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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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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所，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目的

基于宁波市媒介生物监测管理工作的发展需求，需要建立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方法

算机后台编程技术建立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结果

利用计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在宁波市社区、医疗机构及

CDC 得到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推进了媒介生物信息化建设，适应了健康宁波市的媒介生物管理要求。结论

将传

统的非信息化工作方式转变为信息化工作方式，
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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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vector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Ningb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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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the management of vector monitoring，the vector biology
information platform was needed in Ningbo city. Methods Th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technology. Results The vector biology information platform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our city,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CDC，which further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and adapted to the health of Ningbo
media biological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Conclusion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non⁃inform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work
mod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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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虫媒传染病呈上升趋势，新的病种陆续被

宁波市数字疾病控制平台框架下开发，同时要求做好与宁波

发现，原有疾病的流行区域不断扩展，疾病流行频度不断增

市传染病协同管理系统、宁波市卫生地理信息平台系统的接

强。自然环境变化，如全球气候变暖、洪水等均可导致虫媒

口对接、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工作。综合运用计算机工程、

传染病发病人数不断增加。许多以往仅在热带地区出现的

卫生统计学、地理信息系统（GIS）、决策支持系统和数据仓库

虫媒传染病也频频出现在亚热带或温带地区。我国法定传

等技术手段，建立可对媒介生物监测信息提供全过程、多层

染病中 1/3 为病媒传播疾病（或媒介生物传染病） 。当前
［1-3］

次的信息服务和多种支持手段的信息管理系统，覆盖全市卫

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生风险依然严峻，登革热、疟疾、流行

生机构的信息化网络，实现媒介生物监测数据的采集、传输、

性乙型脑炎（乙脑）等时有发生 。只有依靠媒介监测信息

存储、处理、分析、风险确定全过程的信息化、自动化和网络

化系统，提高对监测数据的利用效率，加大数据挖掘力度，才

化。及时掌握媒介生物的种类、数量、分布、季节消长及生态

能更好地分析研判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为预防控制

学方面的动态变化，分析媒介生物的长期变化与当地传染病

传染病暴发提供科学依据。

的相关性，为预防控制媒介生物传染病、制订防制措施、指导

1

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4］

1.1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目标设定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主要用于

对媒介生物长期监测产生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展现，
指导媒介生物传染病预防工作的规范化开展。该系统基于

1.2

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涵盖“监测数据分析管理”、
“网络

标本库”、
“GIS 分析及预警”和“知识库及培训”4 个子模块。

“监测数据分析管理”和“GIS 分析及预警”模块实现监测数据
的实时传输、即时汇总、分类统计和综合分析，并以 GIS 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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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监测资料为基础，实现媒介生物监测即时预警功能；
“网络

结果进行记录，包括具体的监测时间、监测地区、监测环境等

标本库”模块采用市、县联动方式，对宁波市范围内已发现和

基本信息，天气、温度、湿度、风力等影响媒介生物密度的气

新发现的媒介生物种类进行系统汇总和展示，为提高基层媒

象信息。不同媒介生物记录布夹数、诱蚊灯数、诱蝇笼数、粘

介生物防制专业人员种类鉴定能力和开展健康宣传教育提

蟑纸数及捕获的数量等监测信息。监测数据分析主要对监

供应用平台；
“知识库及培训”模块通过前期录入类别分类和
难度分级的试题作为题库，运用试卷自动生成和远程考试功
能，实现媒介生物防制专业人员、有害生物防治（PCO）学员
和普通民众的远程继续教育功能，
具体功能架构见图 1。

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因系统已经导入了宁波地区最近 10
年的媒介生物监测数据，可对监测同比结果、环比结果等进

行分析，形成图和表两种方式，并生成监测统计表、监测记录
表等内容，所有内容均可以图、表形式导出。监测过程分析
主要对监测方法和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包括不定
期的现场督导、监测质量控制方案水平等。系统上嵌套有媒
介生物督导表格，可以在督导过程中记录发现的问题并生成
督导结果反馈表。
1.3.2

