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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要生物安全监测数据整合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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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制相关标准规范，对国家重要生物安全监测数据进行处理整合。方法

设计以数据为核心、基

于数据自身特点的整合方案。结果 在分析现有国家重要监测数据特征的基础上，基于时空特征、生物学特征对多
元、多平台、多尺度及动态化的全国重要监测数据进行抽取、转换、清洗和整合，形成覆盖面广、结构与标准统一、内
容完整的数据库。结论

基于数据的时空特征和生物学特征的整合方案，可有效地整合国家重要监测数据，为构建

国家重要生物安全监测数据查询及可视化平台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关键词：时空特征；生物学特征；数据整合；监测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
R1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17.06.002

文章编号：1003-8280（2017）06-0523-04

Design of integration scheme of the key national surveillance
data on bio⁃safety

YUE Yu⁃juan, REN Dong⁃sheng, WANG Jun, LIU Qi⁃y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Qi⁃yong, Email: liuqiyong@icdc.c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No. 2016YFC12008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formulat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then to design integration plans for the key
national surveillance data on bio ⁃ safty. Methods The integration scheme was proposed based on data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isting national important bio ⁃ safty surveillance data, the multi ⁃
source, multi ⁃ platform, multi ⁃ scale and dynamic data were extracted, sorted, transformed, and integr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spatio ⁃ temporal features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the databas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coverage, unified structure and standard and complete content, was formed.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scheme based on
spatio ⁃ temporal features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important
surveillance data. It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data query and visualiz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e key national
surveillance data on bio⁃saf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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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企业和科研工作数据

本研究的监测数据包括重要病媒生物数据、病

化，同时具有数据分散、孤立、整合困难的问题 。

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入侵动物数据、
入侵植物数

人类的衣食住行均伴随数据的产生，国内外学者广

据、生物安全组学数据和环境数据。因现有国家重

泛关注如何将不同类别、不同形式和来源的数据整

要监测数据资源的数据量庞大而复杂、时间跨度大

［1］

合并加以应用。关于数据整合的研究，国内主要侧
重于基础和技术研究，应用上侧重商务智能和面向

（最早为 1981 年）、空间分布跨度大（中国大陆区、县

级）和形式多样（省、市、县和点）、数据标准不一、格

服务应用等商业方面 。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式多样、
管理分散、
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
形成了“数

以“数据整合”为关键字搜索文献，大多是关于房地

据孤岛”和“信息孤岛”，不利于数据交换和共享［14］。

产、地籍和海洋沉积物等领域内容［2-4］。而国外更多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在不同阶段应不同需求搭

［1］

关 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遥感、生物信息学和基因表达等公共事业方面
的研究［5-13］。

建较多不同业务系统，而产生许多数据。由于技术
和需求的原因，
从单一系统应用的角度，
数据的准确
性、一致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尚可，
但从全局分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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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业务系统数据存在交叉、缺少统一规划和集中管

国〕、环境类型、蝇密度、家蝇数量等。数据表征蝇

理、
标准化低、
大量数据冗余等问题。随着国家重要

密度。

监测数据资源信息化的发展和应用，基于统一平台
的国家重要监测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迫切需要
统一的“国家重要监测数据库”的支撑进行数据整
合。如何从全局角度出发，梳理数据的准确性、一致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及解决形式上的数据过剩是目
前国家重要监测数据整合亟待解决的难题 。
［2］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实际

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度为全

国〕、环境类型、鼠捕获率、褐家鼠数量、黑线姬鼠数
量等。数据表征鼠密度。
1.1.1.4

重要病媒“蜚蠊”数据来源

全国病媒生物

监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

国家重要监测数据整合内容主要针对

6 类数据，使数据统一其标准、统一时空参考、降低
数据冗余、
提高数据现势。

1.1.1 重要病媒生物数据库 基于登革热中转支付病

媒数据库和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数据库，
构建重要病媒
生物数据库，重要病媒物种包括蚊〔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埃及伊蚊（Ae. aegypti）、淡色库蚊（Culex
pipiens pallens）、三带喙库蚊（Cx. tritaeniorhynchus）、
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雷氏按蚊嗜人亚种
（An. lesteri anthropophagus，监测方案中称为嗜人按
蚊，以下均称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An. minimus）7

种〕、蝇〔家蝇（Musca domestica）〕、鼠〔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蜚蠊〔德
国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蜱（寄生蜱、游离蜱）
和臭虫。
1.1.1.1

1.1.1.3 重要病媒“鼠”数据来源 全国病媒生物监
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为

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
实际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度为

全国〕、环境类型、
蜚蠊密度、德国小蠊数量等。数据
表征蜚蠊密度。
1.1.1.5

重要病媒“蜱”数据来源

全国病媒生物监

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实际

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度为全

国〕、动物种类、
寄生蜱指数、
游离蜱指数等。数据表
征蜱指数。
1.1.1.6

重要病媒“臭虫”数据来源

全国病媒生物

监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

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
实际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度为

全国〕、环境类型、臭虫密度监测等。数据表征臭虫

重要病媒“蚊”数据来源 （1）登革热中转

支付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或

密度。

1.1.2 入侵动物检疫监测数据库 利用马铃薯甲虫

上半月和下半月，跨度为 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
县（区），实际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

（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和 苹 果 蠹 蛾（Cydia
pomonella）数据构建国家有害生物检疫监测数据库，

