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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测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结核病空间聚集区域及其变化。方法采用全局空

间自相关和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以省级为单位的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
率进行空间聚集性分析。结果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均存在空
间高值聚集（Ｐ＜０．０１）；结核病总登记率聚集区域范围由１９个省份减至１４个，主要聚集区域位于
中国南、西和东北部地区；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空间高值聚集区域覆盖１４个省份，分布在中国南
部和东北部。结论

中国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既是结核病高负担聚集地区，又是传播风险聚集地

区；西部地区是结核病高负担聚集地区，而非高风险传播聚集地区。
【关键词】结核病；空间聚集；全局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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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仍是全球及我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空间聚集性分布的特点Ｈ，５｜，而研究此特点也可为

之一ｎ。３１。多项研究表明，由于结核病的传播具有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对策提供重要参考№］，特别
是在疫情溯源及其分析空间变化趋势，则对确定疫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５

情重点防治区域及合理分配有限卫生资源提供重

基金项目：中国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实施性研究（ＴＢｌ２—００７）；中国

要依据。本研究采用ＡｒｃＧＩＳ中的空间统计分析模
块和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省级结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年科研基金（２０１２Ａ１０８）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
中心
通信作者：何广学，Ｅｍａｉｌ：ｈｅ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ｃｈｉｎａｔｂ．ｏｒｇ

核病的空间聚集区域及其变化，为结核病防治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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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中心与聚集半径。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是以空间动态
资料与方法
１．疫情数据：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国结核病疫

窗口扫描统计为基础阳１，通过计算不同圆心、不同半
径下动态窗口区域内与动态窗口区域外空间单元属

情监测数据库中省值辖市级“结核病现有病例数合

性的似然比（ＬＬＲ）进行统计学推断阳１。ＬＬＲ值越大

计”（包括涂阳、涂阴、未查痰、结核病胸膜炎和肺外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表示该动态窗口下所含区

结核病患者数）和“常住总人口”两个变量计算各省／

域为聚集区域的概率越大ｎ引。其中，一级空间聚集

直辖市结核病总登记率；根据“新涂阳患者数”和“常

区域的ＬＬＲ值最大，二级空间聚集区域较一级空间

住总人口”两个变量计算各省／直辖市新涂阳肺结核

聚集区域的ＬＬＲ值小，说明其成为空间聚集区域的

登记率。同时为每个省值辖市建立惟一编号。以

概率较一级聚集区域低。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空间分
析方法，利用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中的Ｐｏｓｓｉｏｎ模型对空间

此作为空间分析的属性数据库。
２．空间数据库：以全国省级电子地图（数据来源

高值聚集进行分析。分别以结核病现有病例数合

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例尺１：５０万）为空间

计、新涂阳患者数为病例数据（分子），以常住人口数

数据库，同时以属性数据库中的编号作参照为该空

为人口数据（分母），以各省份质心坐标为空间分析

间数据库中每个省份／直辖市建立相同的惟一编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检验水准为ａ＝Ｏ．０５。

号。在ＡｒｃＧＩＳ中以相同编号为匹配标准将属性数
据库与空间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建立完整的空间
分析数据库。

结

果

３．空间聚集性分析方法：

１．基本情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国结核病总登记
率每年均有所下降，其中２００８年为３１．７／１０万至１５７／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本研究首先采用全局空间

１０万（平均８４．９／１０万），２００９年为３０．２／１０万至１６１／

自相关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标来探测整个研究区域内的空间

１０万（平均７９．９／１０万），２０１０年为２９．７／１０万至１３７／

聚集模式，并进行统计学检验。Ｍｏｒａｎ’Ｓ Ｉ的范围介

１０万（平均７５．１／１０万）。此期间全国新涂阳肺结核

于一１～＋１之间。Ｍｏｒａｎ’Ｓ Ｉ越接近于１，则表示空间

登记率每年也均有下降，其中２００８年为８．４／１０万至

单元之间关系越密切，性质越相似，整体呈现聚集型

５６．３／１０万（平均３５．５／１０万），２００９年为８．０／１０万至
５３．ｏ／１０万（平均３３．９／１０万），２０１０年为７．５／１０万至

分布（高值聚集或低值聚集）；Ｍｏｒａｎ’ｓ Ｉ越接近于一１，
则代表整体呈现离散型分布，样本之间差异越大或分
布越不集中。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可以通过标准化统计量

４９．８／１０万（平均３２．１／１０万）。见表１和图１。
表１

ｚ；进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学检验ｎ１。全局空间相关空
间权重矩阵采用反距离加权法，表示空间单元之间距

年份

离越远，相关性越低。研究中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２）ＳａＴＳｃａｎ统计：在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基础
上继续使用ＳａＴＳｃａｎ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探测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结核病总登记率
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

结核病总登记率（／１０万）

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ｉ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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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

１０年我国结核病总登记率（Ａ）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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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空间聚集性分析：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涂阳
登记率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两指标的Ｍｏ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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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无变化，其中一级聚集区域包括６个省，主要分
布在中部地区；二级聚集区域包括８个省份，主要分

