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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应用累积和模型探测北京市猩红热流行
起始时间的预警分析
李静杨鹏吴双胜王小莉刘爽王全意
【导读】应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猩红热报告病例数据，探讨累积和（ｃｕｓｕＭ）模型在探测
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应用价值。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Ｃ１一ＭＩＬＤ（Ｃ１）、Ｃ２一ＭＥＤＩＵＭ（Ｃ２）和
Ｃ３一ＵＬＴＲＡ（Ｃ３）模型，比较不同参数组合下Ｃ１一ｃ３模型的Ｙｏｕｄｅｎ（ＹＤ）指数和检出时间（ＤＴ），
筛选出各模型的最优参数组合和最佳模型，应用２０１ １年猩红热报告病例数验证在最优参数组合
下Ｃ１～Ｃ３模型的预警效果。结果表明，ｃ１的最优参数组合为ｋ＝０．５，Ｈ＝２ｃ；Ｃ２的最优参数组合
为ｋ＝０．７，Ｈ＝２０；Ｃ３的最优参数组合为矗＝１．１，Ｈ＝２ａ。在最优参数组合下，ｃ１的ＹＤ指数为
８３．０％，ＤＴ平均值为０．６４周；Ｃ２的ＹＤ指数为８５．４％，ＤＴ平均值为１．２７周；Ｃ３的ＹＤ指数为８５．１％，
ＤＴ平均值为１．３６周。三种模型中Ｃ１的预警功效最好。ｃ１一ｃ３模型均在猩红热流行开始４周内

发出预警信号。表明ＣＵＳＵＭ模型在探测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时具有较好的功效。
【关键词】猩红热；累积和；流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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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热是由Ａ组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

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１年发病率出现大幅度升高，同时

呼吸道传染病。近年来北京市猩红热发病呈上升

在我国其他地区（包括香港）也出现显著升高陋］。目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ｌ０００４２１５—００３—００１）；

前猩红热尚无有效疫苗预防，也缺乏病原学监测，因
此及早探测到猩红热流行高峰的起始时问，并及时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２０１ １０４７）

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将有利于控制疫情蔓延。目前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６９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

用于预测预警传染病的方法较多ｂ。５１，其中累积和

（李静）；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李静、杨
鹏、吴双胜、王小莉、刘爽、王全意）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ｌｎ，ｃＵＳＵＭ）预警模型是一种常用的

通信作者：王全意，Ｅｍａｉｌ：ｂｊｃｄｃｘｍ＠１２６．ｃｏｍ

预警模型，在探测疾病监测数据微小变化时具有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好的及时性和灵敏性。６。，已有研究应用该方法成功

