ｊ下相关，负值为

因此在进行结核病的空间聚集性分析时应选用多种方法进

负相关，且绝对值越大自相关性越强，疾病越容易出现聚集

行探测。

现象。Ｊｉａ等”－用Ｍｏｒａｎ’Ｓ，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北京市结核病

３．结核病生态学研究：生态学研究是在群体水平上研

例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发现常住人口中结核病例的，值

究各种暴露因素与结核病之间的关系，通过描述不同人群中

在一０．４６—．０．１４之间，而流动人口巾结核病例的，值在０．１１～

暴露因素的状况和结核病发病频率，分析该因素是否为结核

０．９９之间，通过ｚ检验说明流动人口中存在正自相关性。

病的危险因素。空间流行病学在危险闪素研究方面也起到

（２）Ｇ统计量：即Ｇｅｔｉｓ’Ｓ Ｇ／‘统计量ｂ’”１，常朋来进行局部

重要作用，既口ｒ以验证传统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又叮以发

空间自相关分析。彭斌等“２ｏ廊用Ｇ统计量对重庆市黔汀区

现新的地理相关危险因素。结核病的生态学研究主要包括

５０个乡镇结核病发病的“热点”区域进行研究，结果Ｇ值绝对

以下内容：

值＞１的有１６个，其中正值有９个，负值有７个。ｃ值越接近

（１）社会经济水平：社会经济水平高低对结核病的流行

０，说明结核病在该区域周围没有聚集现象，呈随机分布；Ｇ

状况影响较大，相关研究也较多‘４＇…·“驯。如对巴两东南部的

值的绝对值越大，聚集程度越高，即形成“热点”区域，当Ｇ值

研究发现ｕ…，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地区其结核病发病率是高经

为正值时，该聚集区域为结核病的高发区域，负值时为低发

济水平地区的２倍；对马达加斯加首都Ａｎｔａｎａｎａｒｉｖｏ市的研

区域。

究也得到相似结果［１６］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空间扫描统

（２）生活方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结核病传播与家庭外

计量可用于分析疾病在时间、空间或时空分布上是否存在聚

的一些公共场所有关，而这些公共场所又与某些生活方式有

集性，不仅可判断是否有聚集性存在，还能对聚集位置进行

关。Ｍｕｎｃｈ等’７帔用Ｋ一均数聚类技术和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分析对

定位““。空间扫描是在地图上设定一个扫描窗口，使窗口中

南非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的研究发现，结核病报告率除了与失业、人

（３）空间扫描统计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ｎ

心在整个研究区域巾移动扫描，寻找结核病的聚集地区。国

口稠密等社会人口学因素有关外，还与研究地区的洒吧密度

外研究者广泛应用空间扫描统计量进行结核病的聚集性分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提示当地的特殊生活方式——群体性饮

析悼’９’１“ｏ。大多数研究者发现结核病具有空间聚集性，如

酒为结核病的一个高危因素。Ｍｕｒｒａｙ等”“则应用定性技术

Ｎｕｎｅｓ［９３对葡萄牙的结核病例进行时空扫描，结果确定

对各种可能的结核病传播“热点”场所进行研究，根据各场所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在三个地区（Ｐｏｒｔｏ，Ｓｅｔｆｂａｌ和Ｌｉｓｂｏｎ）结核病

的拥挤程度、人群特征、通风情况等做出综合评分，结果表明

的发病存在聚集性，并确定２００２年是全国性的结核病高发

酒吧、诊所、教堂等地的传播危险更高。

时段。Ｏｎｏｚｕｋａ和Ｈａｇｉｈａｒａ【１７１对日本福冈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３）流动人口增加：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

