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７ＹＩ第３４卷第７５Ｊ

·７０６·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监钡Ⅱ·
上海市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２年猩红热流行特征

和发病趋势分析
任宏王晔陈明亮
【摘要】

目的

袁政安李燕婷黄埔

胡家瑜

系统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猩红热发病特征及健康人群Ａ组链球菌

（ＧＡＳ）携带状况，探讨健康人群ＧＡＳ监测和组合模型预测技术在猩红热早期预警中的应用。
方法使用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数据分析上海市猩红热的流行特征。构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ＡＲＩＭＡ）和人工神经网络（ＡＮＮ）组合模型，对猩红热月度报告发病率进行分析和预测。采用
ＧＡＳ分离培养、菌型鉴定试验、ｅｍｍ分型和超抗原基因检测技术，监测猩红热流行期间健康人群
ＧＡＳ携带状况，并计算ＧＡＳ标准化带菌率。结果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共报告猩红热病例９４１０
例，以散发为主，发病呈现季节性和周期性。２０１１年报告发病率达到高峰，年均报告发病率６．０１２／
１０万，患者以４。８岁年龄段托幼儿童和学生为主，郊区人群发病率显著高于市区，发病的性别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和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的平均
相对误差（ＭＥＲ）分别为０．２６８、０．４３２和０．１３１。使用预测效果最优的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进行
预测，２０１３年ｌ一６月上海市猩红热月度发病率将波动在ｏ．４４６／１０万至３．４６７／１０万。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１５岁社区健康人群未发现ＧＡＳ带菌者，而２０１２年带菌率为１．１８０％，标准化带菌
率为１．０９２％。２０１２年分离获得１８株ＧＡＳ，其中１５株为ｅｍｍ １２．０型（８３．３３％）。结论上海市猩
红热报告发病率将继续小幅上升。社区健康人群ＧＡＳ带菌率监测和组合模型预测技术可用于猩
红热的早期预警。

【关键词】猩红热；Ａ组链球菌；发病特征；组合模型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ＲＥＮ Ｈｏｎｇ，ＷＡＮＧ Ｙｅ，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ａｎ，ＬＩ Ｙａｈ－ｔ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Ｐｕ，Ｈ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Ｊｉａ—ｙｕ．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加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ｆ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３３６，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

孤括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ＮＯ．１２ＧＷＺＸ０１０１）．

Ｊｉａ—ｙｕ，Ｅｍａｉｌ：ｊｙｈｕ＠ｓｃｄｃ．ｓｈ．ｃａ
ａ ｇｒａ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ｔｈ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ＧＡ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ａｎ

ａｎｄ ｆｉ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ＩＭＡ）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ｍ

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２０１２．Ｔｈｅ

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ｔｈｅｒｅ

ｏｆ ＧＡＳ
ｗｅｒｅ

ａ

ｉｓｏｌａｒｅｓ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４１０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ｗｉｔｈ

ｆ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ｓ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ｋｅｐｔ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ｗａｓ ｉｎ ２０ １１．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ｗａｓ ６．０ ｌ ２ ｐｅｒ ｌ ００ ０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ｓ．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 ４ ｔｏ 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ｅ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ＲＩＭＡ ｍｏｄｅｌ．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０
基金项目：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１２ＧＷＺＸ０１０１）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任宏、王哗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胡家瑜，Ｅｍａｉｌ：ｊｙｈｕ＠ｓｃｄｃ．ｓｈ．ｃｎ

中华流行病糕，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３４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０．２６８．０．４３２ ａｎｄ ０．１ ３ 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２０ １ ３ ｗ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ｅｒ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０．４４６ ｔｏ ３．４６７

ｌ ００ ０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ｓ．Ａ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４４０９ ｔｈｒｏａｔ ｓｗａｂ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０ ａｎｄ ２０ １ ２．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ｗｅｒｅ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ｎｄ

