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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季节性分解的圆形分布法在蚊虫监测
数据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韩晓莉，赵勇，高文，马丽华，宋纪文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害生物防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要：目的

采用基于季节分解的圆形分布法，分析河北省 2016－2019 年蚊虫分布的季节特征，探讨其应用于蚊

虫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可行性。方法

使用 Excel 2007 和 SPSS 19.0 软件，采用季节分解法对河北省 2016－2019 年

蚊虫密度的季节特征进行分解，分析河北省蚊虫密度的季节趋势，采用 t 检验对原始拟合蚊密度与原始蚊密度的差
异进行比较；通过季节指数利用圆形分布法推测河北省蚊虫的密度高峰日和高峰期。结果

将 2016－2019 年河北

省蚊密度进行季节分解，构建出趋势季节模型如下：Ÿt=（1.328+0.072t-0.001t ）+S（Ÿ
t 为序列
t
t 为某月的预测蚊密度，
2

号，St 为季节指数，F=2.679，P<0.05），通过趋势 T 的预测值和季节指数最终得到原始拟合的蚊密度，与原始蚊密度的
走向基本一致。2016－2019 年河北省蚊虫密度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季节趋势；蚊密度高峰日
为 8 月 2 日，高峰期为 6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结论

满足圆形分布法的应用条件时，基于季节分解的圆形分布法在

分析蚊虫监测数据及季节特征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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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squito distribution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using the circular distribution method based on seasonal decomposi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osquito surveillance data. Methods

Excel 2007 and SPSS 19.0 softwares, as

well as seasonal decomposi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decompose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squito densit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and the seasonal trend of mosquito density was analyzed. Th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original mosquito density and the original fitted mosquito density. The seasonal index and the circular
distribu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speculate the peak day and peak period of mosquito density in Hebei province.
Results

The mosquito density data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were decomposed seasonally, and a season

model of its trend was established as follows: Ÿt = (1.328+0.072t-0.001t2) + St (Ÿt: the predicted mosquito density in a
month, t: serial number, St: seasonal index, F=2.679, P<0.05). The original fitted mosquito density obtained through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rend T and the seasonal index had a basically consistent trend with the original mosquito density. The
mosquito density data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had obvious seasonality, which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peak day of mosquito density was August 2, and the peak period was observed from June 27 to September
5. Conclusion

When meeting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the circular distribution method based on periodic

decomposition has a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n analyzing mosquito surveillance data and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easonal decomposition; Circular distribution method; Mosquito density

蚊虫是很多媒介生物性疾病的传播媒介，其密

题，为了更好地掌控蚊虫的种类、数量、分布、季节

度的高低与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有着密切的关

变化等信息，从而制定全面而合理的蚊媒传染病防

系，由于蚊媒传染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卫生问

控方案，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致力于运用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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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领域的指标，对蚊虫监测结果及蚊媒传染病
进行研究和探讨。目前，国内对蚊虫监测结果的分
析和统计一般使用描述性分析，通常运用 Excel 表绘

制季节消长曲线，并根据监测结果计算蚊虫种群构
成及不同生境密度分布特点等，还有运用地理信息
系 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遥 感

（Remote Sensing，RS）等技术对监测数据和环境数据

1.2.1.2

等基本情况，但未能获得蚊虫季节分布的高峰日、高

峰期以及其分布是否具有季节性特征［1］；GIS 和 RS
等技术虽然对媒介生物及其相关传染病有较好的监
［2-3］

，但是这些技术与媒介生物性疾病空间流
［4］

行病学的交叉渗透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圆形分
布法是一种对单峰资料进行季节性特征分析的统计
方法，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季节性发生的传染病，尤
其是媒介生物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分
析［5-6］，并逐渐应用于蚊、蝇等病媒生物监测数据的
统计和分析中［7-8］。对蚊虫密度监测结果的科学分
析，有利于提早发现蚊虫密度的异常变化，为有效应
对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依据。本文将季节
分解得出的季节指数加入到圆形分布法，旨在探索
分析蚊虫的季节性特征，估测河北省蚊虫密度的高
峰日和高峰时段，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蚊媒精准防控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

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等 11

个市 2016－2019 年按照《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
实施方案》诱蚊灯法开展蚊虫监测获得的数据。
1.2