间，即为口次ＤＴ的均值。

探测到流感流行的起始时间一’趴，但目前缺少对猩红

优选参数和模型的标准为ＹＤ指数最高者作为

热流行起始时间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本研究应用

最佳结果，同时参考各自检出时间的差异。当ＹＤ

ＣＵＳＵＭ模型探测北京市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并预

指数相等或相差不大时（相差＜５％），而ＤＴ相差＞

警，同时筛选出ＣＵＳＵＭ的最优参数组合，并比较在

０．５周时，可优先考虑检出时间较短者，比较不同参

最优参数组合下模型的预警效果，为探测猩红热流

数组合下的ＹＤ指数和ＤＴ，按照最优原则选择模型

行高峰的方法提供参考依据。

的最佳参数组合，在模型的最佳参数组合下，比较各
模型的预警效果。

基本原理

３．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标准：由于目前缺乏猩

１．ＣＵＳＵＭ模型：该模型系通过累加计算观察

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金标准和病原学监测数据，所

值与期望值的差值，逐渐放大数据出现的波动，到达

以本研究参照流感流行起始时间判断的金标准ｎ…，

快速、灵敏探测到数据出现微小偏移的效果。一般

并结合猩红热的流行特点规定猩红热的流行起始时
间。鉴于北京市猩红热流行呈现双峰分布，每年春

认为研究的特征参数ｘ～Ⅳ（胁，ｏ）为
（１）

夏之交（３—６月）和冬季（１０月至次年１月）病例数较

式中初始值Ｃｏ＝０；七ａ为允偏量；若均值由胁偏移到

多，为此本研究规定每年３—６月为第一个流行季、

胁＋ｋｏ时，希望能引起警觉；Ｈ为判定值，当Ｃｆ≥日，认

１０月到次年１月为第二个流行季，猩红热报告病例

为增加有统计学意义∽。。根据其识别异常的灵敏度

数连续２周达到流行季报告病例数最高值的３０％

高低，将Ｇ分为三类，分别为Ｃ１一ＭＩＬＤ（Ｃ１）、

时，则认为猩红热开始流行。

Ｃ，＝ｍａｘ｛０，Ｘｔ一（“＋＆ｏ）＋Ｃ。｝

Ｃ２～ＭＥＤＩＵＭ（Ｃ２）和Ｃ３一ＵＬＴＲＡ（Ｃ３）。本文拟定

实例分析

移动平均周期为７个时间单位，Ｃ１、Ｃ２的计算公式
Ｃ１＝ｍａｘ｛０，Ｘｔ一（ＭＡｌ＋ｋＳ，）＋ｃ』．｝

（２）

１．资料来源：猩红热病例数据来源丁《疾病监测

Ｃ２＝ｍａｘ｛０，Ｘｔ一（心：＋ｋＳ：）＋Ｃ。｝

（３）

信息报告系统》中北京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猩红热报告

ｃ３等于ｃ２计算公式中求得的ｃｆ、ｃｆ一。和Ｇ一：之和。

病例数。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每周《疾病监澳０信息报告

其中ＭＡ。和ｓ。分别代表￡一７至￡一１期间报告病例数

系统》报告的猩红热病例数作为基线，用于筛选出最

的移动均值和移动标准差，ＭＡ：和Ｓ：分别代表ｔ一９至

优参数组合。应用２０１１年数据进行验证，以发出首

￡一３期间报告病例数的移动均值和移动标准差，忽

个预警信号的时间点作为猩红热流行的起始周，与

略了最近２个时间单位的数据。Ｈ和ｋ为ＣＵＳＵＭ
模型中的重要参数，根据既往文献中Ｈ和后的取值

本研究规定的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作比较，评价
ＣＵＳＵＭ模型在探测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效果，

范围“０１“。，本研究将其限定为２０≤Ｈ≤５０，０＜ｋ≤

并筛选出最优模型。

１．５。参数调试方式为每隔０．２调节ｋ的大小，每隔１

２．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按照本研究的规定，如

倍Ｇ调整Ｈ。采用移动标准差ｓ作为６的估计值，移

图１所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猩红热报告病例数呈明显

动平均值ＭＡ作为ｐ的估计值。
２．优选方法和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

的双峰现象，而２００９年只有第一个流行季，第二个
流行季不明显。按照本研究规定的猩红热流行起始

ｉｎｄｅｘ（ＹＤ指数）和检出时间（ＤＴ）：１２ｊ。

时间判定标准，２００５年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为第１１

ＹＤ指数即灵敏度与特异度之和减ｌ，范围
在一１～１之间，ＹＤ指数越大，模型识别流行起始时

周和第３７周，２００６年流行起始时问为第１３周和第
３７周，２００７年流行起始时间为第１４周和第４０周，

间能力越强。ＹＤ指数综合考虑了灵敏度和特异度

２００８年流行起始时间为第９周和第４０周，２００９猩红

的总效应，反映模型识别真实的流行高峰和非流行

热流行季开始时间是第ｌｌ周，２０１０年是第１ｌ周和第

高峰的能力。本研究灵敏度定义为猩红热流行高峰

４４周，２０１１年是第１５周和第３８周。
３．参数优选：如图２所示，本研究应用２００５—

Ｙｏｕｄｅｎ’Ｓ

期内正确发出预警的周数与模型发出的预警周数之
比值，特异度定义为非高峰期内模型正确没有发出

２０１０年猩红热报告病例数优选参数，在不同参数组

预警的周数与非流行期的周数之比值。
ＤＴ定义为流行起始时间与模型首次发出预警

合下，Ｃ１～Ｃ３模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不同，随着
Ｈ和局的增加，各模型的特异度均逐渐增加，灵敏度

时间的差值，若模型正确识别出了口次流行起始时

逐渐减小。如表１、２所示，各模型的ＹＤ指数不同，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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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Ｄ指数＞８０．０％时，参数ｋ值在ｃ１模型为０．１—０．５，
ｃ２模型为０．７。１．１，ｃ３模型为０．９～１．３。随着Ｈ和ｋ
值的增加，探测到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问越晚。按照
彝
坠
墨
裂

本研究的规定Ｃ１模型的最优参数组合为ｋ＝０．５，
Ｈ＝２ ｏ，ＹＤ＝８３．０％（灵敏度为８９．４％，特异度为

９３．７％），ＤＴ均值为０．６４周；Ｃ２模型的最优参数组合
为ｋ＝０．７，Ｈ＝２ｃ，ＹＤ＝８５．４％（灵敏度为９１．Ｏ％，特
异度为９４．４％），ＤＴ均值为１．２７周；Ｃ３模型的最优参
数组合为七＝１．１，日＝２０，ＹＤ＝８５．１％（灵敏度为

