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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要素对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影响，为有效防控登革热提供依据。方法

以蚊媒监测点周围 0.5～6.0 km 范围内的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等社会环境要素作为土地利用回归（LUR）

模型的输入变量，
分析广州市社会经济因素对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影响。采用留一交叉检验法对模型进行检验，
即用 n－1 个样本建立回归方程，
计算剩余 1 个样本的预测值，并与该样本的实测病例数进行比较。结果 监测点不
同范围内的社会环境变量对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半径为 6、2、1、1 和 2 km 缓冲区内的人口密
度、道路密度、耕地、林地和农村居民用地的面积分别对登革热 1 km 有明显影响（R2＝0.567、0.512、0.275、0.106 和

0.041），而整体 LUR 模型调整 R2 为 0.648（F＝55.944，P＜0.01），预测值与实测值间的拟合精度达 0.728 8，总体水平
较好。结论

社会经济要素在不同研究范围下对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影响不同，LUR 模型可较好地预测登革热

病例空间分布，
从而为当地卫生部门防控登革热提供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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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epidemic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fever. Methods
Predictive variables, included land use data, road den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were involved in modeling within
different buffer zone ranges from 0.5 km to 6.0 km, which were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on 150 mosquito monitoring sit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in Guangzhou area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dengue feve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R2＝0.567）, road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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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 1, and 2 km. The land use regression（LUR）model with these five variables possessed satisfactory capa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with the adjusted R2（0.648）and an appropriate F value 55.944（P＜
0.01）. The overall result of the model is good with the fitting accuracy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the measured value
（0.728 8）. Conclusion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epidemics in different ranges. LUR has good ability to predi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local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to allocate precise preventing and control measures.
Key words: Dengue fever; Spatial distribution;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Population density; Road density; Guangzhou city

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由伊蚊传播

角腹地，是珠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改革开放

的急性传染病，广泛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全

以来，广州市城乡建筑用地迅速扩张，
大量自然下垫

球每年约 5 000 万例患者且近年来趋于活跃 。我
［1］

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广东省首次暴发登革热疫情
以来［2］，
不间断地流行，进入 21 世纪后其流行范围进

面转换为不透水面，改变区域水热平衡，引起植被、
水质等改变［14］；同时人口不断聚集和流动人口的增
加为区域传染病的传播提供极佳条件，导致登革热

一步扩大。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显

肆意蔓延，是近年来登革热疫情的“热点”
区域。

10 年累积病例数的 6.55 倍，已成为我国南方地区重

1.2.1

示，我国 2014 年登革热病例数（约 4.5 万例）为过去
要的输入性传染病。

有研究表明，
登革热病毒的繁殖与生存、
蚊虫孳
生与活动、人-蚊接触所需的条件除受区域自然环
境影响外

，还与土地利用、住房密度、道路密度和

［3-6］

人口密度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刘文华等

［7-9］

利

［10］

用人诱法研究表明，
清远市建筑、
人口密度和交通道

1.2 数据来源

疫情数据

登革热疫情资料采用广州市

2014 年 9 月经过脱敏处理后的登革热病例资料，数
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1.2.2 蚊媒监测数据 蚊媒数据通过与疫情同期的
布雷图指数（BI）表示，蚊媒监测数据来源于广州市
CDC 常规蚊媒监测体系（图 1）。

路面积比例迅速增加，导致蚊虫种群密度上升并引
起伊蚊叮刺概率增加；张浩等［11］和 Qi 等［12］通过研究

媒介生物对登革热病毒的影响，发现城市化影响登
革热的传播；这些研究均表明区域内下垫面结构对
媒介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疫情的
空间分布。此外，国内外许多研究尝试建立数学统
计模型探究社会经济要素对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
影响，
如 Nakhapakorn 和 Tripathi［13］通过多元回归对土

地利用与登革热发病率进行分析发现，建成区对登
革热疫情影响最大，而登革热发病率在农业区域处
于中等风险；Qi 等［12］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区街
道/乡镇尺度的基础上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分

析登革热疫情与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间的非线性影
响，结果表明，
较高的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可能导致
登革热病例的增加［12］。以往研究仅考虑单一研究
尺度，而忽略不同空间范围内环境要素对登革热空
间分布的影响。因此，
以广州市为研究区，
通过构建土
地利用回归（land use regression，LUR）模型探究登革