方法

应用季节性分解法和圆形分布法进行

分析。
1.2.1

季节指数即时间序列在 1 个年

Tt 为未考虑季节影响的预测值（即趋势蚊密度）。
1.2.1.3

趋势蚊密度（T）
t 的计算

Tt=a+bt，以时间序

列号 t 为自变量，蚊密度 Y 为因变量，用最小二乘法
可求出 a、b 2 个参数值：

1
åtåY
1
1
n
b=
 a = åY - båt
1
n
n
2
2
åt - (åt)
n
åtY -

1.2.2

圆形分布［10］ 根据统计模型，将分解出来的

季节因子加入到圆形分布法中，先将蚊虫监测数据
进行角度转化：以 1 月 1 日 0 时为 0°角，并依此确定
各监测月份的角度，蚊虫密度用月中位角表示。计

算公式为：
X = åS i S t cos α i /åS i ; Y = åS i S t sin α i /åS i ; r =
- Y
- X
X 2 + Y 2 ; sin α = ; cos α = ; s = -2 ln r ；当 X>0，
r
r
Y>0 时 ，α=arctg（Y/X）；当 X<0 时 ，α=180° +arctg（Y/
X）；当 X>0，Y<0 时，α=360°+arctg（Y/X）。式中，St 为
季节指数，α 为月角度，r 为圆形分布离散程度指标，
s 为角标准差，α 为平均角。将度数表示的平均角和
角标准差换算出天数，利用 α±s 对高峰时段做出估
测，推算出蚊密度的季节性高峰日和高峰时段。评
定标准：r 值表示蚊密度在 1 年内的季节性。r=1，表

示最大极限，蚊虫全部集中在某个月出现；r=0，表示

材料与方法

1.1

St 的计算

度内各月份的典型季节特征。St=Y/Tt，Y 为蚊密度，

进行分析，这些虽然能直观地表现出蚊虫季节消长

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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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趋势模型构建［9］ 采用加法模型来分解

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将河北省蚊虫密度序列分解

最小极限，1 年内蚊密度均匀分布在 12 个月；r>0.9，
有严格季节性；0.7<r≤0.9，有很强季节性；0.5<r≤0.7，
有明显的季节性；0.3<r≤0.5，有一定季节性；r≤0.3，
季节性差。
1.3

统计学处理

圆形分布运用 Excel 2007 软件建

立数据并进行分析，平均角的假设检验采用雷氏 Z
检验；季节分解法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分析，用

平均相对误差（MRE）来比较原始拟合蚊密度与原

1 n | x t - x' t |
，其中，
n ∑t = 1 x' t

为：STC（趋势和循环成分，即 T）
SAF（季节成分，即
t ；

始蚊密度的拟合程度，MRE =

1.2.1.1

n 为观测数，xt 为第 t 个原始蚊密度，x´t 为第 t 个原始

S）
和 ERR（不规则或随机成分，即 I）
t ；
t 。
模型的构建过程

计算季节指数→获得趋

势值序列→建立趋势拟合模型→加入季节指数进行
预测。

将 2016－2019 年河北省蚊密度用 SPSS 19.0 软

件进行季节分解：用移动平均法消除季节性变动和
不规则变动，得到循环性变动和长期趋势序列值
（TC）；利用月平均法消除干扰因素，得到季节指数
St；以时间序号为自变量，季节调整序列值为因变
量，对 TC 序列进行拟合，构建趋势季节模型。

根据加法模型：Ÿt=Tt+St，其中 Ÿt 为某月的预测

蚊密度，Tt 为趋势蚊密度，St 为季节指数。

拟合蚊密度，MRE 越小表明拟合度越高；用 t 检验比

较原始拟合蚊密度与原始蚊密度的差异性，检验水
准 α=0.05。
2
2.1

结

果

蚊虫季节分布特征

2016－2019 年河北省蚊

密度均呈现 5 月开始上升，9 月逐渐下降的季节趋
势，且均在 8 月达到高峰，分别为 8.33、8.86、9.10 和
9.05 只/（灯·夜）
（图 1，原始蚊密度）。2016－2019 年
平均密度高峰在 8 月，为 8.24 只/（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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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北省蚊虫季节指数的圆形分布法分析结果
Table 1 A circular distribution analysis of mosquito seasonal
index in Hebei province
时间（月） 季节指数（St）
1

-2.21

3

-2.32

2

图 1 2016－2019 年河北省蚊密度和原始拟合的蚊密度对比
Figure 1 Comparison between mosquito density and original fitted
mosquito densit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2.2

