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０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３Ｉ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ｏｉ．３１。Ｎｏ．１２

·基础理论与方法·

累积和控制图法在传染病暴发探测中的应用
张洪龙赖圣杰李中杰

兰亚佳杨维中

【导读】近年来，为提高传染病暴发早期发现能力，许多学者开展了基于各种传染病监测数
据源的暴发早期探测方法研究，期望通过采用适当的数学算法．对疾病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早

期发现疾病与症状发生的异常增加或聚集性。本文介绍了一种国外广泛应用于传染病监测数据
异常探测的统计过程控制方法——累积和（ＣｕｓＬｎⅥ）控制网法，对其基本原理与特征、方法设计
要点，以及在传染病暴发探测中应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在我国传染病预警领域
推广应用该方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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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现传染病暴发的迹象，并及时采取应对

Ｃｏｎｔｒ０１）作为一种成熟且易于掌握的时间模型方法，

措施，可有效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减少疾病对社会和

在公共卫生领域应用较多。常见的统计过程控制图

经济造成的损失…。近年来全球广泛开展了基于各

包括休哈特控制图、移动平均（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

种传染病监测数据源的暴发早期探测方法研究，期

控制图、指数加权移动平均（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望通过采用适当的数学算法，分析疾病监测数据，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ＷＭＡ）控制图、累积和（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从而早期发现疾病与症状发生的异常趋势或聚集

ｓｕｍ，ＣｕＳＵＭ）控制图四类，其中ＣＵＳＵＭ在探测疾

性幢圳。目前用于疾病发生异常探测的方法较多，根

病监测数据微小变化时具有较好的及时性和灵敏

据分析数据项的类型分为时间模型、空间模型和时

度，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口舯Ｊ。本研究在查阅大量国

空模型三大类ｂ］。统计过程控制（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ＣＵＳＵＭ控制图方法在传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病暴发探测中应用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介绍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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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应用类型、方法设计等内容，从而为在我国传染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９ＺＸｌ０００４—２０１）；“十一五”国家科

病预警领域推广应用该方法提供参考与借鉴。

技支撑计划（２００８ＢＡｌ５６８００）：中国一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０－－２０１ｌ合作
项目（ＷＰＣＨＮｌ００２４０５）

基本原理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洪龙、赖圣杰、李
中杰、杨维中）；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兰亚佳）
通信作者：杨维中，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ｗｚ＠ｃｈｉｍｃｄｃ，锄

ＣＵＳＵＭ是一种在传统休哈特控制图方法基础
上改良的方法。休哈特控制图法是由美国贝尔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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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Ｓｈｅｗｈａｒｔ博士在１９２４年首先提出，最早用于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用于流感监测数据的分析”５｜。

产品质量控制，其原理是将引起质量波动的原因分

在传染病暴发探测领域应用中，ＣＵＳＵＭ方法

为偶然和异常两种因素，并利用控制图中上下控制

的主要设计环节有阈值参数日和参考值参数Ｋ的设

限（ｉ±３ｓ）和中心线（ｉ）进行质量控制：正常情况下

定伸］、期望值的计算方式和基线数据范围的确定№１

观察数据在偶然因素影响下嗣绕中心线波动，当观

等。根据可利用的历史数据时间长短情况，ＣＵＳＵＭ

察数据超出了控制限或在控制限内排列非随机时，

可以选择不同长度的基线数据计算期望值。

即表明质量ｍ现了异常波动’９］。休哈特控制图法的

１．基于长期基线数据的ＣＵＳＵＭ方法：考虑到

优点是方法简便，对观察数据突然出现的较大变化

疾病的季节效应，基于长期基线数据的方法利用当

较为敏感，而对一些缓慢变化的微小偏移则难以探

前数据和历史同期数据进行比较ｎ３。自１９９５年美国

测到一‘１ ０｜。为进一步提高控制图法的敏感性，剑桥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的沙门菌暴发探测算法

