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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供参考。方法

分析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因素，为有效防控棘球蚴病提

收集 2019 年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监测点数据，采用 ArcGIS 10.8 软件绘制棘球蚴病

例分布地图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 SaTScan 9.5 软件进行空间扫描和棘球蚴病例的
聚集性分析；采用 GeoDa 1.14 软件和 ArcGIS 10.8 软件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

棘球蚴病流行的相关因素。结果

2019 年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监测点共监测 64 741 人，病例

829 例，患病率为 1.28%，病例分布具有空间相关性（Moran's I=0.41，P<0.001）。空间扫描分析一类聚

集区有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久治县、达日县和甘德县（LLR=460.77，RR=9.20，P<0.001）。牧业区棘
球蚴病的流行与年降水总量呈正相关（β=0.13，P=0.036），与人口密度（β=-1.36，P=0.019）和医护比
（β=-25.60，P=0.026）呈负相关。结论

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例空间聚集特征明显，年降水总量增

加，其流行风险增加，人口密度和医护比增加，其流行风险降低。
【关键词】 棘球蚴病； 空间特征； 空间滞后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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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hinococcosi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the pastoral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Methods The number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Qinghai in 2019 was collected to perform spatial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The
thematic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was generated with software ArcGIS 10.8
for visual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scanning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stimate the clustering of echinococcosis with software
SaTScan 9.5. Software GeoDa 1.14 and ArcGIS 10.8 were used to establish spatial lag model and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echinococcosis epidemic.
Results In 2019, the echinococcosis surveillance covered 64 741 people in the pastoral area of
Qinghai, and 829 echinococcosis cases were found, with a prevalence rate of 1.28%.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ases had spatial correlation (Moran's I=0.41, P<0.001). The most possible clustering areas
indicated by spatial scanning analysis included Banma, Jiuzhi, Dari and Gande counties of Guoluo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LLR=460.77, RR=9.20, P<0.001). The prevalence of echinococc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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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oral area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otal annual precipitation (β=0.13, P=0.036),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β =-1.36, P=0.019) and doctors/nurse ratio
(β=-25.60, P=0.026). Conclus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echinococcosis cases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Qinghai in 2019 had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the prevalence was affected by total annual
precipit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doctors/nurse ratio.
【Key words】 Echinococcosi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lag model;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Fund program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860606);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2019-ZJ-906)

棘球蚴病是由棘球绦虫幼虫感染引起的人兽

学指标数据（海拔、最大风速、平均温差、年降水总

共患寄生虫病，分为细粒棘球蚴病和多房棘球蚴

量、日照时数等），从青海省统计年鉴中获取社会学

病 。我国棘球蚴病流行严重 ，西部 9 个省份近
［1］

［2］

17 万人患有棘球蚴病，至少 5 000 万人面临感染棘

球 蚴 病 的 风 险［3］，导 致 的 伤 残 损 失 寿 命 年 高 达

29.36 万人年 。青海省牧区地广人稀，草场面积
［4］

占全省总面积的 60%，是我国五大畜牧业基地之
［5］

一 ，牛、羊等棘球蚴病中间宿主密度大，犬、狼和
狐狸等终末宿主分布广，人接触棘球绦虫虫卵的概

率增加，形成了棘球蚴病“中间宿主-终末宿主-人”
［1］

的完整传播链条 ，为棘球蚴病流行提供了基本条
件。青海省棘球蚴病例主要分布在果洛藏族自治
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等以畜牧业
［6-8］

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区域

，个别地区人群患病率

高达 12.38%［3］。棘球蚴病给当地牧民健康带来了

极大的威胁，人口为 2 000 余人的达日县特合土乡，

仅 2017 年就有 11 人死于棘球蚴病 。目前，多数
［9］

［10］

研究聚焦于棘球蚴病的流行与人口社会特征
［11］

人行为

［12］

、居住环境

、个

［13］

以及社会因素

间的相关关

系，对于其与气象因素及医疗水平的关联性研究不
足，青海省棘球蚴病的空间聚集及聚集区内的相对
危险度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收集 2019 年青海

