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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２００９—２０ １１年传染病
自动预警系统运行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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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中国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ｃＩＤＡＲｓ）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传染病

暴发早期探测中应用效果。方法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预警系统移动百分位数法的预警信号及其信
号响应率、响应时间、信号核实方式及响应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并比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预警参
数调整前后的预警效果。结果广西区域内ｃＩＤＡＲｓ共发出１６种传染病的２９ ７８８条预警信号，
平均每县每周约产生预警信号１．７条。信号响应率为１００％，平均响应时间为１．５ ｈ。其中６２４条信
号（２．０９％）经初步核实后被判断为疑似暴发事件，经过现场调查最终确认９种传染病的１９１起暴

发。总体上预警灵敏度为８９．２５％，探测及时｜生为２．８ ｄ。与预警参数调整前比较，预警参数调整后
每月预警信号数减少，各病种预警灵敏度上升；除流行性腮腺炎外，流感、风疹及其他感染性腹泻

的预警及时性均有所提高。结论ｃＩＤＡＲｓ在广西区域内预警信号响应率和响应及时性较高，通
过调整预警参数可进一步改进预警系统的应用效果，但目前假阳性信号所占比例仍较大，需根据
不同疾病的特点改进预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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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我国启用了基于互联网的“疾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系统”（大疫情网），实现了传染病病例个

果哺’“，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起对预警参数进行调整：
基线回溯的历史同期年数调整为５年；其他感染性

案信息收集、及时报告、数据电子化管理和集中保

腹泻病、流行性腮腺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流

存，为及时分析与处理监测数据，早期探测和预警传

行性感冒、猩红热、伤寒和副伤寒、戊型肝炎、急性出

染病暴发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５年启用的基于互联网

血性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流行性出血热、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突发

风疹的预警阈值调整为Ｐ。。；甲型肝炎的预警阈值调

网），则收集了传染病暴发、流行等各类事件的详细

整为Ｐ，。；斑疹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钩端螺旋体

信息，为传染病预警技术的研究和评价提供了数据

病、登革热的预警阈值不做调整仍为Ｐ，。。各地可根

基础。互联网、通信与计算机技术在我国的普及应
用，也为实现传染病预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创造了

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其他感染性腹泻病、风疹、甲型
肝炎等１３种预警病种的预警阈值在Ｐ，。～Ｐ。。之间进

条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行灵活设置。

心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１日启动了“中国传染病自动预警
系统”（ＣＩＤＡＲＳ，预警系统）试运行”＇２。。为分析预警

预警系统的运行流程分为预警信号探测、发送、
初步核实和现场调查确认等步骤…。预警系统每日

系统的应用效果，本文对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

２４：００时对当天报告的疾病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将

１２月３１日期间预警系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

探测到的预警信号以手机短信的方式自动发送给县

的运行情况和结果进行分析，为该系统的改进与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疫情分析的人员，当地收

警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到预警信号后将通过数据分析或电话联系报告单位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选择广西进行自动探测预警的１７

等方式进行初步核实，若病例可能存在空间、时间和
（或）人群聚集性，发生当地罕见／少见病种，或疫情

种传染病，数据来源于大疫情网报告的传染病个案

有扩散趋势，则判定为疑似暴发事件，并进一步开展
现场调查以确认是否为真正的暴发。基层疾病预防

数据、突发网报告的暴发事件及预警系统发出的预

控制机构对预警信号的初步核实与现场调查结果将

警信号和响应处理结果。根据每年传染病信息报

通过预警系统进行报告乜ｏ。

告质量评价结果，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广西县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网络报告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００％、９９．６１％、

３．评价指标：对研究期间预警传染病的报告病

１００．００％，乡镇卫生院网络报告率分别达到９７．０３％、

例数、预警信号数、初步核实方式、信号响应率与响
应时间、初步核实与现场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初步

９７．７５％、９９．７６％，及时报告率分别为９８．１８％、

核实方式是指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收到预

９９．４７％、９９．７８％［３－５］。

警信号后，初步判断预警信号是否为疑似事件的方

２．预警系统：预警系统采用移动百分位数法预

式，包括监测数据分析和电话核实两种核实方式；信

警模型（时间模型），对常见急性传染病的报告数据
进行每日探测…。该方法是以县（区）为空间范围，

号响应率指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反馈了初步

若当前观察周期的病例数（Ｃ）大于历史同期基线数

核实结果的预警信号数占总预警信号数的比例；信
号响应时间指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收到预

