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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IS 为基础的禽流感预测预警研究进展
张 毅 1，王幼明 2，李吉达 1，沈朝建 2，杨宏琳 2，李 印 2，黄保续 2
（1. 遵义医科大学，贵州遵义 563000；
2.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66032）
摘

要：GIS 是一种对地理环境等方面数据进行储存、分析、加工和呈现的综合工具。利用 GIS 可以把流感病

例的相关数据与气候、环境和社会等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通过统计学或数学模型，找到影响流感发生和传播
的风险因素，对流感的发生趋势进行预测和可视化预警。国内外学者利用 GIS 在禽流感风险因素分析和预测等
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对人感染 H7N9 流感、高致病性 H5 亚型禽流感、野禽流感风险因素和预测的研究，
不同基因型病毒分布特征的研究，兽医决策辅助应用研究等。这些研究对指导兽医流行病学研究人员将 GIS 更
好地应用于禽流感防控具有帮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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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is a comprehensive tool for storing，analyzing，processing and
presenting data related to geographic environment，which could integr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regarding influenza
cases，climate，society and others，and identify all risk factors for occurrence and spreading of inﬂuenza by use of
statistics or mathematical models to forecast and visually warn any trends of inﬂuenza. In recent years，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on risk factors analyzing and forecasting of avian inﬂuenza（AI）had been carried out by scholars in both
home and abroad by means of GIS，including，studies on the risk factors and forecasting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inﬂuenza，H5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ﬂuenza（HPAI）and wild AI，studies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enotypes of viruses，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es on the supporting of veterinary decision-making.
These studies w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veterinary epidemiologists to effectively control AI by GIS.
Key words：avian inﬂuenza；GIS；model；forecasting and early warning

禽流感是一种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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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染病。野生水禽是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通
常隐性带毒但不发病，当流感病毒感染鸡、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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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鹌鹑等禽类时，可引起发病，临床表现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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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败血死亡、呼吸道症状、产蛋下降等，主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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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毒株毒力和宿主免疫情况

[1-2]

。根据流感病毒

和相关地理、气候、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数据，研

血凝素蛋白（HA）和神经氨酸酶蛋白（NA）的差异，

究疾病发生与潜在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并建立相

可将流感病毒分为不同的亚型。至今已发现 17 种

应模型，对疾病的发生进行分析和预测。

HA 亚型和 11 种 NA 亚型，根据病毒对家禽致病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利用 GIS 技术，从不同角

性的不同，可将病毒分为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禽

度，对全球多种亚型流感病毒的地理分布、影响因

流感病毒，目前发现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均为

素、发病风险、流行趋势做了深入研究，主要目的

[3]

H5 和 H7 两种亚型 。禽流感病毒不仅可以感染禽，

是为人间和家禽流感预测和预警。为掌握该方向研

而且也可以感染人，截至 2019 年 5 月，已报道人

究进展，更好地利用 GIS 工具开展进一步研究，

[4]

H5N1 流感病例 860 人，其中死亡病例 454 人 。

本文拟对研究的主要手段和研究结果做综述。

2013 年新型 H7N9 流感病毒在我国的人间病例中

1

首次发现，截至 2019 年 4 月已引发 5 波疫情，共

禽流感发病因素和风险预测研究

[5]

学者在做该类型研究时，要收集的信息包括：

造成 1 568 人感染，615 人死亡 。2017 年底，在

（1）流感发病的信息：时间、地点、病毒的基因型、

我国禽群病例中发现了高致病性 H7N9 病毒。该病

血清型、人间病例数、病死率、动物的发病和死亡

毒可引起家禽的死亡，截至目前由高致病性 H7N9

情况等。（2）发病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因素：海拔、

病毒引起的疫情共 16 起。除 H5 和 H7 亚型流感病

植被分布、水域面积、公路、铁路和航线等。（3）

毒外，H9N2 亚型流感病毒在我国广泛传播，由活

社会环境因素：人口密度、年龄结构、养殖密度、

禽市场监测数据表明家禽群体带毒率在 90% 以上，

社会风俗等。（4）气候因素：温度、湿度、降雨、

[6]