Ｉ

布在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２０１０年一级聚集

均＞０且Ｐ＜Ｏ．Ｏｌ，提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结核病总登记

区域增加到１０个省，主要向南部和西部扩展；二级

率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整体上均呈现空间聚集性

聚集区域分布在安徽、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省

分布。并且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的Ｍｏｒａｎ’Ｓ Ｉ逐年

（区）。但总体聚集区域涵盖的省份仍为１４个（图３
和表５、６）。

增加，提示整体上其空间聚集性逐年增强（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涂阳登记率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结核病总登记率空间聚集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

（２）ＳａＴＳｃａｎ统计：一级空间聚集区域在２００８年
范围最大，涉及１６个省；２０１０年范围最小，涉及７个
省，聚集区域的范围不断缩小且聚集区域的中心逐
渐由西部移向南部。二级聚集区域逐渐扩大，由
２００８年的３个省，逐渐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７个省。
２００８年一级聚集区域的地区（如新疆、西藏、青海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５省结核病总登记率（／１０万）

等）到２０１０年变为了二级聚集区域。但整体来看，
结核病总登记率聚集区域仍位于我国南、西和东北
部地区（图２和表３、４）。
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ＳａＴＳｃａｎ统计结果显示，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的空间聚集

矿

。娄 口

结核病总登记率聚集区域

口非聚集区域
一级聚集区域
：级聚集区域

图２

雾

口非聚集Ｉｉ域
一绂聚集区域
．级聚集Ｉ；（域

图３

瞎

口

萋

Ｕ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结核病总登记率ＳａＴＳｃａｎ空间聚集区域分布

餐
结核病新涂阳登记率聚集区域

；Ｚ移ｏ，’４

ｊ攥
妒彰 穆％、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ＳａＴＳｃａｎ空间聚集区域分析

． 、：．

ｖ１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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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Ｊ

‘１７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新涂阳登记率仍是ＷＨＯ和许多国家的结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
空间聚集性分析

病防治机构评价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指
标口’“，”３。由于新涂阳结核病患者传染性风险较高，
因此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可以部分反映该地区结核
病的传播风险情况。《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终期评估报告》结果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新
涂阳肺结核登记率呈现下降趋势，提示可能与结核
病疫情下降有关［１６１。但空间聚集性分析结果显示，
其聚集区域分布有所变化。２０１０年河南、新疆、西
藏、青海、宁夏已从新涂阳登记率聚集区域中移除，
提示这些省份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明显低于高值的
邻近省份；另一方面，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新涂阳肺
结核登记率空间聚集区域基础上新增加云南、贵州、
广西、广东和海南省（区），提示这新增的５省份新涂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我国１０省（区）新涂阳肺结核
登记率（／１０万）

阳肺结核登记率逐渐与聚集区中其他地区相一致，

省（区）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省（区）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并出现聚集现象，且由于新涂阳结核病患者传染性
较强，可能存在各相邻省份间结核病疫情相互影响

河南４０．１

３８．７

３５．１

云南

２８．０

２６．９

２７．２

新疆

５０．６

４２．２

３９．８

贵州

３６．０

３４．０

３３．５

西藏４２．５

３８．６

３０．９

广西

３０．８

３０．２

２９．２

根据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涂阳肺结核登记率空

青海

４６．７

４６．０

４５．５

广东

３６．８

３７．０

３７．３

间聚集性分析结果，我国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既是结

宁夏

３６．８

３７．４

３６．１

海南

５６．３

５３．０

４９．８

讨

论

了解疾病的空间分布对于疾病的预防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ｎ１’１２］。由于结核病是以空气传播为主要途

的现象。

核病高负担聚集地区，也是高风险传播聚集地区，应
重点加强这些地区的结核病病例发现和防治工作；
西部地区虽是结核病高负担聚集地区，但并不是高
风险传播聚集地区，提示应做好现有结核病患者的
治疗管理工作。

径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因此其病例之间可能具

本研究以省级为单位探测结核病总登记率和新

有相关性。如果采用以单个病例为基础的统计学分

涂阳肺结核登记率空间聚集性，因研究空间尺度较

析，往往未能满足样本间相互独立的模型假设，使统

大不够精确，存在空间变异无法分析，且影响空间聚

计学检验效能降低。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空间分

集性分布的危险因素未能校正。因此还需采用更小
的研究尺度，同时在校正相关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做

析同样如此。由于结核病的传播特性，导致相邻区
域间结核病疫情有所影响ｎ ３｜，与高疫情地区地理位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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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４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ｉ（中位数用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ｉ；④ｆ检验用英文小写ｔ；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卡方检验用希

文小写ｘ２；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ｖ；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ｔ值、ｆ值、ｑ值
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孑±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
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ｘ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
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
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ｘ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Ｏ．０５和Ｐ＜Ｏ．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Ｏ．００１或Ｐ＜Ｏ．０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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