１．０９２％．１ ８ Ｇ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８３．３３％）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ｅｍｍ １２．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１ ５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Ｇ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ｆｅｖｅｒ；Ｇｒｏｕｐ

Ａ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ｍｏｄｅｌ

猩红热是重点防治的法定乙类传染病。近１０

（３）ｅａｒｎ分型及超抗原基因检测：根据美国疾病

年上海市猩红热报告发病率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

预防控制中心推荐流程和ｅｍｍ基因通用引物（上游

但２０１ １年报告发病率陡然上升，达到历史发病率的

５ ７一ＴＡＴ ＴＣＧ ＣＴＴ ＡＧＡ ＡＡＡ ＴＴＡ

３～１０倍，并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学校暴发…。为有
效监测和早期预警猩红热疫情，上海市自２００８年起

５’一ＧｃＡ ＡＧＴ ＴＣＴ ＴＣＡ ＧＣＴ ＴＧＴ

在＜１５岁社区自然人群中开展Ａ组链球菌（ＧＡＳ）
带菌率、ｅｍｍ分型及超抗原基因分型监测，并采用组

ｓｐｅＩ、ｓｐｅＪ、ｓｐｅＫ、ｓｐｅＬ、ｓｐｅＭ、豁口和ｓｍｅＺ）…。

合数学模型法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猩红热月度报告发

归移动平均模型（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病率进行分析和预测乜，，结果报告如下。

ａｖｅｒａｇｅ

资料与方法

Ａ一３’，下游

ＴＴ－３…２Ｉ，使用

ＰＣＲ法检测１１种超抗原（ｓｐｅＡ、ｓｐｅＣ、ｓｐｅＧ、ｓｐｅＨ、

３．组合模型原理和方法Ｈ＇“：本研究在单纯自回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ＡＲＩＭＡ）的基础上，以加法串联形式

构建ＡＲＩＭＡ和人工神经网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Ｎ）的组合模型。使用２００５年１月至

１．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猩红热发病

２０１２年６月累计９０个月的猩红热月度发病率数据

率和三间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

进行模型拟合，以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的发病率数据进

统。此期间上海市全市人口及户籍人口数据（分性

行模型验证，并对２０１３年１—６月的猩红热发病率进

别和年龄）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

行预测。组合模型的构建步骤：

２．社区健康人群ＧＡＳ带菌率监测：

（１）ＡＲＩＭＡ模型：根据猩红热月度发病率数据

（１）抽样方法：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２年猩红热流

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征，使用ＡＲＩＭＡ季节乘积

行期（５月和１２月）各开展１次社区健康人群ＧＡＳ带

模型进行数据拟合，计算每个时问变量（月度）的发

菌率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中心城

病率预测值，作为组合模型的输入变量。发病率序

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各随机抽取１个区（县），每个区

列平稳化和ＡＲＩＭＡ季节乘积模型的构建原理同文

（县）随机抽取３个社区，按照年龄分成３层（０～４、

献［６，７］。

５。９、１０。１４岁），每个年龄层内随机抽取２５～３０

（２）神经网络模型及参数：选择ＢＰ人工神经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ＰＮＮ）

名＜１５岁在上海市居住满半年以上的居民作为监

络（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测对象。在知情同意原则下，采集每名监测对象的

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业和户籍等）和ｌ份咽拭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ＲＮＮ）作为人工神经网络代表模型，以加

本备用。

法形式构建ＡＲＩＭＡ—ＡＮＮ组合模型。其中ＢＰＮＮ的

（２）菌型鉴定：根据猩红热诊断标准（ＷＳ ２８２—
２００８附录Ａ）流程，采用ＧＡＳ分离培养试验和鉴定

输人层选择２个神经元，隐含层选择３个神经元，输
出层选择１个神经元。为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避