给我国家禽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

风向等。收集到这些信息后，可以利用各种统计学

对禽流感的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模型检验人或动物的发病与各种相关因素的关系，

仅需要全球各国协作，也需要多种技术力量相互

是否具有相关性，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找到发病

配合。目前，兽医传染病学方面主要利用病毒学、

的风险因素后，计算每个因素的系统参数，并利用

免疫学等实验室技术手段，对如何进行快速诊断

这些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构建模型后，可利用

和有效免疫开展研究。兽医流行病学方面主要从

模型和 GIS 工具对某段时间、某些区域内流感的

动物群体的角度对禽流感发生的原因、传播途径、

发病风险进行预测和可视化预警。

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用于制定科学的预防

1.1

人感染 H7N9 流感的研究

措施和消灭计划。禽流感的发生与家禽养殖密度、

Fang 等 [7] 为了研究人感染 H7N9 流感的风险

候鸟迁徙、水禽分布、气候、水文分布等多种因

因素，预测可能发病的高风险区，收集了 2013 年

素密切相关，而利用传统的病例对照、队列研究

2—5 月的人 H7N9 流感数据，利用回归树模型，

等方法很难将禽流感的发生与这些因素在时间和

对发生人 H7N9 流感疫情的 64 个县和随机选择的

空间上精确对应，而且也难以开展动态研究。因此，

没有发生疫情的县进行多重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

需要借助一种技术手段将动物疫病的相关数据与

表明，活禽市场、人口密度、水田、建设用地、湿

地理、环境和气象等方面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

度和温度等因素与人感染 H7N9 流感的发生有显著

析和研究。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相关性。利用该模型对人感染 H7N9 流感风险预测

system，GIS）是一种能够对涉及地理相关信息捕

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广州和北京等城市发生疫

捉、编辑、储存、整合、管理、分析、共享和展

情的风险较高。Dong 等

示的综合工具，利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对疫病发

2014 年 10 月的人 H7N9 流感病例空间聚集性、时

生的地理环境因素进行研究。学者可以收集疾病

间聚集性、时空自相关系数等。为了描述人 H7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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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了 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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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例的时空自相关性，该研究还引入了一个时

病性禽流感的疫情数据和其间气候的变化情况，建

空因素的概念，利用逻辑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出

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反距离加权法（inverse

时空因素、候鸟移动路径、河流、湖泊、相对湿

distance weighted，IDW）和 GIS 技术对病毒空间

度等与人 H7N9 流感发生存在显著相关性；利用

扩散的风险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该地雨季

2014 年 2 月人 H7N9 流感发生高峰期的数据进行

与禽流感的发生密切相关，在城市地区建立的多重

检验，证明该模型对人感染 H7N9 流感的拟合精

回归模型可以利用气候的变化很好的预测禽流感的

确度可达 91.6%。

发生。Ahmed 等

1.2

高致病性 H5 亚型禽流感的研究
Guo 等

[9]

[14]

结合孟加拉国发生的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数据和候鸟迁徙、活禽销售等因素分析，

利 用 2004 年 1—2 月 间 发 生 的 高

通过核密度分析和经验贝叶斯群流行率计算，发现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数据和遥感（remote sensing，

孟加拉国禽流感的发生存在一个从东南到西北的高

RS）技术获得的环境数据，通过 GIS 的叠加分析

风险区域带，该区域与梅克娜河的流向及家禽移动

功能，证明了土地利用和农田植被是这段时间疫情

的路径重合。

发生的主要环境因素。通过缓冲区分析推测疫情发

1.3

Herrick 等 [15] 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源自野鸟

生地 50 公里左右的铁路对疫情的扩散起到关键的
[10]

野禽流感的研究

利用 GIS 和 RS 技术对 2004—

的所有亚型的流感病毒分布、发生的相关风险因素

2005 年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数据进行了分析，

进行了研究，并对禽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风险

对发病和扩散的风险因素进行了预测。通过空间数

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北部地区野禽感染发

据探索分析，证明鸟类的迁徙是高致病性禽流感传

生的风险最高，相关的环境因素是低温和降雨量较

播和扩散的主要因素。病毒扩散的路径与疫情发生

少。Fuller 等

顺序并不完全一致，气候因素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的

225 种鸟类泄殖腔的样本进行了收集和监测，发现

作用。Zhong 等

发生也有重要的影响。Prosser 等

[11]

利用数学模型，

[16]

