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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采用广义可加模型分析预测上海市

流感样病例发病情况
陈健张磊

陆帅姜晨彦

胡家瑜姜庆五吴凡

【导读】探讨广义可加模型（ＧＡＭ）在上海市流感样病例发病趋势分析和预测中应用，并通
过已知的气象条件预测可能的流感样病例数量。研究中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每周气象数据
以及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按照ＧＡＭ理论，建立气象数据与流感样病例间基丁非线性回归的数
学模型。通过初步的数据分析，构造多个候选模型，并通过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指标

选取合适的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及预测。基丁周平均气温及周平均日温差（周相对湿度）的模型较
好拟合了原始数据，且模型简洁、明确。对于原始数据的拟合残差及部分拟合残差基本符合上海
市流感样病例发病的实际情况，并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ＧＡＭ能够较好拟合上海市流
感样病例发病与气象因素的变化趋势，准确预测流感样病例的发病情况，适合应用于气象因素依
赖的疾病发病预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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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分析上海市历年
流感样病例（ＩＬＩ）监测数据，发现在季节交替阶段，

ｒａｉｎ（∑ｍ。［ｇ（弘）一ｎ一∑厶（－ｒ。）］２

２０∽㈤，：）

如冬春、夏秋时节，ＩＬＩ数量明显增多，推测天气因素
对其发生有重要影响。为此本研究对上海市连续５

㈩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气象数据以及监测哨点ＩＬＩ例数建

式中（Ｘ。，置，…，墨）＝（‰，钝，…，‰）４；。；ｙ－－（竹）“引为

立广义回归模型（ＧＡＭ），分析气象因素与ＩＬＩ发病
间的联系，并试图找出气象条件中哪些因素对发病

给定的样本数据，以置＝（粕）“。表示第ｉ个解释变量
的样本数据。式（４）中另外出现的参数∞ｉ为权重系

起到关键作用，以数学模型阐述ＩＬＩ发病对天气状况

数，公式第二项一般称为惩罚项，其中∥孙为厶的二

的依赖，开展ＩＬＩ的预测与分析。

阶导数，Ａ，为对应于厶的平滑参数…，用以控制所估
计＾的平滑程度。若∥孙越小，则厶越接近线性函

基本原理
１．ＧＡＭ的基本数学原理：在统计分析的回归模

数，从而更加平滑。
在数学和统计学上，通过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ｒｉｎｇ算法乜’引

型中，线性回归模型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

获得式（４）中的函数＾，且理论上式（４）的解是惟

一。例如，设＇，为响应变量，ｘ＝（Ｘ．，咒，…，咒）为选

一的，该解可以由一个以粕为节点的自然三次样条

定的解释变量，故线性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函数表示¨１。自然三次样条函数是分段多项式函
（１）

数，满足整体二阶连续，且在边界点满足二阶导数

式中Ｅ（１，Ｉｘ。，五，…，五）可看成是反应变量ｌ，依赖于

为零。在拟合自然三次样条函数时，仅需要反演其

解释变量ｘ。，五，…，墨的一个平均预测值。

在每个子区域的４个多项式系数即可。关于平滑

Ｅ（１，Ｉ Ｘｔ，最，…，墨）＝ｄ＋卢一Ｘ。＋屈ｘ：＋…＋伟墨

而在很多实际问题中，ｙ的条件数学期望和ｘ

参数ｋ的选择，可采用交叉校验（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方

不是简单线性关系。此时作为线性回归模型的推
广，广义线性回归模型（ＧＬＭ）就用来拟合这类非

法¨］。本文将利用统计软件Ｓ－ＰＬＵＳ ８．０以实现这
些函数ｂ］。

线性的数据。在ＧＬＭ中，引入了连接函数（１ｉｎｋ

３．ＧＡＭ的拟合检验：对于多个解释变量的样本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记为ｇ①），其中Ｉｚ－－－－Ｅ（ＹＩ ｘ，，兄，…，墨）。
于是ＧＬＭ就有以下形式