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监测和经济、医疗、气象数据，分
析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相关
因素，为有效防控棘球蚴病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根据 2019 年青海省包虫病监测

方案，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青海省牧业区

棘球蚴病流行地区（6 个牧业州共 30 个县），每个县
随机抽取一个或几个自然村作为监测范围，抽取监
测范围内的常住居民应不少于 2 000 人。对监测范

围内的常住居民进行超声检查和血清学检测，所有

确诊病例按照《包虫病诊断标准》
（WS 257-2006）

诊断。同时从青海省 28 个气象监测站点收集气象

指标［千人床位数、千人医师数、医护比例、人口密
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14］。青海省县

级行政区划电子矢量地图（1∶10 000 000）来源于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5］。
2. 统计学分析：

（1）空间分布：采用 ArcGIS 10.8 软件绘制棘球

蚴病例分布地图，进行可视化分析。

（2）空间自相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le

Moran's I）和 局 部 空 间 自 相 关（Local Moran's I）分
析［16］，检验水准 Z>1.96，P<0.05［17］。

（3）空间扫描：应用 SaTScan 9.5 软件并采用泊

松模型进行扫描统计［18］，对病例聚集区域进行精准
定位与定量，
分析青海省棘球蚴病聚集特点。对数似

然比（log likelihood ratio，LLR）最大的区域为最有可

能聚集区域（一类聚集），
其他有统计学意义的聚集区
域为有可能聚集区域（二类聚集）。RR 表示聚集区
域内居民发病危险与聚集区外发病危险的比值［19］。
（4）气象数据的空间插值：应用 ArcGIS 10.8 软

件通过 Kriging 法对监测点的气象数据进行插值，
利用分区统计法计算各牧业县气象因素的平均值。
为解决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计算方差膨胀因
子（VIF），将 VIF≤7.5 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20］。

（5）影 响 因 素 分 析 ：应 用 GeoDa 1.14 软 件 和

ArcGIS 10.8 软件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地理

加 权 回 归 模 型（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从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分析棘球蚴病流行

的相关因素，确定因素对不同牧业县棘球蚴病流行
的影响程度［21］。
结

果

1. 空间分布：青海省牧业区共设置棘球蚴病监

测点 30 个，目标人群 219.79 万人，监测范围内常住

人口 64 741 人，发现棘球蚴病例数 829 例，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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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整体来看，从北向南、由西向东患病率递

