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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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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提高早期发现传染病暴发的能力是公共卫生部门有效应对疫情的重要前提。近些
年来，随着新发传染病及生物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广泛关注，全球许多同家通过加强传统监测系
统、增加新监测数据源和手段、研究有效的监测数据分析技术等方式，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了传
染病监测与预警系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早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暴发之Ｉｉ｛『就着手开展了
传染病流行预警技术研究，并成功建立了探测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移动百分位数法。在此基础
上，中国ＣＤｃ又历时多年，先后开发完成了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信息系统，制定统一的预警信号
响应流程，并在国内１０个省份试点测试，于２００８年４月在全国ＣＤＣ系统中投入运行。该系统采用
国内最为庞大的法定传染病监测数据，开发了简便实用的预警方法，实现预警信号的自动产生和
及时发送，并对预警信号响应过程的信息进行及时收集。目前，该系统已成为各级ＣＤＣ机构早期
发现潜在传染病暴发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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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互联网与通信技术在我
国的普及应用，也为实现传染病暴发预警的自动化

尽早发现传染病暴发，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

创造了条件。

施，可有效降低疾病造成的发病和死亡，因此如何

为提高全国各级ＣＤＣ，尤其是基层早期发现与

在早期探测发现暴发事件是公共卫生领域始终关

识别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能力，在科技部和卫生部

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是了

的支持下，中国ＣＤＣ于２００４年肩动了基于法定报告

解疾病发生水平、发现暴发事件的一个重要数据来

传染病的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研
发项目。经过预警算法研究、建立系统运行机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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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预警系统的设计思路和方法，并对２００９年现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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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预警系统设计基本思路：预警系统的目标是
要建立一套覆盖全国范围、多病种、统一的传染病暴
发早期预警工具，从而有效协助各级ＣＤＣ疾病预防
控制人员早期发现可能的传染病暴发。该系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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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学算法，持续地对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

