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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并校验基于反向传播（BP）神经网络的登革热疫情预测模型，为登革热疫情的防控工作提供方法

参考。方法

基于登革热疫情资料和地理环境时空数据，
分析登革热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登革热病例空间自相关性，

并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广州和佛山市（广佛）的登革热疫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利用 Matlab 7.0
软件完成 BP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构建、训练和模拟。结果

2014 年 8－10 月广佛地区登革热病例的空间分布中，

发生本地病例数最高分别为 90、386 和 456 例/km ，疫情空间分布主要聚集在广佛交界处；广佛地区登革热本地疫情
2

在 1 km × 1 km 尺度上具有极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P＝0.001，Z＝134.402 5，全局 Moran
s I 指数＝0.606 5）；当月

（8－10 月）登革热本地病例疫情与上月（7－9 月）疫情（本地病例与输入性病例）、气象（温度、湿度、降雨量）、社会
（人口密度、城乡居民用地、林地、耕地）等多因素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登革热疫情预测模
型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关系数为 0.773，均方根误差为 7.522 0。结论

广佛地区的登革热疫情并非随机分布，具有

明显的空间聚集性；登革热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广佛地区登革热疫
情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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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dengue fever based on back 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and verified, which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Methods Based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ata of dengue fever epidemic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spatio ⁃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ngue fever and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dengue fever cases were analyzed. Pearson
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ngue fever and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s. Then,
Matlab 7.0 software was used to complete BP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model co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rom August to October 2014,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dengue case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 was 90, 386,
456 cases/km2, respectivel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pidemic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Guangzhou（P＝0.001,
Z＝134.402 5). The global Moran
s I index was 0.606 5. In the same month of dengue fever, the local epidemic situation of
dengue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distric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outbreaks of the local cases were correlated to the
epidemics of the previous month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local cases and imported cases）, meteorological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precipitation）, and social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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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factor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the true value was 0.773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was 7.522 0. Conclusion Dengue epidemic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s was not randomly distributed
but obviously spatially clustered. The occurrence of dengue fever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nd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s.
Key words: Dengue fever; Spatial correl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登革热（dengue fever，DF）是由登革热病毒引

起、主要通过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和白纹伊蚊

（Ae. albopictus）传播的虫媒病毒性疾病，广泛分布于
美洲、东南亚、
西太平洋地区等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近几十年已威胁全球约一半人口［1］。登革热自

1978 年在广东省佛山市暴发以来，在我国间断性流
行，
流行的趋势为每隔 4～7 年发生一次［2］，
疫情尤以

广东省严重［1-4］，广东省又以广州和佛山市（广佛）
最为突出［5］。因尚无有效的登革热疫苗，迫切需要
探索科学的登革热疫情防控策略，
因此，加强登革热
图 1 2014 年广州和佛山市登革热病例分布
Figure 1 Dengue fever case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in 2014

疫情的预测预警研究，以便于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
登革热疫情形势。
登革热疫情的发生、发展和流行过程具有明显
的时间和空间特征［6］。利用地理时空数据分析方法
模拟登革热的时空过程与趋势，
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是登革热疫情科学预测与防控的重要方法。同时，
登革热流行主要受温度、降雨量、湿度、伊蚊密度、人
口密度与流行等因素影响

，其传播过程是一个非

［7-9］

线性复杂系统，传统的数学模型在模拟登革热传播
过程和预测方面有一定局限性。近年来，人工神经
网络在解决非线性系统的建模等问题上显示出明显
的优越性，在传染病疫情预测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如 Arav ⁃ Boger 等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构建了先

［10］

天性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发病情况的预测模型；
谢旭等

基于肠道传染病与气象、媒介因素的相关

［11］

关 系 ，建 立 肠 道 传 染 病 发 病 率 的 反 向 传 播（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模型。鉴于此，本研究拟

基于登革热疫情资料和地理环境时空数据，利用空
间相关分析方法分析登革热疫情时空变化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构建并校验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登革热疫