热疫情在不同研究范围内与城市下垫面的土地利用、
人口和交通间的关系，
同时探讨模型在模拟登革热空
间分布的可行性与精确性，
为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开
展传染病流行的风险预测与防范研究提供新方法。
1
1.1

1.2.3 社会环境数据 本研究中选取土地利用、
道路
密度和人口密度 3 类可反映研究区社会环境特征的
空间分布数据［12］：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图 1 广州市 150 个蚊媒布雷图指数监测点分布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150 Breteau index monitoring
points in Guangzhou, China

源和环境科学数据中心（RESDC），
土地利用分类采用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112°57′～114°0′E，22°34′～23°57′N），地处珠三

RESDC 的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并选取耕地、林

地、
水域、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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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输入变量；
而在道路数据的选取上，
相比于高速、
主
干道、国道等主要干道，
城市内部居民人口流动量较
大的支路、
小路可能对蚊虫密度、
登革热疫情影响更
大。因此，
本研究选取县级以下的道路数据，
并以道
路密度（km/km2）作为输入参数。人口数据来源于

RESDC，
分辨率为1 km×1 km的人口空间格网数据。
1.3 LUR 多元回归建模

1.3.1 LUR 多元回归建模

LUR 模型作为一种简

单有效的多元回归模型在环境与健康研究领域应用

Figure 2

1.3.2

因变量

较为广泛。本研究的多元回归建模采用后向算法

（back algorithm），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剔除变

量。首先，构建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一元线性回归
模型，对每个自变量的拟合优度（R2）进行排序并剔
除 R2 贡献＜1%的变量；其次，对所有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并遵循一定规则剔除变量。例如：①所有变量
的系数符号均符合先验假定；②在显著水平下满足 t
检验；③通过共线性诊断，
使模型收敛且获得足够大
2
的 R（图
2）。

图 2 土地利用回归模型流程
Flow chart of land use regression model

蚊媒是登革热传播的必要条件，以

150 个蚊媒监测点为中心，选择一定范围内的登革

因素均可作为 LUR 模型的自变量，气温、降雨量等

自然因素在广州市内空间分异较小，故选取土地利

热 病 例 数 作 为 因 变 量 ，由 于 伊 蚊 的 飞 行 距 离 在

用、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等社会经济要素和监测蚊

测点为中心的 1 km 范围内，因此本研究选取监测点

同地理要素间的关系，LUR 模型采用缓冲区分析来

300～500 m 之间，其活动范围在理论上为以蚊媒监

1 km 范围内的登革热病例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并进
行对数转换。

1.3.3 自变量 可能影响登革热疫情的自然和社会

媒数据的 BI 作为自变量。为比较登革热疫情与不

刻画不同范围内各变量对登革热病例的影响，本研
究以 150 个监测点为中心建立 0.5～6.0 km 共 7 个系

列缓冲区［15］，并统计不同缓冲区范围内各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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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面积、
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图 2）。

回归分别计算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R2 贡献值。

法（Leave ⁃ One ⁃ Out Cross Validation）对模型进行检
验，
即用 n－1 个样本建立回归方程，
计算剩余 1 个样

热疫情空间分异的贡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道路密
度和人口密度分别在监测点 2 和 6 km 范围内对登革

1.3.4 模型验证与模拟 本研究采用留一交叉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环境变量在不同研究范围内对登革

本的预测值，并与该样本的实测病例数进行比较。

热疫情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 1。图 3 显示，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路网密

2

该过程被重复 n 次，以相对均方根误差（RRMSE）、R

［16］
度远大于其支路的路网密度标准（3～4 km/km2）
，

作为模型的评价标准。
2

结

2.1

如此高的道路密度更为登革热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有

果

变量的贡献分析

利条件，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为登革热疫情提

利用 SPSS 13.0 软件的线性

供了人-蚊接触环境。

表 1 广州市各环境变量对登革热疫情的 R2 贡献
Table 1 The R contribution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 to dengue epidemics
2

缓冲区
（km）

拟合优度（R2）

道路密度 人口密度
（km/km2） （万人/km2）

0.5

0.277

2.0

0.512

1.0
3.0
4.0
5.0
6.0

0.469

0.274

0.501

0.494

0.492
0.503
0.491

0.469
0.534
0.558
0.567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km2）
水域