媒介生物简报

选择特定监测时间（每月）或范围（每

季度），利用固定模板嵌套已存储的监测数据自动生成简报，
并提供保存、
导出和修改功能。
1.3.3

网络标本库

每种标本的基本资料信息包括中文名、

英文名、同种异名、主要分布地区、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与疾
病关系等。采集信息录入：记录每种标本的捕获地区、标本
采集人、标本鉴定人、标本制作人、采集生境等。性状信息主
要包括鼠类的体质量、身长、尾长、后足长和耳长等。图形对
比：对于鉴别特征相近的标本，可以通过图形对比功能进行

鉴定，直观地比较物种的关键鉴别点（图 2）。基层疾病控制
机构在媒介生物监测工作中发现的新物种或难于鉴定的种
图1
1.3

1.3.1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整体建设框架

介生物专家进行鉴定审核，审核通过的标本可正式放至标本

库。基层疾病控制机构也可对日常监测中发现的常见物种

具体功能
监测数据分析管理

类，可通过图片上传功能上传至系统，由宁波市 CDC 组织媒

监测数据管理主要对现场监测

进行拍照后上传系统，
丰富各区（县）的媒介生物标本库。

图 2 媒介生物标本图形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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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GIS 分析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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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辖区范围内的媒介生物监测

在某一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监测指标数据，并提供历史数据

点进行列表式展示，内容包括所属县（区）、监测点名称、监

比对和图形输出保存功能。预警算法采用百分位数法，可

测类别、详细地址和经、纬度等，并通过添加、删除功能实

以单独比较某一行政区域内、某种生境、特定月份、某一媒

时调整。通过查询“所属地区”、
“四害（现称为‘媒介生物’，

介生物密度与同期历史数据的比对，历史数据年份范围可

以下修改为‘媒介生物’
）名称”、
“监测点类别”、
“ 起止年

以人为选择，根据比对结果自动用图、表颜色达到预警功

份”、
“ 月份”的具体设定，显示某一区域内、某种媒介生物、

能（图 3）。

图 3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及预警模块预警图
1.3.5

知识库及培训

在线培训题库是以教育测量理论为

系统充分考虑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数据上报过程均在卫生专

依据，按一定规范编制、收集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附有试题

网内进行，对上报人进行身份核实，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的

性能参数，并经过分类编码的大量题目的科学集合［5］。该模

丢失、
篡改及涉密数据泄露。

块可实现题型、题目、答案和难度级别录入等操作，具有新

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不仅收集了覆盖宁波市各县（市）

建、编辑、删除、查询（模糊查询、题型查询、难度查询）试题功

区不同生境的媒介生物种类，在建设过程中还详细记录了每

能。对题库试题按设定的题型构成和难度等规则生成试卷，

种媒介生物的分类信息及传病特点，建立了宁波地区媒介生

并通过设置考试规则（考试日期、时间、分值和及格线等指

物种类分布的本底资料。网络标本库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融

标）自动生成试卷，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方式从题库中抽取

合，具有图像直观、便于查询和容易利用等特点，可随时随地

需要的试题手动生成试卷，然后自动链接远程考试系统开展
网上学习和继续教育。记录每次考试成绩，具有新建、删除、

为广大科研工作者、PCO 学员和基层媒介生物监测人员提供

学习资料。网络标本库可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向公众介绍

查询（试卷名称、考试地区和考试日期）所有人成绩的功能。

媒介生物传播疾病的特点，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媒介生物，为

将现有的媒介生物及媒介生物传染病相关科普资料以文档

媒介生物传播疾病的预防控制发挥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形式录入保存，
并提供上传、
删除、
查询和下载功能。

2

结 果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建成并投

网络标本库建设也调动了基层媒介生物防制专业人员
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对媒介生物种类鉴定的能力。系统开
发过程中注重与工作实践结合，媒介生物监测人员在日常工
作中通过对生物标本图片的上传操作，丰富了动手实践能