情预测模型，为广佛等地区登革热疫情防控提供方
法参考。
1
1.1

1.2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1.2.1

登革热疫情数据

2014 年广佛地区登革热

病例数据来源于中国 CDC 传染病疫情报告网。利

用空间标准地址库对患者的居住地址进行地理编
码（http：//www.gpsspg.com/xGecoding/），获取相应的

空间坐标。以“月”为单位，分别统计发生在每个
样本区域（1 km×1 km）内的登革热本地和输入性
病例数。

1.2.2 人口数据 人口密度是影响登革热流行与传

播的重要因素。因覆盖2014年广佛地区1 km×1 km
格网（栅格）的人口空间数据尚未发布，本研究暂以
2010 年同规格的数据代替，每个栅格值为该平方公
里的人口数。

1.2.3 土地利用数据 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

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蚊的空间分布和登革热
的传播与流行。本研究中土地类型分为 6 大类，即
耕地、林地、草地、
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1.2.4

气象数据

温度、湿度和降雨量等气象因素

主要通过改变伊蚊的分布范围，增加蚊虫的孳生场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

防控带来挑战。

所、繁殖速度与侵袭力等方式影响登革热的传播。
广佛地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22.58°～23.94° N，112.38°～114.05° E），是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核心城市（图 1）。2015 年广佛地区生

产 总 值 为 26 104 亿 元 ，2015 年 年 末 常 住 人 口 为

2 093.17 万人。近年来，随着“广佛同城”发展战略

和相关政策的推行，
广佛地区交通、
经济等一体化进
程不断加速，
区域内人员来往密切，
为登革热疫情的

鉴于广佛地区登革热疫情集中在 8－10 月，而气候

因素对登革热疫情的影响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效
应，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广佛地区 2014 年 7－9 月的月

平均温度、月平均湿度、月平均降雨量的气象数据。
人口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气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
//www.resdc.cn），
其空间分辨率为 1 km×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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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
1.3.1

例与输入性病例的时间变化趋势一致，并未呈现出

空间相关性

空间自相关程度利用全局

明显的滞后性。

Moran
s I 指数表示。对于 Moran 指数，可以用标准
化统计量 Z 进行检验 n 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

关系。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在开源软件 Geoda（095i）
中实现。

1.3.2 BP 神经网络模型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单向

传播的多层向前模型，具有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
等能力，是人工神经网络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模
型。将 8、9 月的疫情数据及相应环境要素数据作为
训练样本，
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
并模拟10月11 001

个样本点的本地登革热病例数，然后以 10 月实际疫

图 2 2014 年广州和佛山市登革热病例时间分布
Figure 2 Time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case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 in 2014

情数据对模拟预测结果进行校验。BP 神经网络模

型的层数确定为 3 层，输入层神经元为经过归一化

处理的登革热传播流行相关影响因素，用试错法确
定隐含层节点为 10 个，传递函数为 tansig；输出层

2.2

递函数为 tansig；网络训练函数为 trainscg。通过不

例/km2。疫情分布范围逐月扩大，由 324 km2 扩大至

1 601 km2。同时，疫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聚集性，

断调整影响因素的权重，使网络预测值与实际值的

主要聚集在广佛交界处。其中，高发区域为广州市

误差达到最小。BP 神经网络的构建、训练和模拟
过程均利用 Matlab 7.0 软件中的人工神经网络工具

越秀、荔湾、白云、天河、海珠、番禺区和佛山市的禅
城区（广佛主城区），见图 3。

箱实现。

精度评价

2014 年 8－10 月广佛

地区登革热本地病例数最高分别为 90、386 和 456

神经元个数为 1 个，即当月登革热本地病例数，传

1.3.3

登革热病例空间分布

从登革热疫情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广

模型建立后，采用校验样本对模

型 效 果 进 行 校 验 ，同 时 以 均 方 根 误 差（root mean

佛地区本地疫情在 1 km × 1 km 尺度上具有极显著

RMSE 越小，
表明模型精度越高。

Moran
s I 指数为 0.606 5），表明广佛地区邻近区域之

square error，RMSE）作 为 检 验 模 型 精 度 的 指 标 。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 Excel 2007 软件进行数据的

间登革热疫情存在一定相互影响。因此，疫情时空

汇总和处理，利用 SPSS 19.0 软件对广佛地区的的登
革热疫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处理和 Pearson