学Ｐａｇｅ【ｌ¨于１９５４年提出了ＣＵＳＵＭ方法。其原理是

（ＳＯＤＡ）就是利用ＣＵＳＵＭ，以每周沙门菌感染病例

通过不断累加计算观察值与期望值的差值，逐渐放大

合计数为观察值，并假定观察值服从正态分布，分析

数据出现的波动，从而更加快速、灵敏地探测到休哈

国家沙门菌监测系统的数据¨６｜，其公式：

特控制图法无法识别的微小异常情况““。该方法适

Ｓｏ＝０

用于分析正态分布、平稳且不自相关的数据…】。

ｓ：ｍａｘＥｏ，ｓ。。＋（ｘ一肿）／％一Ｋ］

ＣＵＳＵＭ方法的计算公式：

量三ｍ。ａｘ［０，ｓ，。＋（ｘｆ一，一Ｋ）］
Ｓ一

，ｓ，ｌ＋（ｘｆ—ｒ—Ｋ）］

（２）

式中五为当前观察值，期望值脚为过去５年同期每周
（１）
…

病例数的均数，盯。为过去５年同期每周病例数的标
准差。根据公式（２）计算Ｓｌ值，当ｓ，ｄｘ于阈值日时，直

式中ｔ为时间，五为观察值，ｒ为期望值，Ｋ表示观察值

接累加计算下一个Ｓ＋．值；当Ｓ大于阈值日时，表明

大于期望值的最小偏移量，＆是最初累积和值，Ｓ是

监测数据出现异常增加¨引，需要引起注意，同时重新

当前期累积和值，Ｓ一。是上一期累积和值。该方法的

设定Ｓ为０【６’１２】。该研究发现，当Ｋ＝１，Ｈ＝０．５时，

两个重要参数是阈值日和参考值Ｋ，其值的选取直

ＡＲＬ。的值最小，方法效果最佳。

接影响方法的探测能力ｎ ３｜。在该控制图中，从监测

ＳＯＤＡ最初备选了３种期望值的算法：过去５年

开始到发现异常的过程中，所需平均时间为平均运

同期５周病例数（Ｘ：、Ｘ，、Ｘｓ、Ｘ１，、Ｘ¨）的均数、过去５

行长度（ＡＲＬ），是评价控制图效果的一个重要指

年同期５周病例数（ｘ：、ｘ，、Ｘ８、ｘ¨、ｘ．。）的中位数和

标。从无异常到发出错误警报所需时间为Ａ弘，其

过去５年同期及其前后摆动ｌ周的１５周（Ｘｌ、ｘ２、

值越大越好；从出现异常到发出正确警报所需时间

Ｘ，…Ｘ。，）病例数的均数，当前数据和基线数据的比

为Ａｊ也。，其值越小越好。通常先固定Ａ碰。，然后计算

较见表１。该研究最终发现采用过去５年同期５周

出满足要求的不同日和膨参数组合，再分别计算这

病例数的均数计算期望值，其错误预警信号较少、特

些参数组合所对应的ＡＲＬ。，Ａ地，值最小时的日和Ｋ

异度最高。

为最优参数组合，此时控制图效果最佳。当ｓ，值超

表１

ＳＯＤＡ备选的当前数据和基线数据比较

过阈值参数日时即表明出现异常情况。该公式仅表
示正向变化的探测，即关注观察值的异常增加。当
需要探测负向变化（观察值异常降低）时，公式中的
“ｍａｘ”替换成“ｍｉｎ”，即当Ｓ值低于阈值参数日时即
表明出现异常情况。在传染病暴发探测应用中，一
般仅探测正向变化的异常情况。

注：Ｘ为沙门菌周病例合计数，假设当前数据为２００９年某周观
察值）（ｏ

实例分析

此外，为避免在病例数较少期间，该方法经过不
ＣＵＳＵＭ方法最初应用于工业领域，经过几十年

断累积运算后可能生成过多假的异常信号，ＳＯＤＡ

的发展，仍是产品质量控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医

中还依据经验设置了方法开始运算的基准值，即仅

学领域中由于探测疾病数据的异常变化与制造业中

当观察值＞５时才进行累积和运算，从而可进一步

发现产品质量变化的原理相似，ＣＵＳＵＭ也适用于疾

减少假信号的数量。

病暴发的早期探测、６’８Ｊ引。早在１９８１年ＣＵＳＵＭ就已

对于基于长期基线数据的ＣＵＳＵＭ方法，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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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范围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如为了增加