的结核病例进行时空扫描研究，单纯空间扫描结果发现存在

成为结核病传播的一个新的高危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市流

三个可能的集群，而时空扫描发现２０００年在北九州工业区

动人口中存在结核病聚集性和４个“热点”【５１，而常住人口无全

存在一个最町能的集群。但Ｏｅｌｔｍａｎｎ等”９】在美国的研究并

局聚集性，只有１个“热点”；表明流动人口增加是结核病例增

没有发现结核病存在空间聚集性。进行时宅扫描时要考虑

加的一个危险因素。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结

扫描窗口的大小和形状，在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尺度之间权

核病例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哺。：在国外出生人群中观察到４

衡，Ｈｉｇｇｓ等Ⅲ３在对洛杉矾无家町归者的研究巾，通过对使

个高发病率区域，而本国出生人群中只有１个高发区。

用病例精确地址和使用普查地区中心点地址两种方法的比

（４）其他地理相关因素：除上述危险因素外，其他地理环

较发现，当空间窗口＜０．２ ｋｍ时，无论病例数多少，使用其精

境相关因素也Ⅱｆ能与结核发病相关。如牧童等ｔ２７ｊ发现四川

确地址均可提高检测灵敏度；在空间窗口≥ｌ ｋｍ时，两种方

省茂县海拔与儿童结核病发病率之间有明屁的相关性。

法均很难检测到聚集性；空间窗口取值在０．２～１ ｋｍ之间时，

４．结核病危险度评价：点源或线源危险度评价是指对

随着病例数的增多，使用其精确地址灵敏度越高。当时间窗

某一点（如传染源）或某条线（如公路或河流）附近的疾病危

口≤２个月时，两种方法结果相似；而时间窗口＞２个月时，

险程度进行评估的一种小区域研究。在建立危险度评价模

使用精确地址町发现更多聚集性。因此叮得出结论。在空间

型时，暴露测量是一个难点，目前既没有较好的直接测量方

窗口＜Ｏ．２ ｋｍ、时间窗口＞２个月时，使用病例的精确地址可

法，也没有合理的暴露评价方法。Ｊｏｎｅｓ等口刮对２００７年５月

同时提高探测的灵敏度和及时性。

一个ＭＤＲ．ＴＢ患者所乘航班上的乘客进行定量微生物危险

．１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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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评估，暴露测量使用多区域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结果发现靠近感染

区。因此得出结论基于地理位置的控制措施比接触者调查

源和飞机尾部的乘客感染风险较高，与Ｋｏ等拉”在稳念假设

更有效。

前提下应用简单一舱室模型（ＯＢＭ）和连续舱室模型（ＳＢＭ）
得ｆｌ｛的结论相似。

７．结核病控制措施评价：由于结核病的死灰复燃，ＷＨＯ
于１ ９９７年强化了ＤＯ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ｈｏｒｔ

５．疾病空间模型的建立：疾病模型的建立属于理论流

ｃｏｕｒｓｅ）控制策略一“。应用空间流行病学方法玎『以评价

行病学的范畴，是指用数学公式定母地表达病因、宿主、环境

ＤＯＴＳ策略的效果。Ｊａｃｏｂｓｏｎ等。３乱对墨西哥Ｖｅｒａｃｒｕｚ市

之间构成的疾病流行规律。疾病模型在空间流行病学中应

ＤＯＴＳ策略强化ｆｊｉ『后耐多药（ＭＤＲ）结核病例的地理分布改

用广泛，包括窄间回归模型、贝叶斯时空模型等。

变进行了研究，发现强化前ＭＤＲ与非ＭＤＲ病例距市中心的

（１）空间回归模型：应用于结核病的窄问回归模型主要

距离中位数差异尤统计学意义。但强化后即出现差异，ＭＤＲ

是Ｐｏｉｓｓｏｎ同归模型“。７］。它是在假设结核病的发病服从

病例数降低，且多分布在更贫困、更偏远的地区。Ｔａｎｓｅｒ和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的前提下使用的，可用来观察人口学因素或空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一７·在南非Ｈｌａｂｉｓａ对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６年每户家庭到