据的某一设定的百分位数时，预警系统将发出预警
信号，其中当前观察周期为最近７ ｄ，历史同期指过

警信号至填报“信号核实卡”的时间间隔。

去若干年每年对应当前观察周期的７ ｄ，以及前后各
摆动２个７ ｄ的数据块组成…。为减少重复预警信

行个案报告的传染病暴发事件作为评价标准，计算

号，时间模型的运算结果要同时满足以下２个条件

日预警参数调整前后的预警效果随’９ｊ。选定暴发首次

才发出预警：①ｃ＞２例（流行性乙型脑炎和流行性

报告病例日期为暴发开始时间，末次报告病例日期

脑脊髓膜炎）或ｃ＞３例（其他１５种疾病）；②当前日
期ｃ值大于前一日ｃ值或当前日期ｃ值在历史基线

为暴发结束时间，二者之间为暴发持续时间ｎ ０。。此
期问预警模型发出≥１个信号，即认为探测到暴

中的百分位大于前一日。

发。灵敏度是指探测到的暴发占全部暴发事件的百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１日系统启用以来，各病种的预警
阈值均为第５０百分位数（Ｐ，。），基线回溯的历史同期

分比。及时性是指首次报告暴发相关病例至预警系
统首次发出预警信号的时间间隔的中位数，时间越

年数为３年。经过阶段运行后，根据前期的研究结

短，及时｜生越好。

以突发网报告的病例数≥３例且在大疫情网进

预警灵敏度和及时性等指标，并比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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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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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２叭１年广西各类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的响应结果

件进行数据整理，Ｒ软件（版本２．１４．１）编

写评价指标计算程序¨“。
结

预警响应
报告
发病数

报告

疑似事件现场调查发病数
预警
信号数
确认暴发预警
（死亡数）信号数
信号数
起数
（％）６

病种

果

１．一般情况：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预警系统已覆盖广西县级及以上所有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登录系统的用户
５０４个，通过手机接收预警短信的各级疾
病预防机构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
处置工作人员共２１９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预警系统时间模型在
广西共发出１６种传染病２９ ７８８条预警
信号，涉及１１２个县（区、市），平均每县
每周约发出１．７条信号。流行性腮腺炎、
其他感染性腹泻、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
疾的信号最多（８１．１３％），戊型肝炎、流行
性乙型脑炎、猩红热、流行性和地方性斑
疹伤寒、疟疾、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病、流
行性脑脊髓膜炎较少（１．４２％），流行性出
血热无预警信号（表１）。如图１所示，
７—９月预警信号数较多（２９．７４％），而
１—３月信号数较少（１７．０２％）；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预警参数调整后的各月信号数低于调
整前同期各月信号数；除２０１１年８—１０
月信号数降低外，其他各月３年间信号

注：“指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
病；６括号内数据为疑似事件信号占该病种全部预警信号的百分比

数波动较为一致。各病种共报告发病２８３ ５６５例，死
亡４７例。总体而言，报告病例越多，预警信号越
多，报告发病数与预警信号数的总比值为９．５：１，其
中急性出血性结膜炎（３８．７：１）和钩端螺旋体病
（３１．８：１）的比值较高，流行性乙型脑炎（２．１：１）的比

鼎
Ⅱｐ

妲
鼽
瞪

值较低。
２．信号响应情况：广西预警信号响应率为
１００％，信号响应时间的中位数为１．５ ｈ（Ｐ：，～Ｐ，，：
０．４～６．８

月份

ｈ），８８．１２％信号在２４ ｈ内有响应。与２００９

年相比，２０１１年７８．５７％地（市）的信号响应时间缩
短，响应及时性提高（表２）。７９．０７％预警信号采用
监测数据分析方式进行信号初步核实。结果表明，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广西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逐月预警信号数