呈现出高-高聚集。

率前 3 位的地区分别为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达日县

例分布存在 3 个聚集区域，包括 1 个一类聚集区和

3. 空间聚集：2019 年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

增，西北地区患病率最低，东南地区最高，其中患病

（7 488.11/10 万）、久治县（5 764.49/10 万）和班玛县

2 个二类聚集区。见表 1。

（5 512.36/10 万）。见图 1。

4. 气象数据的空间插值：纳入因素的 Kriging

插值结果及其与棘球蚴病例分布的关系（图 2）：海

拔、最大风速、年降水总量和人均 GDP 的分布与棘

球蚴病例分布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海拔越高、最大

风速越小、年降水总量越多、人均 GDP 越小的地区
棘球蚴病例数越多，但这种相关的数量关系，还需

进一步的建模分析确定。使用 VIF 对气象学、
社会学

指标进行筛选，
最终有 8个因素纳入模型中。见表 2。
5. 影响因素分析：

（1）全局空间回归模型：SLM 模型（R2=0.72）输

出结果见表 2，年降水总量（Z=2.10，P=0.036）、人口

密度（Z=-2.34，P=0.019）以及医护比（Z=-2.23，P=

0.026）对牧业区棘球蚴病例数影响显著。年降水

总量与棘球蚴病例数呈正相关，年降水总量每增加
图1

1 mm 病例增加 0.13 例；人口密度和医护比与棘球

2019 年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患病率分布

蚴病例数呈负相关，人口密度每增加 1 人/km2 病例
减少 1.36 例；医护比每增加 1，病例减少 25.60 例。

（2）局 部 空 间 回 归 模 型 ：经 GWR 模 型（R2=

2. 空间自相关：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例分布

存 在 空 间 相 关 性（Z=5.49，P<0.001，Moran's I=

0.72）拟合得到 30 个牧业县的 30 个空间回归方程，

8.47，P<0.001）、甘德县（Z=4.92，P<0.001）、达日县

意义：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表示当地棘球蚴病例

各因素在不同地区的相关系数见图 3，各个参数的

0.41）；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班玛县（Z=

（Z=8.53，P<0.001）以 及 久 治 县（Z=6.58，P<0.001）
表1

数受该因素影响越大；模型常数项表示在没有气象

2019 年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空间扫描结果

聚集地区

聚集类型

州

县

一类聚集

果洛藏族自治州

班玛县、久治县、达日县、甘德县

二类聚集 1

果洛藏族自治州

甘德县、玛沁县

玉树藏族自治州

曲麻莱县、称多县

二类聚集 2

表2
变

β值

量

0.28

ρ值
常数
最大风速（m/s）
平均温差（℃）
年降水总量（mm）
2

人口密度（人/km ）
医护比
千人床位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注：-：无数据

期望患病人数

LLR 值

RR 值

P值

471

103.42

460.77

9.20

<0.001

80

51.68

7.16

1.61

0.010

126

51.41

S值

P值

方差膨胀因子值

1.43

0.152

-

0.01

1.00

0.319

3.56

0.276

1.81

3.94

-0.75

0.06

2.10

-1.36

7.98

1.02

-1.09

0.58

-2.34

1.77

-0.68

-25.60

11.49

0.00

0.00

-1.21

<0.001

Z值

-2.94
0.13

2.71

0.19

115.15

-8.69

42.05

空间滞后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117.16
0.01

海拔（m）

实际患病人数

-2.23
0.68

0.309
0.456
0.036
0.019
0.026
0.494
0.499

-

1.77
5.38
1.79
1.20
1.33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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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审图号：GS20204619；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数量，由红色到蓝色为自变量的递减，黑点代表棘球蚴病例分布

图2

纳入因素 Kriging 插值结果与棘球蚴病例分布

图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各牧业县棘球蚴病
例水平。年降水总量相关系数最大绝对值分布在
久治县和班玛县，人口密度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高值
分布在门源县、尖扎县以及同仁县，医护比系数绝

相差较小，但由于 GWR 的参数估计是基于“AIC 最

小化”原则，采用 Gauss 函数确定核函数，Akaike 信

息准则（AICc）确定带宽，故 GWR 模型比 SLM 模型
拟合效果好。

对值高值分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

GWR 模型与 SLM 模型拟合效果：GWR 参数为

AIC=287.18，R =0.72，调 整 R =0.61；SLM 的 参 数 为
2

讨

论

2

AIC=288.17，R2=0.72，调整 R2=0.59。两者拟合效果

2019 年 青 海 省 牧 业 区 棘 球 蚴 病 患 病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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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高于同期全国棘球蚴病患病率（0.51%）和

［3］
，究其主要原因为全
青海省平均患病率（0.63%）

国约 1/4 的棘球蚴病例集中在青海省

，而青海省

2017 年青海省棘球蚴病患病率 1.63%

，这主要得

［22］

棘球蚴病的高流行区是牧业区。该结果低于
［23］

益于青海省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24］

的开展

。通过在棘球蚴病流行县建立疫情监测

· 713 ·

率［32］；二是青海省牧业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的升
高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医疗卫生
服务的完善，这有利于棘球蚴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三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是棘球蚴病的重点防护区
域，医疗服务可及性好，宣传教育到位，居民防病意
识较高。
本研究还发现，棘球蚴病例数与医护比也呈现

点，强化人群中棘球蚴病的疫情监测和病例报告，

负相关（β=-25.60，P=0.026），提示增加医护比可减

对棘球蚴病患者给予及时合理的医疗措施。棘球

少棘球蚴病的流行。GWR 结果显示，医护比对棘

蚴病例在青海省牧业区分布不均衡，空间扫描发现

球蚴病例数影响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从西南向东北

牧业区棘球蚴病聚集区主要集中在果洛州，当地牧

部逐渐减小，玉树藏族自治州相关系数绝对值最

民逐水草而居，分布分散，其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

大，即医护比对该地区棘球蚴病例数影响最显著，

和有限的卫生资源为棘球蚴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该地也是青海省卫生人力资源最匮乏的地区［33］。

