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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2014 年登革热疫情时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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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疫情时空分布特征。方法

基于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本地病例数据和人

口数据，建立地理信息数据库，采用 ArcGIS 10.2 和 SaTScan 软件进行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时空扫描聚类分
析，确定登革热时空热点区域。结果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本地病例高发于 9、10 月，本地病例高聚集区在深圳市

西南区域，聚集中心为深圳市蛇口、招商和粤海街道（对数似然比为 44.46，相对危险度为 7.30，P＜0.001）。结论
登革热疫情存在明显的时空聚集特征，
为制定登革热防控策略和评价防制效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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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dengue fever in Shenzhen,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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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epidemics in Shenzhen city, 2014.
Metho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incidence data of dengue fever and demographic
data reported. Global indication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local indication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 temporal
clustering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with software ArcGIS 10.2 and SaTScan to determine high risk areas of dengue fever.
Results The occurrence of local cases had a characteristic of seasonality, mainly occurre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of dengue fever was obvious in Shenzhen city, 2014. The spatial ⁃ temporal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st likely clustering was mainly at Southwest districts of Shenzhen city, such as Shekou, Zhaoshang, and Yuehai
counties （LLR＝44.46, RR＝7.30, P＜0.001）, Conclusion Obvious spatial ⁃ temporal clustering of dengue fever
distribution was found in Shenzhen cit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ot spots i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to
mitigate the transmission.
Key words: Dengue fever;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temporal clustering analysis

登革热（dengue fever，DF）是一种重要的热带传

流行病学方法对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病例资料进

要死因，我国本地暴发流行区域集中在东南沿海地

析［5］。本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 SaTScan 软

染病，重症登革热是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儿童的重
区［1-3］。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出现显著变化，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气候变暖可加剧登
革热和血吸虫病等疾病的流行，使登革热分布扩散
到较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2013 年河南省暴发登
革热，
预示我国登革热的发生范围在扩大，
将可能有
更多区域面临其暴发流行的风险［4］。2014 年深圳市
登革热病例数达近年来的高峰。有研究应用描述性

行了统计，但未对数据的时间及空间属性进行分
件回顾性整理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病例资料，以月

为时间单位、以街道为空间单位进行时空聚集性分
析，为登革热监测和防控提供相关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病例数据由深圳市 CDC 提供，包括

2014 年全年各月、各街道的登革热发病数。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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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登革热发病总数达 454 例，疫情共持续 6 个月

（7－12 月）。

1.2 研究区域 深圳市街道级电子地图由深圳市
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供；人口数据通过深圳市统计局
网站统计年鉴查阅获取。
1.3 方法
1.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指同

一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的相关性，包括全局自相关
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6-7］。本研究利用 ArcGIS

图 1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发病率空间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incidence of local dengue fever
in Shenzhen city, 2014

10.2 软件，选择 Moran
s I 系数进行分析。随机分布
假设下 Moran
s I 用 Z 检验，当 Z＞1.96，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说明存在空间自相关性［8］。选择热点分析

（Getis ⁃ Ord Gi*）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分析登革热
发病热点、冷点区域的分布情况［9］。
1.3.2

时空扫描分析

采用 SaTScan 软件进行时空

扫描分析，即探测研究区域内是否存在聚集性及其
确切位置、风险大小，并检验聚集性有无统计学意
义［10-11］。基于泊松模型（Poisson Model）计算其理论

发病数，用实际发病数和理论发病数构建对数似然
比（log likelihood ratio，LLR）检验统计量，选取 LLR 值
最大的窗口为高发病聚集中心

。RR 值为观测地

［12］

区实际病例数与对应的 SaTScan 分析中预期的病例

数的比值，数值越大，说明该案例区出现疫情异常的
可能性越大。
2
2.1

图 2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发病率局部空间自相关
Figure 2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cidence
of local dengue fever in Shenzhen city, 2014