试验。检测试剂采用血琼脂平板和链球菌乳胶凝集

免过度拟合，ＢＰＮＮ选择贝叶斯正规化算法¨１。网

法检测试剂盒（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试剂均在有

络训练参数中隐含层选择双曲正切Ｓ形传递函数

效期内使用，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测设备使
用ＶＩＴＥＫ全自动细菌鉴定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ｔａｎｓｉｇ），输出层选择纯线性传递函数（ｐｕｒｅ

司）。链球菌乳胶凝集法判断依据：在２～１０ ｍｉｎ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出现明显颗粒样凝集者为阳性，反之无颗粒样凝集

规化函数（ｔｒａｉｎｂｒ）。ＧＲＮＮ由１个径向基网络层和１

者为阴性。

个线性网络层组成，隐含层传递函数选择高斯函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ｎｅ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ｕｒｅｌｉｎｅ），训练函数选择贝叶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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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Ｓｐｒｅｃｈｔ法确定光滑因子（ｓｐｒｅａｄ）的取值ｂ１；输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猩红热报告病例
和发病率（／１０万）

出层选择ｐｕｒｅｌｉｎｅ函数。

（３）ＡＲＩＭＡ—ＡＮＮ组合模型：将ＡＲＩＭＡ模型输
出的拟合值（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和相对应的时间变量
（月度）建立一个２维矩阵作为ＡＮＮ的输入变量，将
相对应的猩红热真实发病率数据建立一个１维矩阵
作为ＡＮＮ的目标变量，数据经归一化处理，通过参
数调整获得组合模型的最优训练结果。
（４）模型验证和预测：以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猩红热
发病率数据进行模型验证，以平均相对误差（ｔｈｅ
ｒａｔｅ，ＭＥＲ）作为参考指标，评价单纯
ＡＲＩＭＡ模型，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和ＡＲＩＭＡ—

注：按性别报告发病数采用常住人口（含外来人口）报告病例

ＢＰＮＮ组合模型的预测效能。使用最优模型对２０１３

数；按性别报告发病率采用户籍人ＶＩ数（不含外来人口）近似值代替

ｍｅａｎ

ｅｒｒｏｒ

年１—６月的猩红热发病率进行预测。

常住人１２１数；年均报告发病率＝常住人口报告病例总数／暴露人口总
数，本文以上海市户籍人１２１数近似值替代暴露人口数

４．统计学分析：
（１）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ＵＳＡ）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模块，对上海市猩红热的流行特
征和ＧＡＳ带菌率监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分布以４～８岁年龄组为主，共７３１９例，占报告发病
例数的７７．７８％。职业分布与年龄一致，以学生和幼
托儿童居前两位，共６８５８例，占报告发病例数的

率的标准化计算（使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２年上海市
户籍人口统计资料作为标准化人口数据）。使用

９２．１０％（表１）。郊区人群发病率高于市区，两者发

１７．０软件Ｅｘｐｅｒｔ Ｍｏｄｅｌｅｒ模块和ＭＡＴＬＡＢ

回归分析：ｔ＝２．３０１，Ｐ＝Ｏ．０３９）；发病地区分布以闵

７．０（Ｎａｔｉｃｋ，ＵＳＡ）神经网络工具箱，以

行区、浦东新区、松江区、奉贤区和徐汇区占前五位，

ＳＰＳ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猩红热月度发病率数据为基础，构建
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和

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

病率之比为３．１４６：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

共７５２６例，占报告发病例数的７９．９８％。
２．社区健康人群ＧＡＳ带菌率：
（１）ＧＡＳ带菌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２年全市共开

（２）使用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软件（ｗｗｗ．ｅｖｉｅｗｓ．ｃｏｍ）

展３次社区健康人群的猩红热带菌率监测，抽取＜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ＡＤＦ

单位检验模块（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ｔｅｓｔ）和ｘ一１２一ＡＲＩＭＡ季节调整程序模块ｎ０｜，对猩

