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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登革热预警技术研究进展
赵丹李中杰周航赖圣杰殷文武杨维中
１．预警数据源：监测是预警的基础。登革热监测·般包

【关键词】卺革热；预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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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２０６，

警技术研究领域中较为常见的几种监测数据源进行介绍。
（１）基于病例的监测数据：根据登革热病例历史流行水

平和季节变化特征，将当前病例数与历史基线发病水平进
行比较，可判断该地疾病是否发生异常，从而发出预警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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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ＮＧ

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ｗｚ＠

早探测到可能的暴发“。】。该类数据多来源于法定传染病常

规病例报告，包括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及实验室确诊病

ｃｈｉｎａｃｄ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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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提高探测的及时性，部分地区还采用不明原因发热

Ｐｌａｎ’’ｏｆ

或伴有头痛、肌痛等非典型症状病例的症状监测数据来预

Ｃｈｉｎａ—ＷＨＯ＆ｇ妇Ｂｕｄｇｅｔ

警“’““。在病原学监测中，病毒分离率明显增高、登革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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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株血清型或基因序列发生有意义的异常变化，均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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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警的提示信息”’４３。另外，在非登革热流行地区多由

ａｎｄ ｔｈｅ

输人性病例引起登革病毒在本地迅速扩散，因此在边境Ｅｌ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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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来自流行国家、地区的输人性病例，对于存在传播
ｆｅｖｅｒ；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媒介的地区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１。

（２）基于传播媒介的监测数据：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是
登革热是一种经蚊媒传播的病毒性传染病，患者以突然

登革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也是登革病毒的自然宿主。蚊媒

高热、剧烈头痛、眼眶后痛、肌肉和关节痛为主要表现，部分

消长变化情况会对登革热的流行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丁作

可有皮疹、出血倾向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

中，蚊媒密度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房屋指数（ｍ）、容器指数

登革出血热或登革休克综合征“ｌ。登革热广泛流行于热带、

（ｃＩ）、布雷图指数（ＢＩ）、人丁诱蚊指数、诱蚊诱卵指数、孕蚊

亚热带的非洲、美洲、东南亚、西太平洋和欧溯个别境域的

粘捕数等。通过分析以上指标是否达到或超过阈值，可以判

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全球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暴

断登革热发病、流行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

发、流行。据ＷＨＯ统计，全球大约有２５亿人口受到该病的

探索更适宜的蚊媒预警指标，如蚊蛹指数等“１。此外，伊蚊

威胁，每年约有５１００万人感染登革病毒“ｊ。目前尚缺乏有效

的孳生习性变化、分布地域扩大、种群的异常变动、病毒携带

疫苗和治疗药物，登革热流行国家主要采取媒介控制来降低

情况等数据也可作为登革热风险预警指标”１。

流行和暴发的风险。ＷＨＯ认为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是登革热

（３）基于环境因素的监测数据：研究显示，气候、地理、

流行应对准备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预警可以早期发现

生态等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伊蚊的生存环境。例如，温度可

登革热暴发与流行．有利于及早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

影响伊蚊叮咬率、外潜伏期以及伊蚊的存活““２１；降雨可形

施，降低其造成的危害“’２１。本文对国内外登革热预警技术

成幼蚊的孳生场所”“；相对湿度则决定着成蚊的存活和蔓

研究中预警数据源、预警方法以及实践应用的进展进行综

延等““。这些因素通过影响蚊媒的分布、种群变化、密度和

述。为国内有效开展登革热预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生活习性进而影响登革热的传播和流行。许多学者基于以

依据。

上监测数据及登革热流行特点进行研究，揭示降雨、日照、
温度、海平面温度等气象指标与媒介消长或疾病发生呈正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５．０２２

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０８ＢＡｌ５６８０２）；中
国一ＷＨＯ合作项目（ｗＰＣＨＮｌ００２４０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２００９ＺＸｌ０００４－２０１）；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项目
（１００２６０８）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预警中

相关关系，而温差、气压、风速、相对湿度等气象指标与媒介
消长或疾病发生则呈负相关关系“““，且时间滞后相关性最

优“７’１“。因此，基于环境因素的监测资料可作为登革热预警
的重要数据来源。
（４）基于社会因素的监测数据：登革病毒可通过现症病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实验室

例、隐性感染者和带毒伊蚊进行传播。人口密度高、人ＩＺｌ流

通信作者：扬维中．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ｗｚ＠ｃｈｉｎａｅｄｃ．∞

动性大、旅行和贸易国际化、卫生条件和健康教育缺乏、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５月第３３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５

·５４ｌ·

水容器等孳屯环境的增加，均可能是登革热流行的危险因

如Ｋｕｌ［ｄｏｒｆｆ空间扫描统计量法建立圆心不断变化的圊形活

素“】。泰国、越南与巴西等多项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卫生认

动窗口进行扫描，窗口半径从零逐渐增大至上限值（如５０％

知程度、教育程度、交通运输量、水井分布、房屋质量等社会

的总人臼数），计算每次变动窗口内外的统计指标（如发病

经济类冈素是登革热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２“。可作为潜

率）差异，采用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检验方法筛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在的登革热预警指标和重要数据源。