2.4

时空扫描统计分析

采用 SaTScan 软件，所选

概率模型为 Poisson 分布，最大空间聚集选为危险总

人口数的 50％。对时间窗口进行逐月扫描。登革

结 果
登革热报告发病率空间分布

2014 年深圳市

本地登革热发病数为 454 例，发病率为 3.60/10 万，
疫情持续 6 个月（7－12 月）。2014 年深圳市各街道
登革热发病率以颜色来区分，颜色越深表示该区域

发病率越高，
见图1。发病率最高是华富（25.06/10万）

热高发病区域集中在蛇口、招商和粤海街道（LLR＝

44.46，RR＝7.30，P＜0.001），高发病时间集中在 9、
10 月。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时空扫描聚类分

和蛇口（19.39/10 万）街道，
其次是新安（13.95/10 万）、

析方法对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病例进行回溯性研

（11.12/10 万）、梅林（10.90/10 万）、西丽（9.14/10 万）、

2014 年深圳市登革热发病全局呈空间正相关关系

招 商（12.92/10 万）、南 山（11.71/10 万）、清 水 河

沙河（9.39/10万）、
桃源（7.25/10万）和沙头（6.31/10万）
街道。
2.2

登革热发病率全局自相关性

2014 年深圳市

本地登革热报告发病率呈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

（Moran
s I＝0.11，Z＝2.88，P＝0.003）。
2.3

登革热发病局部自相关性

利用 GIS 空间分析

方法对 2014 年深圳市本地登革热发病数进行热点
分析（Getis ⁃ Ord Gi*），其中登革热发病高聚集区在

深圳市西南地区，
包括蛇口、招商、南山、粤海、南头、

究。应用 Moran
s I 系数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得出，
和空间聚集性。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登革热
发病高聚集区域主要在深圳市西南。SaTScan 时空
扫描分析结果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相似。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虫媒的地理分布范围、提高
繁殖速度及缩短病原体的潜伏期而直接影响登革热
的传播［13］。深圳市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
湿热的夏季、温暖的冬季，年平均气温 22.4 ℃，雨量

充足，年降雨量 1 933.3 mm，有利于登革热传播媒介

蚊类的孳生及繁殖。同时，深圳市边界有多个出入

桃源、新安、沙河、香蜜湖、沙头和福保街道；登革热

境口岸和海港码头，水网丰富，经济发展迅速，贸易

发病低聚集区包括松岗、光明、横岗和海山街道，其

往来活跃，境内外人口流动大且人口分布不均衡，集

分布变化规律见图 2。

中在中部和西南部。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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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因素的变化（人口流动大）等，均对登革热产
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是深圳市西南地区登革热发
［14］

病率高和聚集流行的原因。
根据时间扫描结果分析，高发病率聚集的时间
为 9、10 月，发病数较多，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易
彬樘等［15］研究发现，媒介蚊虫密度影响登革热的传

播，
而蚊虫密度主要受气象因子气温和湿度的影响，
气温是决定因子。温度对登革热病毒在蚊虫体内的
发育及登革热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在 18～36 ℃范

围内，
随着温度的增加，
登革热病毒在蚊虫体内的发

育时间缩短，在 31 ℃达到高峰，然后开始下降［16］。
有研究发现，
在蚊虫的生存范围内，
温度的小幅度升
高使蚊虫叮咬更加频繁，从而增加传染性［17］。甘立

勤等［18］研究 2014 年 7－11 月深圳市登革热发病资料

及同期气象条件发现，登革热发病数与气象因素有
相 关 性 。 2014 年 深 圳 市 9 － 10 月 平 均 气 温 达 到

27.5 ℃，高于往年同期，且 2014 年深圳市全年相对
湿度较高，达到 74.3%，可能是深圳市登革热 9、10 月
高发的原因。

通过 GIS 空间分析可视化及 SaTScan 时空扫描

统计的结合分析，
可最大限度地进行数据信息挖掘，
时间空间聚集性直观地反映登革热的时空分布和变
化特征，
对登革热的监测与防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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