州Ｍ ｆ』剐）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

１年北京市猩红热报告病例数分布

９１．５％，特异度为９３．７％），ＤＴ均值为１．３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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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１～Ｃ３模型在不同参数组合下的特异度和灵敏度

表１不同参数组合下ｃｌ～Ｃ３模型的ＹＤ指数（％）

０．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５２９·

表２不同参数组合下Ｃｌ～ｃ３模型的ＤＴ均值

４．ＣＵＳＵＭ探测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表３为

流感的流行起始时间结果相似。有研究表明，在应

２００５－－２０１ １年Ｃ１～ｃ３模型最优参数组合下探测到

用预警模型前应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优化ｎ２’１４］，本研

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总体上，Ｃ１。Ｃ３模型均可在

究应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猩红热报告病例数据对

猩红热流行开始４周内探测到猩红热的流行。Ｃ１模

Ｃ１～Ｃ３模型的参数进行筛选，ｃｌ模型优选出的参

型最晚在流行高峰开始后第３周发布预警信号，ｃ２、

数组合是ｋ＝０．５，Ｈ＝２０；Ｃ２模型优选出的参数组合
为ｋ＝０．７，Ｈ＝２ｃ；Ｃ３模型优选出的参数组合为．ｊ｝＝

Ｃ３模型最晚均在流行高峰开始后第４周发布预警信

１．１，日＝２０；与王小莉等ｎ２１对麻疹暴发进行预警时筛

号。应用最优参数组合下的ｃｌ～ｃ３模型对２０１１年
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进行探测，Ｃ１模型在第１５周和

选的最优参数组合存在差异，也不同于美国疾病预

第３８周发出预警，Ｃ２、Ｃ３模型均分别在第１５周和第

防控制中心的早期异常报告系统（ＥＡＲＳ）中规定的

３９周发出预警，且均在猩红热高峰期来临的１周内

参数组合¨５｜，表明ＣＵＳＵＭ模型对于不同的疾病最

发出预警。

优参数可能不同，所以在应用ＣＵＳＵＭ模型进行预

５．模型评价：按照本研究规定在最优参数组合

警前，应利用疾病的历史基线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

下比较Ｃ１～ｃ３模型的预警功效，Ｃ２模型的ＹＤ指数

行优化，应用最优参数组合对疾病进行预警分析。
本研究参照流感流行起始时间的判断金标准并

最高为８５．４％，其次是Ｃ３模型为８５．１％，最后是Ｃｌ
模型为８３．０％。Ｃ１模型的ＤＴ最短，ｃ３模型的ＤＴ最
长，Ｃ１模型与Ｃ２、Ｃ３模型的ＹＤ指数的差值均＜

结合猩红热的流行特点，规定了猩红热的流行起始
时间，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由于目前缺乏猩红热流

５％，而ＤＴ差值＞０．５周。根据本研究的优选原则，

行起始时间的判断金标准，也缺乏病原学监测，所以

Ｃｌ模型在探索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预警功效相

定义的流行起始时间可能存在偏移。如２００５年第

对较好。

二流行季从第４１周开始出现大幅上升，而按照规定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参数组合下ＣＵＳＵＭ模型的

的流行起始时间第３９周上升不明显，故可认为２００５
年第二流行季流行起始时间为第４１周。因此，制定

特异度随着Ｈ和ｋ值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而灵敏度

合理的判断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金标准，及时探
测到其流行高峰来临时间，将有利于该病的防控。

为下降趋势，与既往研究相似““。在不同参数组合

有研究表明ＣＵＳＵＭ模型可用于对流感流行起

下的预警效果有差异，随着日和后值的增加，探测到

始时间的探测ｎ，８＇１４］，且具有较高的预警功效。本研

的流行起始时间越晚，与ｔｉｌ，莉等旧３探测甲型Ｈ１Ｎ１

究在Ｃ１一Ｃ３模型最优参数组合下对北京市２００５一

表３

ｃ１～ｃ３模型在最优参数组合下探测到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

注：括号外数据为模型探测到的猩红热流行起始周，括号内数据为ＤＴ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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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１年猩红热流行高峰起始时间进行探测和预警，

［５］Ｑｉａｎ

结果表明３种模型均能在本研究规定的流行起始时

ＨＫ，Ｙａｎｇ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ｃａｎ

Ｙ，ｅｔ

Ｐ，Ｚｈａｎｇ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ＨＩＮＩ）２００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ｔ ＪＶｉｒ０１．２０１１．１８（６）：１７０一１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间开始４周内发出预警。按照调整后，２００５年第二