空间聚集搜索圆。此外，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研究人员通过

２．主要预警方法：基于以上数据源种类，通过分析各类

空间自相关分析与贝叶斯平滑方法估计该地登革热的空间

数据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变化特征，可建立不同的登革热预

分布情况，通过ＬＩＳＡ地图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来定义空间聚

警模型与方法．从而发现疾病的暴发、流行和异常聚集。以

集性并检验登革热扩散的时空模式，发现其呈现逐渐扩散的

下是一些常用的分析方法介绍。

趋势”“。空间分析的主要软件包括ＡｒｃＧＩ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ｅｅｒ、

（１）时间预警分析方法：主要分为定性预警和定量预警
两类。定性顶警方法根据疾病历史数据的发生、发展规律，

ＳａＴＳｃａｎ、ＧｅｏＤａ、ＢｕＧｓ等，Ｒ和Ｓ－Ｐｌｕｓ软件上的程序模块也
可用于空『日】探索及数据建模。

定性估计疾病的发展趋势和流行强度．主要包括综合预测

（３）时空预警分析方法：为了更加准确预警到登革热时

法、控制图法、比数图法、专家咨询法等。如我国传染病自动

空分布的异常变化情况。时空扫描统计综合利用病例发病时

预警系统采用移动百分位数法来预警法定报告传染病（包括

间、病程持续时间以及发病的空间信息来探测病例的时空聚

登革热）可能的暴发∞］。定量预警方法则根据疾病的时间进

集性”“，另有ＷＳＡＲＥ、ＢＣＤ、ＰＡＮＤＡ等模型”４。ｌ，可同时对

程绘制出流行或发生曲线，建立模型并定量预测未来发病水

时间、空间及其他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如有研究使用Ｋｎｏｘ

平，评估异常变化情况，包括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马尔

检验方法，基于伊拉库博某年的登革热暴发疫情数据探测病

科夫链预测法、灰色模型等∞１。自回归移动平均（ＡＲＩＭＡ）

例的时空聚集情况“１。还有研究表明，时空分析可基于已有

模型是一种常见的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依据具有相关性的动

的发病水平和气象数据预测发病数及地理分布情况ｂ“。

态数据建立效果较好的预测分析。巴西有研究用ＡＲＬＭＡ模

在某些登革热流行水平很低的地区，判断少数病例的聚

型预测登革热的月发病率ｍ３，在判断登革热发病率序列值的

集性比较困难，可在报告病例数达到规定值时便发出预警。

平稳性后，根据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图特征选择模型类型，根

称为固定阈值法ｍ１，该方法同样用于蚊媒监测…。此外，还

据Ａｋａｉｋｃ信息准则（ＡＩＣ）值估计最优参数并利用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有研究者探索其他登革热预警模型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

统计量进行模型诊断，最后根据模型预测发病率的异常增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高，估计未来可能的暴发。另有学者通过Ｓｅｒｆｌｉｎｇ回归模型

３．实践应用：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已有传染病预警系

预测登革热每周期望病例数，设定预警阈值以判断实际发病

统投人实践应用，该系统常见的预警Ｔ作流程包括数据收

数是否有异常波动ｔｚｓ］。由于气象数据与发病数有一定的滞

集、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数据异常探测模型运算、信号推

后相关性，在病例预警模型中加入气象变量可增加其预测效

送、信号响应以及结果反馈等ｍ’３“。传统的登革热预警多基

能哳Ｊ，已有研究尝试引入温度、日照、相对湿度、风速等指数

于报告病例与蚊媒密度等监测数据。如Ｃｈｕｎｇｕｅ等““在法

进行多变量预测分析。如在印度尼西亚望加锡缝区的多元

属波利尼两亚和ｊ用５年登革热病例数据构建Ｓｃｒｆｌｉｎｇ回归模

逐步回归模型“”、台湾学者建立的ＡＲＩＭＡ模型等“”。该类

型，将期望发病数加１．６４倍标准差设为预警阈值，根据每周

方法多通过ＳＰＳＳ、ＳＡＳ、Ｓ－ｐｌｕｓ、Ｍａｔｌａｂ、Ｇａｕｓｓ、ＴＳＰ、Ｅｖｉｅｗｓ

发病数预警当地登革热的暴发流行情况，成为登革热监测系

等软件实现。

统的有效分析工具。

（２）空间预警分析方法：该类分析主要描述疾病空间分

目前，有利用报告病例、蚊媒监测、环境监测等数据的相

布模式、发现在间聚集性、解释或预测疾病风险，一般包括空

关性，研发综合性登革热预警分析工具。如Ｍｏｈａｍｍａｄ和

问展示、空间探索分析和空间建模ｎ“。将地理信息系统

Ｄａｎａｍ’利用日惹和曼谷的海平面温度异常变化指数及月报

（ＧＩＳ）、卫星遥感遥测技术（ＲＳ）和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相结合

告历史病例数拟合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基于１９６６－－２００１年历

（“３ｓ”技术），可以实现对地面环境的综合分析和动态监测ｏ…，

史数据确定预警阈值．可提前ｌ一３个月定性预测大流行年

起到探测和预警的重要作用。国内有学者在对流行地区的

份，证明通过气象数据与历史病例数据的有效结合可有效预

气象数据与登革热疫情进行交叉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测登革热的流行情况。该方法具有特异度高，计算简便的特