此外，当地人口密度低，卫生服务半径大，导致就诊

此外，青海省牧业区居民呈点状分布且多为游牧生

不及时，且果洛州紧邻四川省棘球蚴病流行严重地

活方式，增加医护比例可及时满足棘球蚴病患者的

［25］

，可能存在时空迁移性感

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染，存在多发病例。

医疗需求，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减少虫卵排出。
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高发的原因可能与

本研究发现，棘球蚴病例数与年降水总量存在
正相关关系（β=0.13，P=0.036），年降水总量越多的

2 个因素有关。一是自 2015 年青海省在棘球蚴病
高发地区开展国家级棘球蚴病监测工作，随着监测

地区，病例数越多。GWR 结果显示，年降水总量相

和检测力度的加大和全覆盖，大量旧病例被确诊，

关系数分布图与棘球蚴病例分布趋势基本一致，病

新病例被及时检出，导致棘球蚴病患病率显著增

例越多的地区，年降水量变化引起的病例数波动越

高；二是为了提供更好、更加卫生的居住环境，政府

大，班玛县和久治县是棘球蚴病患病较高的地区，

试行“定居工程”，集中建设了“定居点”，随着散居

其受年降水总量影响也较为典型和严重。Fischer

人群的聚集，终末宿主犬只也伴随性聚集在定居

、Ma 等

［26］

等

［27］

研究也发现棘球蚴病例数与年降水

点，犬只流放形式未根治，从而大大增加了棘球蚴

量呈正相关，与本研究结论一致。究其原因，首先，

病聚集性感染的风险。随着定居点公共服务体系

降水量的增多会提高空气相对湿度，潮湿的环境能

的完善，牧民健康卫生习惯的养成，犬只管理力度

［28］

够缩短绦虫虫卵的生命周期，提高虫卵存活率

；

的加大，青海省牧业区棘球蚴病高发的态势已经得

其次，由于病例增多排出的绦虫虫卵也会大幅增

到有效控制。

绦虫虫卵［29］，而充足的降水量可形成大量地表水，

球 蚴 病 在 时 间 分 布 上 的 连 续 性 和 聚 集 性 ；虽 然

加，研究发现带虫宿主 50 天内会排出数以千计的

又为绦虫虫卵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30］，形成了利
于虫卵生长繁殖的良好生境。
本研究发现，棘球蚴病例数与人口密度呈负相
关（β=-1.36，P=0.019），人口密度越小的地区，棘球

本研究存在不足。仅有 1 年数据无法反映棘

GWR 模型常数项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到明显的聚

集，但仅对环境、社会和医疗水平因素进行分析，未
纳入其他潜在因素。需要今后持续开展更多因素、
更深层次的研究。

蚴病例越多，人口密度对棘球蚴病影响的相关系数

棘球蚴病的防控除了借助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绝对值分布呈现出从西向东逐渐上升的趋势，对我

减少存量，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卫生机构开展预防减

国青海省西部的门源县、尖扎县和同仁县病例数影

少增量。然而棘球蚴病仍严重危害广大牧区人群

响大。König 和 Romig

［31］

在德国进行的研究同样发

的生命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医疗负担，其流行不仅

现居民在人口密度较小的地方更有可能接触感染

受医疗水平（医护比）的影响，还受社会因素（人口

棘球绦虫虫卵的粪便，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

密度）、自然因素（降水量）的影响，防控难度较大。

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生态环境受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建议在近郊修缮排水渠道，避

类活动影响小，有利于棘球绦虫中间宿主的生长和

免生活区域内降水的蓄积，减少地表水对虫卵的传

繁 殖 ，增 加 了 当 地 人 机 会 性 感 染 绦 虫 虫 卵 的 概

播；继续强化人群棘球蚴病防范意识和家畜饲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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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开展定期抽检，人口密度小的地区规范登记管

[9]

理，实时掌握人口迁移动态，加强棘球蚴病的健康
宣教；持续加强基层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合理
配置卫生资源，尤其是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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