季节分解

构建的季节趋势模型（图 2）如下：

Ÿt=（1.328+0.072t-0.001t ）+S（Ÿ
t
t 为某月的预测蚊密
2

度，t 为序列号，St 为季节指数，F=2.679，P=0.015）。

通过趋势季节模型获得预测值，用预测值加上

4
5
6
7
8
9

cosα

Stsinα

Stcosα

0.70

0.71

-1.66

-1.70

-2.22

-0.66

0.26

-2.38

0.96

-2.32

0.28

-0.58

-0.23

-2.26

0.28

-0.69

-0.44

-0.96

-2.14

0.54
0.42

0.81

-2.79

3.80

-0.24

-0.97

-0.91

-3.69

2.05

-0.70

-0.71

-4.54

-4.64

-0.96

-0.27

-1.97

-0.55

6.49

10

-1.19

-0.97

12

-2.09

-0.71

-2.12

-0.26

11

0.96

0.97
0.72

-0.61

2.90

sinα

0.25
0.70
0.96

1.15
1.49
0.56

-0.30
-1.47
-2.05

季节指数最终得到原始拟合的蚊密度（图 1），t 检验

准确等诸多优点［11-14］，可以方便地推测病媒生物密

结果显示原始拟合蚊密度与原始蚊密度差异无统计学

度的高峰日和高峰时段［14］，但由于蚊虫监测数据会

意 义（t=-1.456，P=0.189），二 者 的 平 均 相 对 误 差 为

受到监测人员、布灯位置及监测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7.87%，
原始拟合蚊密度与原始蚊密度的走向基本
一致。

如果不剔除这些非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而直接使用
圆形分布法对蚊密度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分析，会
对分析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5］。季节分解的目
的就是对季节性特征进行识别、提取，如果将季节分
解法分解出的季节指数加入到圆形分布法中，通过
二者的综合运用对蚊虫密度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
剔除监测人员、监测时间等非季节因素的影响，更加
准确地推测出蚊虫密度的高峰日和高峰时段。笔者

使用该方法对 2016－2019 年河北省蚊虫季节特征
河北省蚊密度季节指数、TC 序列值及曲线拟合的
TC 序列值的对比
Figure 2 Comparison of seasonal index of mosquito density，
TC sequence value，and curve-fitted TC sequence
value in Hebei province
图2

2.3

圆形分布

由季节分解获得季节指数见表 1，

河北省蚊密度在 1 年内呈单峰分布，在每年的 6－8

月达到密度高峰，符合圆形分布法的应用条件。r=
0.812，平均角 α=210.11°，角标准差为 89.06°。对 α
进行雷氏 Z 检验，P<0.001，平均角有意义，蚊密度存

在集中趋势，2016－2019 年河北省平均蚊密度高峰
日为 8 月 2 日，平均高峰期为 6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
3

讨

论

在分析蚊虫监测数据时，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
以图表的形式描述，即用月密度作成曲线图，以峰值
的高低表示蚊虫密度的多少，这种方法简便、直观，
但是不能确定其确切的密度高峰日和高峰期；用圆
形分布法对病媒生物密度进行统计分析具有简捷、

进行分析发现，蚊虫密度的 r 值为 0.812，P<0.001，说

明河北省蚊虫密度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均呈现先

升后降的季节趋势。以 1 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

内蚊密度均呈单峰分布，蚊密度趋势分析结果与描
述性图表的分析结果相一致［16］，说明基于季节性分
解的圆形分布法对蚊虫密度的季节性分析是适用
的。通过分析结果可知，河北省蚊密度平均高峰日
为 8 月 2 日，平均高峰期为 6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提示

应在蚊虫密度高峰期前的 6 月上中旬采取合理措
施，有效控制蚊虫孳生地，以降低蚊媒传染病的传播

和流行。综上所述，数据序列满足圆形分布法的条
件时，基于季节性分解的圆形分布法可以应用于对
蚊虫监测数据的分析［15］，尤其适用于蚊虫的季节性
分析，可以合理估测蚊虫密度高峰期，为制定蚊虫防
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圆形分布仅适用于单峰性资料，

并需要将具体单位换算为角度，如 1 h 相当于 15°，
1 min 相当于 0.25°，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料，再通

过季节分解法得到的季节指数利用圆形分布进行统
计分析，才能合理预测蚊虫密度的高峰日和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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