某一个数值时系统即生成预警信号，预警系统目前

数据进行自动分析计算，并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将探

对该方法使用的９种疾病均设置同定阈值为１例。

测到的疾病异常增加或聚集信号，通过手机短信及

（２）移动百分位数法：该方法是以县（区）为空间

时地发送给所在县（区）ＣＤＣ疫情监测人员。该系

范同，以过去３～５年的同期历史数据为基线数据，

统还能实现预警信号响应的结果报告和查看功能

对基线数据计算不同水平的百分位数作为候选预警

（图１）。

阈值，目前预警系统暂时采用第５０百分位数（Ｐ，。）作

２．预警疾病种类：预警系统以法定报告传染病

为预警阈值，优化的阈值町以通过灵敏度、特异度和

监测数据作为暴发探测的数据来源。根据传染病领

及时性的综合分析来确定。将当前观察期内的病例

域专家的意见，最终将２８种我国高度关注的疾病，

数与预警阈值比较，判断当前观察期病例数是否异

以及可引起暴发且需要立即采取响应措施的疾病纳

常增加。相对于采用均数来确定预警阈值，采用百

入预警系统（表１）。此外，各地还可根据当地需要，

分位数可不依赖基线数据的统计学分布类型。

将其他具有３年以上历史数据的疾病添加到预警系

移动百分位数法采用７ ｄ为一个观察期来消除

统中，如上海市将水痘添加到预警系统，实现了对该

周末效应同时增加数据稳定性，当前观察周期病例

病报告病例的暴发进行自动探测。

数（Ｃ。）为最近７ ｄ的病例数之和；基线数据采用过去

３．预警方法：根据疾病的不同危害程度、发病水

３年每年相同的观察期，以及前后各摆动２个７ ｄ的

平及关注程度，将２８种疾病分为两类，并分别采用

病例数，即基线数据由１５个历史数据块（Ｃ。，Ｃ．，）构

两种不同的预警方法（固定阈值法和移动百分位数

成心’３１（表２）。根据１５个基线数据计算出Ｐ，。作为预

法）运算（表１）。其中对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为甲类

警阈值。若当前观察周期病例数超过预警阈值时

或按照甲类管理的疾病、较为罕见或高度关注的疾

（Ｃ。≥Ｐ卯），系统即生成预警信号。该方法每日运算

病，采用固定阈值法，包括鼠疫、霍乱等共９种疾病；

一次，第２日将当前观察期与历史数据块后移１ ｄ，

对于其余疾病则采用移动百分位数法，包括甲型肝

并重复以上计算和判断过程。

炎、麻疹等共１９种疾病。

除对表１中两类疾病采用两种指定的预警方法

（１）固定阈值法：该方法是指当报告病例数达到

外，预警系统的用户还可结合当地疾病的发病水平、
疾病控制Ｔ作需要以及可利用卫生资源等
实际情况，将当地高度关注的传染病的预警
方法从移动百分位数法调整为固定阈值预

警法，以进一步提高疾病探测的及时性和灵
敏性。
４．预警信号发送：为及时、准确地将预
警方法产生的预警信号发送至ＣＤＣ疫情监
测人员，预警系统建立了一套手机短信发送
平台，该平台包含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
所有ＣＤＣ机构２名专业人员的疫情值班手
机号，能够实现将预警信号通过手机短信的
方式自动发送到指定手机。
对于采用固定阈值预警方法的病种，预
表ｌ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预警方法与疾病种类
预警方法
固定阈值法

疾病种类

警系统进行实时探测。即一旦医疗卫生机
构报告ｌ例病例，预警系统能够立即识别，并

９种疾病：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

生成预警信号，同时将该信号以手机短信的

高致病惟禽流感、肺炭疽、白喉、丝虫病，不明原因肺炎

方式发送至病例发生县及其所在省（市）和

移动亡『分位数法１９种疾病：甲型肝炎、阿型肝炎、戊型肝炎．麻疹．流行性出血
热、流行性乙型脑炎、蹬革热、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

中国ＣＤＣ疫情监测人员。对于采用移动百

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钩端螺旋体病，疟疾、流

分位数法进行预警的病种，预警系统每日２４

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流行性与

地方性斑疹伤寒以及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
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时探测，并于次日８时将预警信号逐条通过
手机短信发送平台自动向相应的县级Ｃ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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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移动百分位数法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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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场调查：当预警信号初步核实判定为疑
似事件时，当地县级ＣＤＣ需快速开展现场调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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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观察期
（近７ｄ）第１４－７ｄ｝ｆｆ２４－７ ｄ

疑似事件确认为一起传染病暴发疫情时，卫生部门
则按照国家与地方有关应急响应预案开展疫情的

Ｃｏ

２００７

ＣＩ

Ｇ

Ｃ，

ｃ．

Ｇ

２００６

Ｃ‘

ｃ７

ｃ－

Ｃ．

Ｃｌｏ

２００５

Ｃ¨

Ｃ１２

Ｃｌ，

Ｃ¨

Ｃ１５

注：Ｃ。指当前观察期（近７ｄ）报告的病例数；Ｃ，。Ｃ。，分别指过去３
年与当前观察期同期、之前２个７ ｄＶ２及之后２个７ ｄ报告的病例数

疫情监测人员发出预警信号。

防控工作。若疑似事件排除暴发的可能，则该预警
信号的响应结束。县级ＣＤＣ调查人员在结束调查
后２４ ｈ内将调查的基本情况录入预警系统《现场调

查表》中。根据事件发展动态，县级ＣＤＣ还将随时
填写和更新调查表的内容。

５．预警信号响应：根据中国ＣＤＣ统一制定的工

６．预警系统应用初步结果：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预

作方案，各级ＣＤＣ开展预警信号响应¨１。其流程主

警系统在全国的用户已达到１２ １４０个，国家级以及

要分为信号初步核实和现场调查两个阶段（图２）。

３１个省（市、区）、３５４个市和３０８１个县级ＣＤＣ共
６２２７个用户可通过手机接收预警短信。２００９年全
年预警系统共产生预警信号２７１ ５７８条，其中同定阈
值法生成１１２５条，移动百分位数法生成２７０