伊蚊幼虫密度，与登革热发病相关。
（2）全国病媒生

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日，马铃薯

码，跨度为 23 个省份〕、布雷图指数。数据表征白纹

或实现链接引用已构建的国家有害生物检测监测数

物监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

甲虫时间跨度为 2014－2016 年，共计约 20 条记录；

镇，实际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

空间属性〔省/市/县（区），8 位地理编码，同时拥有采

度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

度为全国〕、环境类型、蚊密度、白纹伊蚊、埃及伊蚊

苹果蠹蛾的时间跨度为 2016 年，共计约 2 条记录）、
样点经纬度，空间跨度为全国〕、虫态等。该数据库

和淡色库蚊数量等。数据表征成蚊密度与登革热发

记录的是某个时间点某个地点是否存在有害生物马

病相关。

铃薯甲虫和苹果蠹蛾。

伊蚊是登革热的传播媒介。因此，基于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获取登革热疾病数据库：数据
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8 位地理编码，跨
度为全国〕、病例数。
1.1.1.2

重要病媒“蝇”数据来源

全国病媒生物监

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性（年/月，跨度为

2005－2016 年）、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镇，实际

尺度到市或县（区）混杂，8 位地理编码，跨度为全

1.1.3 入侵植物检疫监测数据库 利用北美刺龙葵

（Solanum carolinense）、刺萼龙葵（S. rostratum）和银

毛龙葵（S. elaeagnifolium）数据构建龙葵属入侵植物
检疫监测数据库，或实现链接引用已构建的龙葵属
入侵植物检疫监测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时间属
性（年/月，北美刺龙葵和银毛龙葵仅 2016 年 3 条记

录；刺萼龙葵时间跨度为 1981－2016 年，主要集中

在东北三省、
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河
北省，记录约 200 条）、空间属性〔省/市/县（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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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北美刺龙葵和银毛龙葵位置在浙江和山东省，刺

通过以上时空属性和数据库类型一的选择，实

萼龙葵集中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

现重要病媒生物数据库、国家有害生物检疫监测数

自治区和河北省〕、危害程度等。
1.1.4 病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库 通过微生物名

据库、龙葵属入侵植物检疫监测数据库和环境数据
库间的整合；以点（国家有害生物检疫监测数据库）

用已构建的病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库。数据表字

监测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基于 GIS 进行数据整合

录，
构建病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库，
或实现链接引
段包括病毒名称、
自然宿主、中间宿主、终末宿主（如
白纹伊蚊、臭虫）等。总数据记录约 800 条。

1.1.5 生物安全组学数据库 与其他子课题的物种

相对应，
构建生物安全组学数据库，
或实现链接引用
已构建的生物安全组学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包括基

和面（重要病媒生物数据库和龙葵属入侵植物检疫
及变化监测，地图上属性显示区间和颜色可灵活调
节。环境数据库（土地覆盖、人口和 GDP）可作为
GIS 地图底图。

数据库类型二：
“病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库”
、

“生物安全组学数据库”
，可多选。

因组名（如白纹伊蚊和马铃薯甲虫）、基因数量等。

由以上整合结果确定数据库类型二所选数据库

估计总数据记录 79 条，其中按蚊属、库蚊属和伊蚊

的查询属性宿主类型或（和）生物组学名称，进一步

科、
软蜱科和纳蜱科 3 条记录，小蠊属 1 条记录，蝇属

3

属基因组数据约 26 条记录，臭虫属 2 条记录，硬蜱
和蝇科 2 条记录，大鼠属和鼠科 6 条记录，叶甲科 2
条记录，
鳞翅目 29 条记录，茄属 8 条记录。
1.1.6

环境数据库

整合数据库类型二中数据。
讨

论

本次研究的国家重要监测数据包括重要病媒生

包括气象气候信息库、地理环

物数据库、入侵动物检疫监测数据库、
入侵植物检疫

境信息库、人口信息库、
社会经济信息库等。其中气

监测数据库、
病原体生物风险知识数据库、
生物安全

象数据通过中国气象局下载气象台站年、
月、日等数

组学数据库和环境数据库，前三者和环境数据库具

据和使用网络爬虫等工具获取气象年、月、日等数

有时间和空间关键属性，后两者具有生物学关键属

据；土地覆盖数据；人口栅格；国内生产总值（gross

性。数据量庞大而复杂、时空跨度大、
数据标准不统

domestic product，GDP）栅格数据。
1.2

方法

参照黄华南 提出的以数据为核心，基
［2］

于数据自身特点的数据整合方案。按照人类认识和
理解现实世界普遍运用的 3 个构造法则（区分对象

一、格式多样、
管理分散等是目前国家重要监测数据
存在的问题，故数据有效管理和数据整合研究势在
必行。
通过制定标准规范为国家重要监测数据的集

及其属性、区分整体对象及其组成部分、
不同对象类

成、共享、交换的技术体系和服务环境奠定基础；将

的形成及区分）来构造数据及规则，
将国家重要监测
数据进行整合，根据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功能需求进

多元、多平台、
多尺度和动态化的全国重要监测数据

行数据库系统建设。方案具体实施从数据全局出

标准统一、内容完整的“数据中心”
，为国家重要监测

发，
将涉及的数据进行分类并找出相互的内在联系，

数据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避免数据的重

构造数据规则，
并基于规则进行现有数据整合。

复建设，
保障信息的安全与可靠，
协调各部门间的关

2

结 果
分析各子数据库特征，基于时空特征和生物学

进行抽取、转换、清洗、装载，形成覆盖面广、结构与

系，提高信息交互能力。通过基于时空特征和生物
学特征分类数据库，设计国家重要监测数据的整合
方案，为国家重要监测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平台建设

特征，
设计国家重要监测数据整合方案，
以表格和地

提供数据保障。

图相结合方式表现，
为后续国家重要监测数据查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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