是过去３ ｄ的ｃ２累积和值相加（３ ｄ的累积时间是由

基线数据的代表性，也有研究采用过去５年同期及

美国ＣＤＣ与州及地方卫生部门实践经验而得‘２¨），

其前后摆动６Ｎ（共６５周）的病例数的均数作为期望

当ｃ３累积和值大于阈值２时，表明数据异常。

值№］。此外，为了排除历史中疾病暴发对基线数据

ＣＩ、Ｃ２和Ｃ３方法建立后。在美国成功探测出几

的影响，有研究仅从没有暴发事件发生的时期中选

起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传染病暴发，包括西尼

择基线数据’１ ５｜，也有文献建议选择中位数代替均数

罗河病暴发和流感流行季节的开始㈨Ｊ。北京市流

计算期望值…。在传染病监测中，一般长期历史数据

感监测系统利用该方法，以周为单位分析流感监测

的范围最长采用过去５年，如果选择更长时间的基线

数据，成功探测到北京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流感流行季

数据，一方面当地人口学特点可能发生较大变化ｂ Ｊ，

节的开始时间汹】。

另一方面疾病的流行或变化趋势也会影响基线的稳

定，５年以上的那部分数据其作用就被抵消了ｎ引。

此外，为提高当前数据与基线数据的可比性，美
国ＣＤＣ公共卫生信息网的事件早期探测系统

近年来基于长期基线数据的ＣＵＳＵＭ方法也被

（ＢｉｏＳｅｎｓｅ）采用了改进的Ｃ２方法ｎｌ，将Ｉ监测数据分

应用于美国各州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信息系统，进行

为工作日和周末进行分别计算，即如果当日是Ｔ作

多种疾病的病原体监测¨别。美国ＣＤＣ利用ＣＵＳＵＭ

日，则仅以过去的工作日（７ ｄ）作为基线数据范嗣计

方法曾探测到几起沙门菌肠炎暴发¨引，１９９５年５月

算期望值和标准差；如果当日是周末，则仅以过去的

还成功发现了～起斯坦利沙门菌引起的大暴发ｎ

周末（７ ｄ）作为基线数据范围计算期望值和标准差。

９。。

２．基于短期基线数据的ＣＵＳＵＭ方法：在实际

基于短期基线数据的探测方法有效地满足了缺

工作中，依赖于长期历史数据的统计方法在某些情

乏足够历史数据的分析需要，国外有研究通过选用

况下并不适用，而只能采用基于短期基线数据的方

模拟数据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基于短期基线数据的

法，例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监测系统建立时间还不

方法具有与基于长期基线数据的方法同样好的灵敏

长，有些疾病仅有很少（甚至没有）历史数据【１’１ ４’驯；

度和特异度［２３１。除了较为常用的将近期７ ｄ的数据

又如在大型公共活动中，大量人群短期内聚集在特

作为基线数据的ＣＵＳＵＭ方法外，为了增加基线数

定场所ｆ２¨，疾病监测需要信息的快速反馈，而常常只

据的稳定性，也有研究将过去１４ ｄ或２８ ｄ作为基线

有几天的历史数据可以利用［３】。美国在早期异常报

数据范围。２５‘。

告系统（Ｅａｒｌｙ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ＥＡＲＳ）

中建立了仅需要短期基线数据的一套异常探测方

讨

论

相比于其他控制图方法，ＣＵＳＵＭ法原理简单、

法，该方法命名为ｃｌ、Ｃ２和Ｃ３【３】。
Ｃ１、Ｃ２和Ｃ３方法均以上述ＣＵＳＵＭ公式（２）为

易于实现，且能灵活应用于不同时间范围的基线数

基础，以日为单位计算期望值，其中ｃ３灵敏度最高，

据，个别方法还提供了成熟的免费软件，如ＥＡＲＳ开

Ｃ２次之，Ｃ１最低。考虑到数据的周末效应，Ｃ１、Ｃ２

发的ＳＡＳ版和ＥＸＣＥＬ版的Ｃｌ、Ｃ２和Ｃ３软件幢７｜。因

和Ｃ３的基线数据时间长度均为７ ｄ乜１－２３１。各方法采

此，该方法在传染病暴发的早期探测研究领域具有

用了不同时问范围的基线数据计算均数和标准差：

很好的应用前景。同时，许多研究者也指出，

Ｃｌ采用第一１至第一７天作为基线数据范围；Ｃ２和ｃ３

ＣＵＳＵＭ法最初应用于工业领域的产品数据分析，

均采用第一３至第一９天作为基线数据范围，即基线数

而疾病监测数据的类型与特征更为复杂，其往往并

据和当前数据之间设置了２ ｄ的缓冲期，从而减少近

非独立的随机变量，也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因此

期数据可能对基线数据造成的影响ｉ２４’２５ ３（图１）。对

ＣＵＳＵＭ法在传染病暴发探测应用中也面临着一些

于Ｃｌ和Ｃ２，设定上一个累积和值Ｓ一。为０，当前值大

挑战旧钆２９］。对于监测数据不能直接应用ＣＵＳＵＭ的

于基线数据的均数加上３倍标准差时即表
明有异常数据产生。如果在特殊时期要求

第一９天第一８天第一７天第一６天第一５天第＿４天第一３天第一２天第一ｌ天第０灭

灵敏度更高，可以降低阈值选择当前值大
于基线数据的均数加２倍标准差陋¨时视为

Ｃｌ雏线时间：第一１人至第一７人

出现异常数据（故也有文献指出，Ｃ１和Ｃ２
方法并非真正意义的累积和方法，而是一
种变化的休哈特方法ｍ１）。Ｃ３的累计和值

Ｃ２、Ｃ３基线时『日Ｊ：第一３人争第一９天

图１美国ＥＡＲＳ的ＣＩ、Ｃ２和ｃ３方法基线范围示意图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 Ｊｑ第３１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２

情况，有学者提出可先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计算一个
预测值，然后再对实际观察值与预测值的差值进行
累积和运算（１０．２２，３０］。此外，ＣＵＳＵＭ擅于发现数据中
小的异常波动，而在现实中疾病监测数据的变化形
式未知，故其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旧１。ＣＵＳＵＭ在
方法学上面临的挑战，要求使用者应在充分分析监
测数据的特征基础上，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处理和转
化，科学设定基线数据，并采用适当的评价标准对方
法的各种参数进行优选，从而确保方法达到最优效
果。目前，ＣＵＳＵＭ法在我国用于传染病暴发探测
的实例并不多见，如何针对不同来源的监测数据，合
理设计及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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