４５３

条。预警信号经初步核实和现场调查后，共确认暴
发１１６３起。２００９年全国共有２９３７个县发出预警信
号，平均每县每周发出预警信号１．６６条。
２００９年预警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涉及２８种疾
病，各病种预警信号数、疑似事件信号数和暴发起数
存在较大差异（表３）。固定阈值法预警病种中，霍
乱的预警信号数（２８４条）与调查确认暴发起数（１８
起）最多，鼠疫的预警信号数最少（２０条），但疑似事
件信号数的比例最高（７０％）。移动百分位数法中，
其他感染性腹泻、流行性腮腺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
图２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预警信号响应流程

痢疾的预警信号最多，三者合计占所有预警信号的
６３．３７％，而登革热信号最少，仅有１９条。判断为疑

（１）信号初步核实：预警信号的最初核实由县级

似事件的预警信号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感冒和

ＣＤＣ负责。在接收到预警信号的短信后，当地疫情

风疹所占比例最高（共占８６．３２％），而斑疹伤寒和钩

监测人员立即对信号进行初步核实，信号核实方式

端螺旋体病没有预警信号被判定为疑似事件。在现

包括登录疾病监测系统查看病例个人信息、与其他

场调查确认的暴发中，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和

来源的监测数据做综合判别、与报告机构或患者进

风疹的暴发数最多，三者合计占总暴发总数的８７％，

行电话核实等。核实内容包括病例信息的准确性、

而丙型肝炎、戊型肝炎、疟疾、斑疹伤寒和钩端螺旋

疾病诊断依据以及病例聚集性特征与发展趋势等。

体病５种传染病未发现暴发。

信号经过初步核实，属于以下任何情况之一者，该预

７．讨论：预警系统的开发和应用是近年来我国

警信号将被判定为疑似事件，需开展现场调查，否则

提升传染病暴发监测与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该系

该预警信号可被排除：①预警信号相关的病例可能

统覆盖国家、省、市和县级ＣＤＣ，实现了对２８种法定

有空间、时间或人群的聚集性；②疾病的发生范围有

报告传染病异常情况的自动探测和快速响应。该系

扩散趋势；③属于当地近年来罕见的疾病；④疾病属

统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目前已顺利地纳入各级

于固定阈值进行预警的特定病种。

ＣＤＣ日常传染病监测与预警工作中，并成为各地疫

信号初步核实后，当地疫情监测人员登录预警

情监测人员早期发现疾病暴发的重要辅助工具。

系统将信号核实的基本结果录入《信号核实卡》中，

预警系统采用法定报告传染病作为暴发探测数

市、省及国家级ＣＤＣ可通过预警系统及时了解每条

据来源具有明显优势。首先，法定报告传染病具有

信号的响应情况。

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行政约束力，各级医疗卫生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ｉｌ月第３ｌ卷第ｌｌ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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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２４３·

并将探测发现的预警信号以手机短信方式及时发送

２００９年全困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分病种预警结果
预警信号初步核实结果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１

渊查
认
发
数

给相应的下作人员，较以往对监测数据采用手工分
析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数据处理和分析频率，减少了
基层人员数据分析和异常情况判断的下作量。预警
系统还充分借鉴同际上预警系统设计的理念和架
构每８１，具有完整、标准化的丁作流程，包括数据的处

理和质量控制、数据异常探测模型运算、信号产生和
发送、信号响应以及结果反馈等内容’４一，且各地疫情
监测人员均按照统一的标准化流程开展预警及响应

工作，使得传染病暴发预警信号的发现、识别和响应
更加规范。此外，预警信号的初步核实内容的方式
简便，大多数预警信号仅通过浏览监测数据或电话
核文即迅速可排除，从而避免由于预警信号过多而
移动百分位数法预警病种

为基层人员带来额外丁作量。

其他感染件腹泻。

７２ ７５６

７２

６３６（９９．８４）

１２０（０．１６１

２７

流行性腮腺炎

５ｌ ５７９

５０

３０４（９７．５３）１２７５（２．４７）

３０９

预警系统采用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架构，县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４７ ６０２