入运行。通过在媒介生物信息监测系统上直接录入数据，即

力，促进了对媒介生物种类鉴定水平的提高。在监测过程中

可获得监测数据的实时统计分析结果，形成监测结果分析报

发现难于辨别种类的媒介生物或是新物种均可将其上传至

告。改变了以往人工输入数据后再进行结果分析的信息滞

网络标本库，最后由媒介生物专家进行联合鉴定，进一步丰

后局面，且数据分析结果准确性高，减少原来因人为计算过

富了宁波市媒介生物的种类分布信息。

程导致的结果偏倚。同时统一了数据录入格式，解决了各地
上报媒介生物监测数据标准、格式不一致的问题，便于对不
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媒介生物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系
统开发过程中考虑到历年监测结果的使用价值，对结果进行
校正后将 2005 年以来的数据统一导入到数据库中，对历年

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利用价值。同时信息

GIS 模块将媒介生物监测信息与空间位置相结合来揭示

媒介生物的动态变化，基本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可视化管理和

展示。本次预警算法采用百分位数法，将历史数据 P75 分位

数作为上限，P25 分位数作为下限，当历史数据中位数＜比

对数据≤P75 分位数时，该行政区域内、该生境下图标在 GIS

地图显示为黄色；当比对数据＞P75 分位数时，显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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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数据≤历史数据中位数，
图标保持为黑色。

截至目前，筛选并录入各类型、不同难度试题共 1 935

道，见表 1。媒介生物学学科发展迅速，知识更新换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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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更直观地展示媒介生物鉴别信息、传病途径及防控措
施，
提高媒介生物的全民科普水平。

GIS 分析及预警模块对媒介生物监测信息的数据及时利

短，因而题库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断补充、调整和更

用进行了有效尝试，但该模块尚处于方法探索和经验积累阶

新，
从而保证考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段，仅开通查询和预警功能，专题地图的制作、空间分析中缓

表1

冲区的分析、属性数据的统计分析等功能有待开发，预警模
宁波市媒介生物在线培训不同难度题型类别
题型类别（道）

难易度

中等

判断

550

64

195

322

困难

1 267

合计

讨

多选

395

容易

3

单选

55
56

175

总计（道）

180

630

118

496

493

型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优选警界值有待判定和改进。知识库
及培训模块实现了专业知识的网络化存储，可及时快速地提
供远程技术指导与培训，远程继续教育发挥快速、便捷、高效
的优点，大大节省了经济成本，同时避免了传统人工出题组

809

卷费时、费力的弊端，实现了命题自动化、统计系统化和管理
程序化，
确保考核试卷的科学性，
体现考核的公正性。

1 935

信息化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大方向，是引领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的新引擎，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只有主动运

论

用新技术，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宁波市

当前，信息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力［6］。目
前，我国正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CDC 开发的媒介生物平台系统在监测管理、标本展示、预测
预警和健康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尝试，在之后的使用

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亟需加快步伐，对于提升

过程中会不断改进与完善，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媒介生物传染

重大传染病监测和科学决策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反

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7］

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保障公共安全和全民健康有重要作用 。
我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迅速，这些技术
的成熟也为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提供了技术支持。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改进了传统的媒介生物监测
模式，为我国媒介生物监测工作的信息化提供了较好的实践
经验，对推进我国媒介生物防制信息化进程有重要引领作
用。监测信息的快速共享，指导开展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快速
风险评估，及时掌握各地区媒介生物的密度变化趋势，提高
了对媒介生物传染疾病的预警功能，可为卫生行政部门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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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专业水平。下阶段将继续扩大标本库的样本来源，同时
邀请国内媒介生物专家对我国发现的一些稀有媒介生物种
类鉴定进行指导，确保种类鉴定的准确性。提高网络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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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自雄. 中国疾病控制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与展望［J］.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6，13（1）：
18-21.

收稿日期：2017-12-25

的大众利用水平，突出服务功能，通过三维立体或影像展示

更

正

·信

息·

因编辑疏忽，本刊 2018 年第 29 卷第 1 期第 1～4 页刊登的《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大陆病媒控制产品 2016 年政府采购分析研

究》一文，第 4 页表 3 中排名第 5 位的“南京市康净卫生消毒杀虫有限责任公司”和排名第 9 位的“南京市地标害虫防治服务有限
公司”
，
应为“南宁市康净卫生消毒杀虫有限责任公司”
和“南宁市地标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特此更正，
并向上述两公司及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