钱海坤，杨鹏，张奕，等．时空扫描方法在北京市甲型Ｈ１ＮＩ流

流行季流行起始时间为第４１周，３种模型几乎都在

感聚集性探测中的应用国际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８（６）：１７０一

猩红热流行起始前或流行开始后３周内发出预警信

１７４．

号。有研究表明流感高峰开始后３周内发出预警信
号较为理想¨“，猩红热流行季相对于流感流行季上

［６］Ｗｏｎｇ Ｗ，Ｍｏｏｒｅ ＡＷ．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ｂｉｏ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Ｗａｎｇｎｅ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升更缓慢，因此笔者认为ＣＵＳＵＭ模型可用于猩红
热流行起始时间的探索，且具有较高的功效。

ｏｆ

ｔｉｍｅ—ｓｅｅｒ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Ｍ．Ｍｏｏｒｅ

Ｂｉｏｓｅ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Ｗ．Ａｒｙｅｌ

Ｌｏｎｄｏｎ：Ｅｌｓｅｖｖｉｅｒ

ｆｏｒ

Ｒ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２１７－２３４．

［７］Ｙａｎｇ Ｐ，Ｗａｎｇ ＱＹ，Ｓｈｉ ＷＸ，ｅｔ ａ１．Ｐ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

本研究还评价了最优参数组合的Ｃ１～Ｃ３模型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１４（２）：

在探索猩红热流行起始时间的预警功效，发现Ｃ１模

１０８一１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型的预警功效最好，其次是Ｃ２模型，最后是Ｃ３模

杨鹏，王全意，石伟先，等．北京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流感监测预警

型；但有研究发现Ｃ３模型在探测麻疹暴发时预警功

分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２）：１０８一１１１．
［８］ＷａｎｇＸＬ，ＺｈａｎｇＹ，Ｙａｎｇ

效最好‘１“。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疾病具有不同的流

ｏｎｓｅｔ

Ｐ，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ｏｎ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１ＮＩ

２００９，ｕｓｉｎｇ

ＣＵＳＵＭ

行特征，或是优选模型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如果疾

ａｎｄＥＷＭＡ．Ｉｎｔ ＪＶｉｒ０１．２０１１．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病的传播速度快，预后相对严重，在评价模型时可侧

王小莉，张奕，杨鹏，等应用ＣＵＳＵＭ和ＥＷＭＡ模型探测甲型

重于选取灵敏度高和ＤＴ最短的模型。可见同一模

ＨＩＮｌ流感流行起始的预警研究．国际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ｌ，１８

型在最优参数组合下，相对于不同的疾病预警功效

（６）：１８７—１９０．
Ｊ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９］Ｂｅｎｎｅｙａｎ

不同，因此应根据不同疾病的流行特征选择适合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模型和评价标准进行预警分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ｐａｒ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ｆｅｃｔ

综上所述，ＣＵＳＵＭ模型可用于探测猩红热的
流行起始时间，且具有很高的功效，其中Ｃ１模型在
ｋ＝０．５，Ｈ＝２０的最优参数组合下预警功效最高。因
此，应用ＣｕＳｕＭ模型及时的探测猩红热流行起始
时间，对于其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 ９９８．１

Ｈｏｓｐ

９（３）：

１９４－２１４．

［１ ０］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ｓｕｍ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Ｊ Ｖｅｔ

Ｄｉａ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２，１４：２１１—２１８．

１ １ １］Ｈｅ

Ｚ，Ｌｉｕ

Ｂ．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ＳＵ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ｒｔ 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Ｓｙｓｔ Ｅｎｇ．２００２，１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６）：５４７—５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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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ｌｉｋｅ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９，３０（２）：１５９－１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９一１６２．

ａ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ｏ

（６）：１７５—１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Ｗａｎｇ

Ｊ

比较几种预警模型的功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ｃｔ，ｖ，ｔｙ ｏｆ２０１ｌ一２０１２．Ｉｎｔ Ｊ Ｖｉｒ０１．２０１１．１８

ＳＳ，Ｙａ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ｒｌｙ

王小莉，王全意，刘东磊，等．采用北京市麻疹的暴发模拟数据

ｆｅｖｅｒ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２０１１．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１。４４（６）：４０９—４１１．

【４］Ｗｕ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ｉｎ

钱海坤，杨鹏，张奕，等．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京市猩红热发病时空

［２ｊ

ＤＬ，ｅｔ

１

Ｈ，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Ｊ

Ｉｎｆｏｒｍ，２０１０，４３（１）：９７—１０３．

１ ５ Ｊ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ｂｅｒｅ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ＡＲＳ［ＥＢ／

ＯＬ］．（２００６—１１—１５）［２００８—１２—１ ８］．ｈｔｔｐ：／／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ｄｃ，ｇｏｖ／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ｅａｒ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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