４７

５３３（９９．８６）

１４

级ＣＤＣ通过互联网登录预警系统及时反馈每条预

丙型肝炎

２７ ９５５

２７

９４４（９９．９６）ｌ １ ｆ０．０４）０

警信号的初步核实和现场调查结果，市、省和国家级

麻疹

２ｌ ０４３

２０

８３Ｉ（９８．９９）２１２（１．０１）

５１

ＣＤＣ能够对信号响应的各个过程第一时间进行追

流行性感冒

１７ ０９３

１５

１０４（８８．３６）１９８９（１１．６４）４９５

风疹

９ ５１４

８

８７２（９３．２５）

６４２（６．７５）

２１０

甲型肝炎

６ ６３４

６

５７２（９９．０７）

６２（０．９３）

１１

反应过程中的信息沟通，有利于实现对传染病暴发

猩红热

３ ５９９

３

５６７（９９．１ ｌ、

３２（０．８９）４

的联动响应，并及时有效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此

伤寒＋副伤寒

３ １１３

３ ０８３（９９．０４）

３０（０．９６）ｌＯ

外，信息系统由中国ＣＤＣ负责组织开发、集中管理

戊型肝炎

２ ３７９

２ ３７８（９９．９６）ｌ（Ｏ．０４）０

与维护；省、市、县级ＣＤＣ作为系统用户仅需指定手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２ １０９

２ ０７２（９８．２５）

３７（１．７５）

２

急件出血性结膜炎

ｌ ９６１

１

９４６（９９．２４）

１５（ｏ．７６）

２

流行性出血热

Ｉ ２５８

ｉ

２５２（９９．５２）

６（０．４８）

１

疟疾

ｌ ２３３

ｌ

６９（０．１４）

踪和监控，从而推动了各级ＣＤＣ间在传染病监测和

机接收预警短信，不需要搭建网络硬件环境和开发

额外的软件系统，预警短信发送费用也完全由中国

２３０（９９．７６）

３（０．２４）０

ＣＤＣ承担，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基层机构经费和

斑疹伤寒

３５５

３５５（１００．ｏｏ）

ｏ（ｏ．ｏｏ）０

人力资源投入。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１６２

１

５５（９５．６８）

７（４．３２）

ｏ（ｏ．ｏｏ）０

钩端螺旋体病

８９

８９（１００．ｏｏ）

登革热

１９

５（２６．３２）

１４（７３．６８）

２

３

关于该系统中移动百分位数法预警阈值的设
定，本研究在前期预警方法和阈值的研究及试点结
果显示，历史基线数据Ｐ。。的灵敏度、特异度与阳性

合计

２７ｌ ５７８ ２６６

８５４（９８．２６）４７２４（１．７４）１１６３

注：４指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
感染性腹泻

预测值的功效较好：９ｊ。但经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学专
家分析，认为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初步使用应优先
考虑系统的灵敏度和及时性，尽量确保不遗漏可能

构和医务人员诊断和报告传染病的意识强，监测系

的暴发，冈此将该系统历史摹线数据的Ｐ，。暂时作为

统稳定性与数据质量相对其他来源更加有保障。其

预警阈值，待实际运行结果再调整和优化预警方法

次，我围法定报告传染病采取基于互联网的直报方

及其阈值。

式，使得传染病报告的时限得到极大缩短，病例从诊

预警系统在全国初步运行结果显示，大量传染

断到网络直报的平均时间间隔＜１ ｄ㈣，从而为实现

病暴发事件町以通过预警系统及时探测发现，说明

早期发现传染病暴发创造了条件。此外，法定报告

预警系统可及时、灵敏探测传染病暴发。但同时也

传染病的监测数据包括患者姓名、现住址和联系方

发现该系统的假阳性预警信号较多，有１．７４％的预

式等个人信息，在接收到预警信号后，当地疫情监测

警信号被判断为疑似事件，提示目前采用的预警方

人员可迅速查看患者相关信息，从而有利于对信号

法和阈值可能偏于保守，需进一步探索减少假阳性

进行快速核实，及时查找与追踪患者。

的策略。此外，不同病种间的预警信号数量与最终

预警系统实现了对监测数据快速和自动分析，

发现的暴发数差别较大，对于一些病例数报告较多

·１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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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少暴发的疾病预警效果较差，如其他感染性腹
泻、痢疾和丙型肝炎等，而对于流行性感冒、流行性
腮腺炎、风疹等疾病的预警效果较好。提示可能需
要考虑疾病的潜伏期、传染期、传播力、传代时间及