１５岁社区健康人群４４０９人作为监测对象，其中男性
２０８４人，女性２３２５人。各年度监测对象的性别和职

红热发病数据进行序列稳定性检验和季节性趋势

业均衡可比。３年监测对象ＧＡＳ带菌率分别为

检验。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和１．１８０％，标准化带菌率分别为
结

果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和１．０９２％（表２）。

（２）ｅｍｍ分型和超抗原基因检测：２０１２年监测共

１．流行特征：

分离出１８株ＧＡＳ，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Ａ、ｓｐｅＣ，ｓｐｅＧ、

（１）发病率：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共报告猩红
热病例９４１０例（包含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年

ｓｐｅＨ、ｓｐｅＩ、ｓｐｅＪ、ｓｐｅＫ、ｓｐｅＬ、ｓｐｅＭ、ｓｓｏ和ｓｍｅＺ的携带
率分别为６６．６７％、８８．８９％、１００．００％、３３．３３％、

均报告发病率为６．０１２／１０万，无死亡病例。其中

３３．３３％、１６．６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

１年猩红热报告发病率最高，２００９年猩红热报告

其中携带≥６种超抗原基因的分离株为９株

发病率较低（表１）。此外还包括一起暴发疫情（发

（５０．００％），见表３。１８株中发现３种ｅｍｍ基因型，其

病５２例）…。

中ｅｍｍｌ．０型３株（１６．６７％）、ｅｍｍｌ２．０型６株

２０１

（２）分布特征：猩红热月度发病率呈现季节性和

（３３．３３％）、ｅｍｍｌ２．１９型９株（５０．００％），以ｅｍｍｌ２．０型

周期性（稳定性检验：Ｆ＝７８．２４，Ｐ＜０．００１），每年出

为主（１５株，８３．３３％）。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Ｇ、ｓｓａ和ｓｍｅＺ
存在于全部３种ｅｍｍ基因型（表３）。

现２个发病高峰，分别在４—６月和１１—１２月。年均
报告发病率男女性比为１．７５６：１，差异无统计学意

３．发病趋势分析：

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１．４０８，Ｐ＝０．１８３）。病例

（１）ＡＲＩＭＡ模型：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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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表２上海市社区健康人群ＧＡＳ带菌率

注：年龄别标准人口数为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不含外来人口）

表３

１８株ＧＡＳ的超抗原基因和ｅｍｍ基因携带率

效能，结果显示：首月预测效果最佳的模型是
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ＭＥＲ为０．１７０；前３个月预
测效果最佳模型是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ＭＥＲ
为０．１５７；后３个月预测效果最佳的模型是单纯
ＡＲＩＭＡ模型，ＭＥＲ为Ｏ．０７８；６个月预测效果最佳的
模型是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ＭＥＲ为０．１３１（表
５、６）。
表５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组合模型的验证效果

海市猩红热月度发病率呈现季节性和周期性。对
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１阶普通差分和１阶周期
为１２的季节差分后，经ＡＤＦ检验显示序列平稳
（￡＝一１２．３１，Ｐ＜０．００１）。根据固定Ｒ２最大，贝叶斯信

表６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组合模型在不同时段的ＭＥＲ

息准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ＢＩＣ）最小和
模型简化原则，结合模型拟合结果（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２＝
０．３０５，Ｒ２＝０．７７７，ＢＩＣ＝一２．２７１，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ｐ＝１９．６６，

Ｐ＝０．２３６）和参数估计结果（表４），最优模型为
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０，１，１）１２，故方程式ｌｎＹ，＝ｅ。一
０．３２６×ｌｎＹ，一．＋０．８０ｌ×岛一。
表４

ＡＲＩＭＡ模型参数

（３）模型预测：选择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预
测２０１３年上海市猩红热月度发病率，结果显示２０１３
年１—６月上海市猩红热预测发病率分别为１．０５１／
１０万、０．４６６／１０万、１．１８１／１０万、２．２６１／１０万、３．４５ｌ／