疹次之（分别为２５．７９％和９．５７％）。

１２种传染病６２４条预警信号被判断为与疑似暴发事

通过对疑似事件的现场调查，预警系统共填报

件相关，占全部信号的２．０９％，其余信号无需进一步

了１０种传染病４７７张现场调查表，最终核实确认９

现场调查核实（表１）。动物源性及虫媒传染病的疑

种传染病１９１起传染病暴发。其中流行性腮腺炎和

似事件预警信号比例（５．８５％）总体上高于呼吸道传

流行性感冒的暴发事件最多，均为５８起，风疹（３２

染病（４．１４％）和肠道传染病（０．３６％）。其中登革热

起）和急性出血性结膜炎（２４起）次之（表１）。
３．预警灵敏度和及时性：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突发网

的疑似事件信号比例最高（１００％），流行性感冒和风

·５９２‘

表２

生堡堕鱼疸堂苤查！！！！笙！旦笙丝鲞箜！塑垦！垫！里旦！垒！里ｉ！！！！旦竺！！！！！塑！：！！，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广西不同地区对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地区焉百万篙筹等怒‰
预警信号响应时间

起、急性出血性结膜炎２起、其他感染性腹泻和登革
热各ｌ起。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对各病种的预警参数进行调
整。调整前平均每日预警信号数为２９．２６条，调整后
平均每日预警信号数为２３．４４条，减少了１９．９１％。
调整阈值的病种中，信号减少较多的为流行性感冒
（７８．６ｌ％）、流行性乙型脑炎（６２．５８％）、细菌性和阿

米巴性痢疾（５７．１４％）、甲型肝炎（４９．８５％）、伤寒和
副伤寒（４３．１７％）、急性出血性结膜炎（２１．６１％），而
风疹、戊型肝炎、猩红热、疟疾等疾病由于２０１１年报
告病例的增多，预警信号数反而有所增加。参数调
整后，预警灵敏度为９４．７４％，高于调整前的８７．２６％，
而且调整前后均发生暴发的４种传染病（流行性腮
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流行性感冒和风疹），其灵敏
度均高于调整前。调整后，除流行性腮腺炎的预警
合计２９ ７８８ １．７（０．４，８．５）１．４（０．３，５．５）

１．５（Ｏ．６，４．６）１．５（ｏ．４，６．８）

共报告符合本研究评价标准的９种传染病２１４起暴
发事件（表３）。经比对，预警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
可探测到其中９种传染病１９１起暴发，故预警系统的

及时性有所下降，流行性感冒、风疹、其他感染性腹
泻的及时性均有所上升（表３）。
讨

论

灵敏度为８９．２５％（１９１／２１４）；预警及时性为２．８ ｄ，即

预警系统采用的移动百分位数法预警模型具有

事件相关病例首次在大疫情网报告后平均２．８ ｄ内，
预警系统会发出预警信号。除登革热外，各病种的

敏感、简便实用、不受数据特定分布约束的特点”“。
从运行结果看，移动百分位数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预警灵敏度均＞８５％。另有２３起暴发未能探测到，

能够较快地探测到不同传染病的暴发。由于移动百

分别为流行性感冒８起、流行性腮腺炎６起、风疹５

分位数法是将当前报告病例数与历史同期报告病例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广西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预警参数调整前后效果

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为调整前，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为调整后；６依据突发网报告的暴发事件数；。除
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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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比较，当疾病报告病例数越多、发病水平越
高，发出预警的可能性越大，预警信号可能越多。然

负担进行分析，可能低估了预警系统应用效果。因
此，需要进一步探索预警系统应用效果更为科学全

而，疑似暴发事件相关信号占全部预警信号的比例

面的评价指标。
（本研究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仍然较低（２．０９％），仅略高于２００９年全国运行结果
（１．６７％）…。其原因可能与暴发病例占全部病例的

的支持，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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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易探测出。考虑到现有的法定传染病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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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预警系统对实际发生的传染病暴发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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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果的准确评判；其次预警信号的响应和疑似
事件的判断缺乏统一、量化的判定标准，可能受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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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工作负担和积极性等影响，出现错误排除预警
信号等情况，低估了预警系统的作用；再者本研究在
应用中未对预警系统的控制传染病暴发和减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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