（３８）：１０７６－１０８７．

［３］ＨｕｔｗａｇｎｅｒＬＣ，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Ｓｅｅｍ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ｉｏｔｅｒｒｏｆｉｓｍ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ＡＲＳ）．Ｊ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３。８０（２ Ｓｕｐｐｌ １）：ｉ８９－９６．
［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其公共卫生意义等特征的差异，研究开发适用于不

ｐｉｌｏ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ａｌｅｌ－ｔ

同疾病的多种预警方法和阁值。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在实际工作中，对传染病暴发早期发现的手段
多样，包括医疗卫生人员报告、教师或校医报告、疾
病预防控制人员疫情监测、家庭或媒体举报等¨０｜。
而基于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数据的预警系统仅是疾

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传染病自动预警（时间模型）试运

行工作方案．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０８．
［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ｙ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ｏ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病暴发早期探测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期望该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系统完全取代其他的暴发发现方式。此外，预警系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ｉｎ

统发出的预警信号主要是向当地疫情监测人员提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２００８年法定传染病发病与死亡

需要进行核实的异常情况，最终是否为暴发还需专
业人员进行调查判断，因此也不能期望该系统能完
全自动判断是否为暴发。

ｉｎ

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报告．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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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

ＣＡ，Ｐｏｌｋａ

Ｈ，Ｗａｌｋｅｒ Ｄ，ｅｔ ａ１．ＢｉｏＳｅｎｓ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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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ＭＭＷＲ，２００５。５４ Ｓｕｐｐｌ：Ｓｌｌ－１９．

随着预警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应用，以后重
点将对该系统的运行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和全面的
评价。一方面，本研究目前已成功建立了基于
ＳａｔＳｃａｎ时空扫描模型的预警方法，并正在国内２０
个省２２１个市（县）开展试点研究，下一步将利用预
警系统运行的结果对时间和时空预警方法的及时

［７］Ｍａｈｄｉ

ＫＤ，Ｏｖｅｒｈ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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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指标做深入的比较和分析评价…·１２］，以进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一步提高预警系统的探测效果；另一方面，还将开展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２５（１２）：１０３９—１０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针对预警系统用户的调查，进一步了解基层人员对
预警信号的响应工作情况，对假阳性信号的可接受

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１２）：１０３９—１０４１．

能的不足等，并对系统早期发出预警信号的公共卫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作功能¨３】。

ｗｈｏ

（本研究得到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的积极支持；ＷＨＯ中国办
Ｊｏｈｎ Ｃｏｗｌｉｎｇ、Ｄｅｎｎｉｓ Ｋａｉ Ｍｉｎｇ

Ｉｐ，加拿大麦吉尔大学Ｄａｖｉｄ Ｂｕｅｋｅｒｉｄｇｅ对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的改进完善以及本文撰写提出宝贵建议，谨志感谢）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Ｅｐｉｄｅｒｎｉｏｌ，２００８。２９（１）：ｌ－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冯子健，李克莉。金连梅，等．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现人及
报告人职业特征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１）：ｌ－４．
［１１］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ｍｅｔｈｏｄ

事处ＣＫ ＬＥＥ，香港大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ａｓｅｓ．Ｃｈｉｎ Ｊ

［１０］ＦｃｎｇＺＪ，ＬｉＫＬ，ＪｉｎＬＭ，ｅｔａｌ．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ｊｏｂ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ｄ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警工作方案，为用户提供更加简便、实用的系统操

ｓｅｖｅｎ

杨维中，邢慧娴，王汉章，等．七种传染病柠制图法预警技术研

性或容忍度以及预警响应工作流程和系统用户功
生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评价，以不断改进和完善预

Ｍ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ｓｓｏｃ，２００７，１４（５）：５８１—５８８．

Ｙ，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Ｓ，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 Ｋ，ｃ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ｐｒ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ａ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ｂ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４
（２）：３３—ｍ．
［１２］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ＫＰ。ＡｂｒａｍｓＡＭ．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ｅｄ Ｒｅｓ。２００６，１５（５）：

４４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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