１０万和３．４６７／１０万，较２０１２年同期（０．８４３／１０万、
０．４７３／１０万、０．７８０／１０万、１．２２３／１０万、１．６９１／１０万和

（２）ＡＲＩＭＡ．ＡＮＮ组合模型：将ＡＲＩＭＡ模型输
出的拟合值和相对应的时间变量（月度）建立一个
２×７７维矩阵作为ＡＮＮ的输入变量，将相对应的猩

１．０３９／１０万）略有小幅上升。
讨

论

红热真实发病率数据建立一个１×７７维矩阵作为

由于自然环境、ＧＡＳ致病力和耐药性的变化以

ＡＮＮ的目标变量，分别训练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

及某些未知原因ｎ１’１２ ３，近年来上海市猩红热报告发

型（Ｓｐｒｅａｄ＝０．０３）和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使
用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猩红热发病率数据验证模型预测

病率大幅度上升，并出现局部暴发ｎ１。本研究回顾
上海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猩红热的流行特征，并采用健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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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人群ＧＡＳ带菌率监测和组合模型技术预测疫情。
８年间上海市猩红热主要以散发为主，发病呈
现季节性和周期性，２０ １ １年报告发病率最高，年均报
告发病率为６．０１２１１０万，以４—８岁年龄段儿童为主，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否吻合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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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ｔ Ｊ Ｎｕｍｅｒ Ａ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Ｇｅ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３，２７（８）：６５１－６６７．
［９］Ｓｐｒｅｃｈｔ

形式构建ＡＲＩＭＡ—ＡＮＮ组合模型，预测上海市猩红

ＤＥ．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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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个月预测效果最佳的模型是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

Ｅｃｏｎ

ａ１．Ｎｅｗ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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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ＭＥＲ为Ｏ．０７８；整体预测效果最

０．１３１。为此选择预测效能最优的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ｆ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根据传染病发病率数据具有线性和非线性的双

佳的模型是ＡＲＩＭＡ—ＢＰＮＮ组合模型，ＭＥＲ为

ｓｅｒｉｅｓ

［７］ＬｉｕＱ，ＬｉｕＸ，ＪｉａｎｇＢ，ｅｔ ａ１．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检测技术能否应用于猩红热的早期预警，以及作为

型，ＭＥＲ为０．１５７；后３个月预测效果最佳的模型是

ＧＭ．Ｔｉｍｅ

ＧＥＰ，Ｊｅｎｋ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０１．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Ｈｏｌｄｅｎ

海市猩红热发病率升高，可能与人群中ＧＡＳ带菌状

热的发病趋势。研究显示：首月预测效果最佳的模
型是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合模型，ＭＥＲ仅为０．１７０；前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９，３０（９）：９６４—９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合模型在猩红热发病率中的预测效果比较．中华流行病学杂

１５岁社区健康人群的ＧＡＳ带菌状况与当年度猩红

重特征，本研究在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基础上，以加法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ｏｎ

朱玉，夏结来，王静，等．单纯ＡＲＩＭＡ模型和ＡＲＩＭＡ．ＧＲＮＮ组

原基因检测阳＇１２１。本研究发现在猩红热流行期间，＜

预警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如何判别，仍有待进一
步探讨。

Ｊ，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ＩＭＡ）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ＩＭ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疹毒素中超抗原ｓｐｅＡ和ｓｐｅＣ的携带率分别为
６６．６７％和８８．８９％。既往研究大多聚焦猩红热患者
或密切接触人群的ＧＡＳ的携带率、ｆｒｏｍ分型和超抗

况变化有关。但ＧＡＳ的携带率、ｅａｒｎ分型及超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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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型预测２０１３年上海市猩红热报告发病率，结果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显示２０１３年ｌ一６月猩红热发病率将波动在０．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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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万至３．４６７／１０万间，发病率较２０１２年同期有小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上升。但模型预测结果与２０１３年实际发病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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