数据，可选取不同解释变量组合成多个ＧＡＭ，即式

（２）

（３）中选择不同的Ｐ值。这就涉及了等同模型的概
念，也即最后可能出现一个或者多个可选的模型。

如将式（２）中线性形式的觥均替换成非线性函数

通过设定多个可选模型可以避免单一模型出现拟合

．ｆ（冯），那么得到的即是ＧＡＭ

错误、数据处理失败的弊端，从而提高数据处理的精

ｇ（肛）＝ｄ＋卢·ｘ－＋卢况＋…＋辟墨

ｇ（肛）＝“蝴（ｘ。）蝴（五）＋…啊（墨）

（３）

式中ｆ（置）为满足一定条件的特定（非线性）函数且

砀（置）＝０。

度和速度。

一般来说，实际问题中可以选择人工交互法、
ＡＩＣ指标（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ＴＵＲＢＯ回

２．ＧＡＭ的建立及求解：如确定使用ＧＡＭ进行

归样条等方法来甄别候选模型的拟合优度。这些方

数据分析，就应建立该模型的相关形式。一般来说，

法通常依赖于候选模型的残差讯息，即Ｒｅ－－－－

模型设定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根据反应变量ｙ的类

≥：（ｙ：一ｐ，）２，其中胁为基于已确定函数式（３）的拟

型选择相应的连接函数ｇ（ｕ）。譬如，满足Ｐｏｉｓｓｏｎ分
布的反应变量一般选取对数函数来作为连接函数，

合值。以ＭＣ指标为例，该指标可描述回归模型对

即ｇ（ｉｚ）＝Ｉｎ（肛）。

原始数据拟合的好坏，且是相对的。通过分别计算

选取一个候选模型后，即式（３）中Ｐ的值确定
后，就需要基于给定的样本数据通过参数或者非

一系列候选模型的ＡＩＣ值，并对候选模型排序，即
ＡＩＣ值较小的模型相对较稳定。通常ＡＩＣ值可由以

参数方法来确定式（３）中解释变量五所满足的函数

下公式计算

ｆ（五）。通常采用局部加权平滑法（ＬＯＥＳＳ
ｓｍｏｏｔｈｅｒｓ）或平滑样条法（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ｓｐｌｉｎｅｓ）等非参

ＡＩＣ＝２ｐ＋ｎ

Ｉｎ（Ｒｅ／ｎ）

数方法得到。在后种方法中，利用带惩罚项的最小

式中Ｐ为统计模型中的参数个数，Ｒｅ为残差值。本
文将计算候选模型的ＡＩＣ值，并选择该值较小的模

二乘法估计函数万（五），在数学上的表达式为

型作为最终Ｇ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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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服从Ｐｏｉｓｓｏｎ随机分布哺］，因此建立的模型就是
实例分析

Ｐｏｉｓｓｏｎ型的回归广义可加模型，即式（３）可变换为

１．资料来源：用于预测ＩＬＩ发病的资料来自
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海市流感监测网络每

模型（ｍ１）
ｐ

ｌ叩一ｎ＋∑厶（Ｘｊ）

日ＩＬＩ监测数据，是由各监测哨点医院根据《全国流
感监测方案》每日登记门、急诊就诊的ＩＬＩ例数并上

由此可见ＧＡＭ的连接函数为ｌｎ（肛）。模型（ｍ１）解

报《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所有数据均经市、区

释变量五的选择主要基于给定的样本数据，包括日

（县）和监测哨点专职负责人审核，并定期对监测数

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相对湿

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质控。气象数据

度、降水量等气象因素。本研究从中提出４个可能

源自上海市中心气象台每日气象监测数据，主要包

解释变量五分别为周一至周日的周平均气温、周平

括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相
对湿度和降水量等。

均相对湿度、周平均温差、周最大温差，并假设这些
数据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并将这４个气象要素的解

２．数据处理：

Ｊ一１

释变量分别记为ｘ。、五、墨和五。

（１）数据的预分析：为了解气象因素对ＩＬＩ的影

（２）候选模型的设定及评价：为进一步了解上述

响，以上海地区各气象要素为解释变量，ＩＬＩ例数为

４个气象要素对ＩＬＩ例数的影响，分别建立４个单解

反应变量，通过ＧＡＭ了解这些气象要素对ＩＬＩ例数

释变量的ＧＡＭ，即模型（ｍ２）

的影响并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考虑到流感一般潜

ｌｎ／ｘ＝ａ畅（墨），Ｊ＝１，２，３，４

伏期为２～４ ｄ，最长７ ｄ，另外症状出现后至就诊也

通过观察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拟合曲线（图１），发现周平

有１—２ ｄ的时差，即某天的天气情况对当天的ＩＬｌ例

均气温（蜀）对ＩＬＩ例数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周平均相
对湿度（五）、周平均日温差（墨）和周最大日温差