Ｇ１Ｓ构建出中国登革热的流行气象风险地图ｍ］，Ｃｈａｎｇ等””

点，可外推至其他相似地区使用。也有研究借助空间分析工

将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和ＧＩＳ结合起来在尼加拉瓜建立了一套可视

具（如ＧＩｓ）绘制风险地图。如Ｓｉｔｈｉｐｍｓａｓｌｍ等”３在泰国选择了

化的登革热动态监测系统。除了定位与展示，空间分析工具

登革热发病率、伊蚊密度、人口密度均较高的２个村庄，通过

还有强大的分析功能。探测疾病空间聚集性的研究方法较

“３ｓ”技术建立预测登革热流行情况的早期预警系统。该系

多汹】，主要包括全局空间聚集性与局部空间聚集性研究方法

统通过对房屋、人口的分布情况、伊蚊种群密度以及蚊虫带

两种；后者可分为焦点与非焦点空间聚集性研究，焦点空间

毒情况有效叠加及整合，评估输入性登革热引起暴发的风险

聚集性研究方法判断某固定位置是否发生疾病聚集，而非焦

性。表明利用ＧＩＳ和ＧＰＳ可有效定位与展示登革热高风险

点空间聚集性研究是探测聚集性发生在空间的具体位置。

地区，还可在暴发调查期间监测防控措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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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些堕堑塑兰盘查！！！！笙！旦星！！堂篁！塑里！堕！墅型！堕型！丛型垫！！！塑！：塑：塑！：！

此外，还有学者利用多数据源建立综合性登革热监测预

工作量的增加ｍ１，因此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的平衡需考虑

警系统，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于２００９年开发计算机登革热

风险高低、应对能力与资源以及地Ⅸ差异等闲素。最后，预

决策支持系统（ＤＤＳＳ）ｍ】，将临床病例诊断、病媒监测、登摹

警系统的效果评价是开展登革热预警研究的难点。目前的研

热病毒监测、不明原因发热与登革热病例监测、病媒控制措

究更多是单纯针对预警的算法，采用及时性、灵敏度与特异

施、疫苗接种、人群教育、地理信息与环境、社会、经济因素信

度等指标进行定量评价ｍ”ｌ，而普遍缺乏对于整个预警系统

息等数据包整合，基于ＧＩＳ软件及统计软件平台，选择合适

的效果评价，其主要原因是预警系统的评价往往涉及到客观

的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并以ＸＨＴＭＬ文件、文本文件、ＧＩＳ软

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目前对其评价还缺乏系统、可靠的评

件、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软件等Ｔ具输出图形、坐标、地隔、模型、表

价指标体系、评价手段及评价标准，因此需探索建立一套定

格等结果，对其进行解释和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并进行成

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本估算。在登革热迅速传播时，ＤＤＳＳ可根据病媒监测和历

综上所述，由于近年来登革热在全球的流行范围持续扩

史流行数据确定高危区域，通过症状监测数据进行接近实时

大、流行水平不断提高，针对登革热的预警技术开展了大量

的调整，为紧急干预登革热流行提供支持。

的研究，在预警指标的筛选、预警模型的建立以及预警系统

４．主要挑战：目前，基于监测数据开展登革热预警研究
与实践主要面临着以下挑战。
（Ｉ）监测数据：有效的预警依赖于及时获取可靠的监测
数据源，因此，能否及时、完整地收集和报告监测数据是影响

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但针对各地区卺革热的不
同流行模式，如何提高监测］：作质量、科学选取预警指标、设
立合理的预警阈值、建立有效的评价方法，尚需进一步的探
索与积极实践。

预警准确性和及时性的决定因素．目前应用干预警的各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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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ｉｄｄ Ｐ．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ｎｇｕｅ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２００８，１８（４）：

（本文编辑：尹廉）

ｆｅｖ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Ｉｎｔ Ｊ
２５３－２６５．

Ｅｎｖｋｏｎ

ｉｎ

１３４—１４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２４］Ｌｕｚ ＰＭ．Ｍｅｎｄｅｓ ＢＶ。Ｃｏｄｅ硷ｏ ＣＴ，ｅｔ ａ１．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ｎｇｕｅ

Ｋｅｄｏｋｔｅｒａ．２００９．４１（３）：

［４０ Ｊ Ｅｉｓｅｎ Ｌ。Ｂｅａｔｙ Ｂ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Ｃｂｕｎｇｕｅ

Ｊ，Ｄａｎａ 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ｉｌａａｄ．Ｂｅｒｋａｌａ Ｉｋｎｕ

［２３］Ｙｉ 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Ｓｕｎ ＺＱ．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ｒｄ

２０００．４７：３０９—３３０．

［３９］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