模拟应充分考虑邻域的疫情。鉴于此，本研究将每
个格网 8 个邻域格网上月疫情信息纳入，使其参与
模型的构建。

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2.1

的 空 间 自 相 关 性（P＝0.001，Z＝134.402 5，全 局

2.3

果

疫情影响要素分析

通过分析当月（8－10 月）

本地疫情与上月（7－9 月）本地和输入疫情、气象

2014 年广佛地区登革

（温度、湿度、降雨量）、社会（人口密度、城乡居民用

例为输入性病例。本地病例呈单峰型分布，高峰期

这些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表 1）。其中，上

登革热病例时间分布

热病例共 40 691 例，其中 40 453 例为本地病例，238

地、林地、
耕地）等因素间的相关性发现，
本地疫情与

在 8－10 月，
其中 10 月病例 20 181 例，占全年病例数

月本地疫情、平均温度、人口密度、土地用地类型等

约 50%。自 7 月开始本地病例数陡然上升，在 10 月

因素与当月本地疫情间的关系达到极显著水平。表

达到高峰，在 11－12 月骤减，见图 2。同时，本地病

明这些因素也应当参与预测模型的构建。

表 1 广州和佛山市登革热当月（8－10 月）本地疫情与上月（7－9 月）不同因素间的相关性
Table 1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epidemic of dengue fever in the month and different factors of the previous month
传染源因素

社会因素 a

气象因素

时间
（月）

本地疫情

输入疫情

平均温度

平均湿度

平均降雨量

人口密度

耕地

城乡居民用地

林地

8

0.626b

-0.001

0.018

0.009

0.011

0.143

-0.046b

0.144b

-0.057b

10

0.910

0.452

0.037

0.019

0.023

-0.083

0.257

-0.100b

9

0.639b
b

0.145b
b

0.033b
b

0.016

注：a. 为年尺度数据，
故社会因素不分月份；b. P＜0.01；c. P＜0.05

0.016

c

0.231b
0.247

b

-0.077b
b

0.240b
b

-0.0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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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231 例/km2，疫情集中发生在广佛主城区，表明

BP 神经网络预测结果比较符合实际疫情分布情况，
仅在局部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误差，推测可能因及
时性差的人口数据和静态的土地用地数据等对 BP
模型产生了干扰。

图 4 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登革热疫情预测值
与真实值的误差
Figure 4 The predicted results and true of dengue fever
based on BP model

图 3 广州和佛山市登革热本地病例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dengue fever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area

2.4

疫情模拟结果及精度评价

本研究构建的本

地疫情预测模型以上月输入性病例、
上月本地病例、
气象、人口密度、土地用地数据等 9 个指标作为输入

图 5 广州和佛山市 10 月登革热预测值与真实值的
空间分布
Figure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ediction and true
value of dengue fever in October

因子，包含 10 个隐含层节点，并输出当月的本地疫

情。基于10月实际疫情数据〔11 001个样本格网的本
地疫情〕，对模型模拟结果（10 月本地疫情）进行校
验。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关系数为 0.773，RMSE 为

7.522 0，在 0.01（双侧）水平上显著相关（图 4），表明
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从模型预测的疫情空间分布（图 5）可知，BP 神

经网络模型的预测结果较理想。广佛地区本地疫情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 2014 年广佛地区登革热疫情

的时空分布特征，构建了基于 BP 神经网络方法的广

佛地区登革热疫情预测模型，并探讨了该方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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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可行性，为相关地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积极
应对登革热疫情、有效开展登革热防控工作提供重
要支持。
本研究发现，广佛地区登革热疫情空间聚集性
十分明显，
与以往研究一致，
即登革热疫情的空间分
布并非随机［12-14］。疫情的时空变化可能与该地区温
暖适宜的气候、
较高的土地利用效率、
密集的人口等
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关联［15-17］。2014 年
广佛地区疫情主要聚集于城市中心的老城区，可能
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些
老城区的居民爱好种植富贵竹、
万年青等水生植物，
为白纹伊蚊提供了良好孳生环境。因此，建议卫生
部门适时加大对这些区域疫情的防控力度。

本次 BP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结果显示，真实值与

模拟值的差异不大，其相关系数为 0.773，并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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