间因素与结核病例数之间的联系。比如基于ＧＩＳ的多水平

医院、诊所、社区卫生Ｔ作者（ＣＨＷ）或志愿监测者的平均距

额外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ｂ ３、多水平Ｐｏｉｓｓｏｎ增长曲线模型№１等。

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诊所的增加和ＣＨＷｓ集中到作为治

（２）贝叶斯时空模型：时空模型可同时考虑ａＣｆ日］相关性、

疗点的医院使平均距离从２９．６ｋｍ减少到４．２ ｋｍ，而志愿者

空间相关性和时空交互作用，能更伞面的反映结核病分布的

的增加则使其再减少到８００ ｍ。说明ＤＯＴＳ策略在Ｈｌａｂｉｓａ

时空趋势。贝叶斯统计学通过构建分层贝叶斯模型，结合

的实施大大提高ｒ病例就诊的可及性，也论证ｒ空间流行病

马尔科夫链一蒙特卡岁（ＭＣＭＣ）方法，町以有效地进行基于

学方法评价ＤＯＴＳ策略的可行性。

模型的疾病分布图制作、疾病时空聚集性分析和疾病的生态

８．总结：空间流行病学方法可制作疾病譬题地图，应用

学分析等ｂ…。通过贝叶斯时空分析，可以识别结核病分布的

可视化技术更直观地了解结核病的分布状况并进行分析。

时间和空间趋势，揭示其潜在的危险因素并可制作基于模型

还可进行率间分布模式研究，确定结核病是随机分布、均匀

的平滑地图。比如，Ｓｏｕｚａ等。”在巴两东北部Ｏｌｉｎｄａ市

分布，还是具有空间聚集性，若是随机分布则采用传统流行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结核发病率的研究中使用了４个分层全贝叶

病学方法；若存在空间聚集性则采用空间流行病学方法。此

斯模型（远端模型、近端和远端模型、近端和远端随机效应模

外，基于贝叶斯统计方法的空问模型，可用来发现新的结核

型以及零空间随机效应模型），通过ＭＣＭＣ方法来评估结核

病危险闪素，或进行危险度评价。但空间流行病学也对研究

发病的相对风险，结果确认近端和远端随机效应模型最町

者提｝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对于医学研究者来讲，空间分

靠，并发现每户人口数、复治病例数和单户病例超过ｌ例的

析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通常需要应用多种软件。且不同

户数３个因素的相对危险度均≥１．８。

的软件分析的重点不同，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熟悉各种软件的

６．与分子流行病学结合分析：分子流行病学在研究结核

优缺点并熟练操作。其次，进行李问统计分析时，需要考虑

病的近期传播、结核分枝杆菌的基闪型分型和进化等方面取

空间特性与时间特性，建立的统计模型非常复杂，周际上更

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矗“：①分子流行病学的

偏重于应用贝叶斯统汁方法进行建模，因此对习惯于传统统

一些结果难以解释，应用基因型分型方法得出的成簇病例之

计学思想的研究者是一个新的挑战。再次，空间分析对数据

间难以发现其流行病学联系；②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只能针对

的要求更高，除疾病相关数据外，还需要人口或地理相关数

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的病例，对于菌阴病例无法研究。

据等，数据虽大，种类多且不易获得。尽管如此。由于疾病分

空间流行病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结合分析为研究结核病

布与传播等特征往往与空间位置密切相关，而空间流行病学

的流行和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Ｈａａｓｅ等’８一在加拿大蒙

方法在位置数据分析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目ｌ｛ｉ『国内外

特利尔市进行空Ｉ．日Ｊ扫描研究发现“热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进

研究者对空间流行病学越来越重视，也不断开发各类分析软

行基因型分型，结果在国外出生人群中最大的一个结核病高

件，如空间扣描统计分析软件ＳａＴＳｃａ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ｔｓｃａｎ．

发区中确认ｒ近期传播。结论是：在一个总体发病率较低的

ｏｒｅ，／）、贝叶斯统计分析软件ＷｉｎＢＵＧＳ（ｈｔｔｐ：／／㈣

城市中，空间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方法的联合使用更易

ｍｒｃ．ｂｓｕ．ｃａｍ．ａｃ．ｕｋ／ｂｕｇｓ／）以及ＧＩＳ与遥感分析的软件

发现局部近期传播。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等‘”ｊ对南非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流行

ＩＬＷＩＳ（ｈｔｔｐ：Ｈ５２ｎｏｎｈ．ｏｒｇ／）等。结核病空间流行病学未来的

的一个北京基因型菌株亚群——Ｆ２９家族菌株进行基因型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耐药结核病的时卒聚集性探测、宅间传

分型，发现存在５个簇，然后对成簇病例应用ＧＰＳ定位。结

播动力学研究、贝叶斯时空模型的建立以及空间流行病学与

果显示成簇病例在卒问上是广泛分布的，这提示Ｆ２９基因型

传统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结合应用．为全面深入地认识结核病

菌株是研究Ⅸ域地方性的流行菌株。Ｂｉｓｈａｉ等ｍ·在美国

的传播与流行规律以及耐药结核病的分布状况提供新的思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的研究中首先应用基因型分型找出８４个成簇病

路与方法。

例，并应用接触者调查的方法发现其中只有２０个病例（第ｌ
组）有确定的流行病学联系，地理分析发现他们集中在经济
水平较低且毒品盛行的地区；另外的６４例（第２组）未发现流
行病学联系，地理分析发现他们多分布于第１组的外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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