对 2005—2008 年 美 国 41 个 州 的

在雀形目鸟类中流感的流行率显著高于其他鸟类。

研究了野禽与家禽的接触、H5N1 病毒从家禽到野

通过回归模型验证禽流感的流行与 12 种地理环境

禽的传播、H5N1 病毒从野禽到家禽的传播，预测

因素的关系，并对禽流感发生的风险进行了预测，

了家禽和野禽密切接触可能导致新型重配流感病毒

发现大平原和太平洋西北部地区是禽流感发生的高

出现的风险区域及风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冬

风险区域，粮食的产量和每年冰雪消融的时间两个

季，我国的东南和中部地区是家禽和野禽密切接触

因素与禽流感的发生密切相关。

的区域；在春夏季节，我国东北、中东和西部地区

2

的家禽和候鸟接触几率更高。这些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病毒传播和扩散的风险较大。Paul 等

[12]

不同基因型病毒的分布特征研究
利用 GIS 技术对流感发生的地理分布和环境

利用空

因素进行分析，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禽流感病毒，而

间多重决策分析法，比较了通过专家意见和文献数

基因分析技术是从微观层面对病毒的遗传演化和基

据进行预测的能力，并对柬埔寨 H5N1 流感发生的

因组特征进行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可探讨驱动病

风险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利用专家意见得到

毒进化的地理环境因素，可从地理分布角度对病毒

的数据可以很好的对泰国 H5N1 流感的发生进行预

进行溯源，也可研究不同地理分布来源的流感病毒

测，预测效率值达到 97%。利用本研究建立的多

基因特征存在的差异。

重决策分析模型可以对柬埔寨洞里萨湖水域、马王

Carrel 等 [17] 对 2003—2007 年在越南分离到的

德周边和柬越边境流感发生的特定区域进行预测。

125 株高致病性 H5N1 病毒进行了序列测定，根据

Nakapan 等

[13]

利用泰国清迈省 2001—2008 年高致

序列的遗传差异进行分群，并赋予每株病毒地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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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心。以人口密度、水系分布、养殖密度等 17

4

结语

个环境参数作为变量，研究这些因素对禽流感基因

以 GIS 为代表的地理信息技术在军事、交通、

组遗传变异的影响。通过非参数多重排列和回归分

工程建筑等领域已广泛应用。在医学领域，尤其

析，证明越南的环境、社会、生态等均与病毒的变

是公共卫生方面，由于 GIS 能够实现对病例的定

异有关，特别是多物种共存的生态结构、数量众多

位、追踪，分析疾病传播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测预

[18]

分析了 2003 年 11

警，因此已成为重大疫情应急响应的必备工具，

月—2006 年 12 月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的地理环境

在 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疫情紧急防控

因素和生物信息学因素，发现虽然中国的华南地区

工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禽流感的防控工作中，

可能是流感病毒的储存库，但是东西伯利亚可能是

GIS 不仅可以实现对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快速

H5N1 亚型流感病毒流行的主要来源。不同地区候

定位，缓冲区的划定，天然屏障的分析等，还可将

鸟的集中，增加了病毒基因变异的可能。空间分析

疫情的发生与易感动物的调运、养殖密度、气候环

表明，对 H5N1 亚型禽流感的监测应重点关注东西

境因素等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分析疫情发生的可

的潜在宿主等因素。Liang 等

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我国华南地区，并关注候鸟
的迁徙。Dalby 等

[19]

对 1966—2012 年的 Genbank

中 H9N2 病毒 HA 基因序列、病毒宿主和地理分
布等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表明中国和中东地区
H9N2 病毒 HA 基因存在两个不同的进化谱系，
但是两个谱系的病毒有不同的进化起源。目前主
要流行的各亚群 H9N2 病毒均起源于我国的华南

能原因，实现预测预警。全球的气候、环境因素在
不断发生变化，我国的家禽养殖分布和结构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不同地区禽流感发生的风险因素和风
险水平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因此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机构和相关科研院所应定期利用 GIS 工具对相关
风险进行评估，对禽流感的发生进行预测和预警，
为重大疫情的发生做好应急准备。

地区。

参考文献：

3

[1]

兽医决策辅助应用研究

WEBSTER R G，BEAN W J，GORMAN O T，et al.

FAO 在 EMPRES-i 系统内，结合流感发生的

Evolution and ecology of inﬂuenza A viruses[J]. Current

流行病学数据、病毒基因组特征数据和地理环境数

topics microbiology immunology，1992，56（1）：

据建立模型，用来对病毒的出现和扩散的风险因素
进行分析，对特定毒株的来源进行追溯，对特定基
因型的毒株地理分布进行描述，进而将获得的信息

359-375.
[2]

甘孟侯 . 禽流感 [M]. 5 版 .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5.