林地

耕地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0.275

0.252

0.016

0.021

0.004

0.101

0.234

0.001

0.082

0.274

0.001
0.003
0.004
0.009
0.007

0.106
0.065

0.270

0.043

0.287

0.036

0.295

0.032

0.310

0.227
0.277
0.296
0.315
0.343
0.362

0.009
0.041
0.084
0.111
0.122
0.162

布雷图
指数

0.012
0.076
0.114
0.147

0.076

0.185
0.215

图 3 广州市道路密度及人口密度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ad density and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in Guangzhou city

在各土地类型变量中，耕地和林地的贡献相对

较大，且贡献最大值均出现在监测点 1 km 范围内。
这两种土地类型均较适宜伊蚊生存，虽然广州市东
北部的耕地及林地人口密度较低（图 3），
但两种土地

类型在广州市西部与中心城区呈现相互混合现象，
城市边缘人口流动量大，近郊林地、耕地等绿色植被
水体丰富，
利于蚊虫孳生，
故易导致疫情暴发［12］。
2.2 LUR 模型分析

2

从每个变量中选取对 R 贡献

最大缓冲区范围作为 LUR 模型的自变量，在所有变

量系数的符号均符合先验假定且通过共线性诊断的

情况下，
得到多元回归方程公式：
Log（DF1 km）＝0.004 × Xroad ＋ 0.001 × Xpop ＋ 0.340 × Xvill －

0.363×Xfar－0.197×Xfore＋0.586

式中，Xpop 表示人口密度、Xroad 表示道路密度、Xvill 表示
农村居民用地、Xfar 表示耕地、Xfore 表示林地。回归方
程调整 R2 为 0.648（F＝55.944，
P＜0.01），
因此，
该回归

方程具有一定科学意义。从参数检验结果看（表 2），
所有自变量均在 0.05 水平上通过 t 检验（P＜0.05），
说明人口密度、道路密度、耕地、林地和农村居民用
地分别与登革热疫情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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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州市登革热土地利用回归模型参数检验
Table 2 Parameter estimation test of land use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sx）

0.004

0.002

常数

0.586

人口 6 km

0.001

道路 2 km
耕地 1 km
林地 1 km

农村居民用地 2 km

-0.363
-0.197

P值

0.194

3.030

0.003

0.000

6.705

0.000

2.906

0.126

-2.879

0.100

3.399

0.096

0.340

t值

-2.051

0.004
0.005
0.042
0.001

最后采用留一交叉检验法对模型进行精度评

估，结果显示，模型的 RRMSE 为 0.886 3，并对登革

热病例数实测值与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预测值绘制

散点图（图4），
拟合趋势显示，
LUR模型的R2为0.728 8，
总体水平较好，但模型在疫情低值区的模拟效果相
对较差，
说明模型模拟效果受疫情特异性影响。

的水环境密切相关［19］，但本研究中的水域多为大尺
度的河湖而非街道尺度上的水浇地；而城镇用地面
积与人口密度两变量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易引起
模型 R2 的过度拟合［20］；反映伊蚊密度的 BI 对登革热
LUR 模型的 R2 贡献较小，因此 BI、水域和城镇用地

面积对登革热疫情的贡献在回归方程中并未体现。
综上所述，LUR 模型应用于预测登革热疫情空

间分布中具有可行性。但本研究在变量选择、模型
选择等方面有待改进：
（1）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复杂，仅采用土地利用、人口、交通等自变量
构建模型存在局限性，扩充自变量是当前研究的热
点之一，
如将街道景观格局、
建筑高度以及影响媒介
传播的气候、
水文等要素加入模型中，
以提高模型的
精度［20-21］。
（2）LUR 模型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对于真实

的登革热疫情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局限性。可加入广
义加性模型分析登革热疫情与各影响要素间的非线
性关系，
在增加更多影响要素后分析比较不同模型的
精度与适宜性。
（3）LUR 模型虽可较好地模拟空间分

异情况，但许多研究未考虑时间分异的影响，
本研究
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滞后作用，因此，构建时空

LUR模型可更精确地预测登革热疫情的空间分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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