数几无影响，但可影响到若干天后的例数。同时考
虑到数据的可及性，因此本研究将以周为单位进行
统计分析，即找出周平均气象数据与周ＩＬＩ总例数间

（蜀）３个要素对ＩＬＩ例数的影响程度较为类似，由于
（蜀，咒）均为日温差衍生数据，可简化模型，即在设

的关系。

置候选模型中不同时引入（咒，五）。为此可考虑模

首先需要确定候选ＧＡＭ的连接函数ｇ（肛）。由
于回归模型中，响应变量ｙ是周ＩＬＩ例数。事实上，ｙ

型（ｍ３～ｍ６），分别为ｌｎ肛＝口＋一（Ｘ。）＋正（五）＋后

是在某段时间内对某一事件的计数，因此可以假设

（恐），ｌｎ／ｚ－－－－ａ＋＾（蜀）＋五（五）。

（咒），ｌｎ肛＝口邯（蜀）蝴（蜀），ｌｎ ｐ＝口蝴（ｘ－）蝴

注：虚线为置信区域

图１模型（ｍ２）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拟合曲线

生竺鎏堡壅兰垄查翟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通过计算模型（ｍ３。ｍ６）的ＡＩＣ值（分别为
５９ ３５２、５９ ３３４、５９

３３５和５７ ９７６），先选择其中ＡＩＣ

值最小的模型（ｍ６），即理论上模型（ｍ６）是４个模型
中对原始数据拟合最好，其次模型（ｍ４）和（ｍ５）的
ＡＩＣ值几乎相等，由于模型（ｍ４）的解释变量与已选
择出的模型（ｍ６）的解释变量［周平均日温差（墨）与
周最大日温差（墨）］类似，故选择包括周平均相对湿
度（恐）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ｍ５）较为合适。至此
已确定最终后的ＧＡＭ为模型（ｍ５）和（ｍ６）。
（３）数据拟合及模型估计：首先给出模型（ｍ５）
的拟合残差（图２），可见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
较好，大量样本数据的残差点聚集在０值附近，其中
第２０４～２０６点偏离整体残差点较远且残差值较大，
怀疑其为异常点。而从模型（ｍ５）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拟合曲线（图３）可见，当平均气温＜１０℃和＞２５℃
时，ＩＬＩ数量增长明显，其中后者比前者增长更快。
该结果基本符合上海市冬春之交和夏秋之交ＩＬＩ发

周、ｒ均湿度

图３模型（ｍ５）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拟合曲线

病明显高于其他时间的现象。另外图３也显示，由
于周平均相对湿度对ＩＬＩ例数的影响，当相对湿度在
５０％～７０％时，ＩＬＩ例数较少。

图４模型（ｍ６）的Ｄｅｖｉａｎｃ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用平均气温、湿度拟合

图２模型（ｍ５）的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同样也给出模型（ｍ６）的拟合残差（图４）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拟合曲线（图５）。图４中第２９—３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

点偏离整体点较远，怀疑其为异常点。关于周平均
气温对ＩＬＩ例数的影响，模型（ｍ６）的拟合结果基本
上和模型（ｍ５）相同。而关于周最大日温差的影响，
发现当在８℃左右或＞１２℃时，ＩＬＩ例数增长也很明

显。上述的气温和温差数据恰好对应了上海市冬春
之交和夏秋之交的气候情况。
建立了ＧＡＭ，并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ＬＵＳ ８．０得到
其拟合结果，就可用所建立的模型根据未来一周的
天气预测ＩＬＩ数量。图６是根据模型（ｍ６）的拟合结
果在不同周平均气温和周最大日温差的情况下，预
测周ＩＬＩ数量。可见当周平均气温＜２５℃、且周最
大日温差较小时，ＩＬＩ例数较少；而在极端情况下，即

图５模型（ｍ６）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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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

加以检验甄选。这样可简化统计模型和有效降低模
型的方差。而关于单变量函数的拟合已有很多成熟
的方法，无论是参数性还是非参数性的方法，均能很
好的融合到模型中。
利用ＧＡＭ开展对疾病的预测也存在局限性。
流感的发生和流行还受到病毒活动强度、一般人群
抗体水平、病毒变异程度、人群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空气污染（如ＰＭ：，，［７１）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本研
究仅考虑气象因素，模型的精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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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组线性无关的解释变量，从而构造候选模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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