[3]

ZHU X，YU W，MCBRIDE R，et al. Hemagglutinin

用于科学研究、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和风险决策。

homologue from H17N10 bat influenza virus exhibits

Ward 等 [20] 利用 GIS 对罗马尼亚某县的禽流感监测

divergent receptor-binding and pH-dependent fusion

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并利用 GIS 的 Kriging 工具对

activiti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采样情况和实际的监测阳性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处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3，110（4）：

理。通过比较发现，采集样本较多的区域与病毒阳

1458-1463.

性率较高的区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说明该地区禽

[4]

avian influenza A（H5N1）infection，November 2003-

流感的采样方案代表性不高，存在较大的改进余地。

May 2008[J]. Releve epidemiologique hebdomadaire，

利用 GIS 和历史监测数据可以对禽流感的监测方
案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对监测方案和系统进
行改进。

64

ENGLISH A I. Update：WHO-conﬁrmed human cases of

2008，83（46）：415-420.
[5]

WHO. Inﬂuenza at the human-animal interface summary
and assessment，13 February to 9 April 2019[EB/OL].

2019 年第 36 卷第 10 期

[6]

[7]

[8]

[9]

[2019-04-09]. https://www.who.int/influenza/human_

[13] NAKAPAN S，TRIPATHI N K，TIPDECHO T，

animal_interface/Influenza_Summary_IRA_HA_

et al. Spatial diffusion of influenza outbreak-related

interface_09_04_2019.pdfua=1.

climate factors in Chiang Mai Province，Thailand[J].

ZHANG Y，YIN Y，BI Y，et al. Molecular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antigenic characterization of H9N2 avian inﬂuenza virus

health，2012，9（11）：3824-3842.

isolates from chicken flocks between 1998 and 2007 in

[14] AHMED S S U，ERSBØLL A K，BISWAS P K，

China[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2012，156（3/4）：

et al. Spatio-temporal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highly

285-293.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5N1）outbreaks in

FANG L Q，LI X L，LIU K，ET AL. Mapping spread

Bangladesh[J]. Plos one，2011，6（9）：e24324.

and risk of avian influenza A（H7N9）in China[J].

[15] HERRICK K A，HUETTMANN F，LINDGREN M A.

Scientiﬁc reports，2013（3）：2722.

A global model of avian influenza prediction in wild

DONG W，YANG K，XU Q L，et al. A predictive risk

birds：the importance of northern regions[J]. Veterinary

model for a（H7N9）human infections based on spatial-

research，2013，44（1）：42.

temporal autocorrelation and risk factors：China，2013-

[16] FULLER T L，SAATCHI S S，CURD E E，et al.

2014[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Mapping the risk of avian influenza in wild birds in the

and public health，2015，12（12）：15204-15221.

US[J]. BMC infectious diseases，2010，10（1）：187.

GUO J，XUE Y，ZHONG S，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f avian
inﬂuenza A infection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gis techniques[C]//
ALEXANDROV V N，VAN ALBADA G D，SLOOT
P M A. Computational Science-ICCS 2006. UK：
Springer，2006：9-12.

[10] ZHONG S，LAN G，ZHU H，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GIS and RS for epidemics：a case study of the spread
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in China in 20042005[J]. Proceedings. of SPIE，2008（7285）：e728545.
[11] PROSSER D J，HUNGERFORD L L，ERWIN R M，
et al. Mapping avian influenza transmission risk at the
interface of domestic poultry and wild birds[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2013（1）：28.
[12] PAUL M C，GOUTARD F L，ROULLEAU F，et a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a spatial multicriteria model
for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ﬂuenza H5N1 in Thailand，
and application in Cambodia[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6）：31096.

[17] CARREL M A，EMCH M，NGUYEN T，et al.
Population-environment drivers of H5N1 avian inﬂuenza
molecular change in Vietnam[J]. Health & place，2012，
18（5）：1122-1131.
[18] LIANG L，XU B，CHEN Y，et al. Combining spatialtemporal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approaches for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n global H5N1 transmission[J].
Plos one，2010，5（10）：e13575.
[19] DALBY A R，IQBAL M. A global phylogenetic analysi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host species and geography
dependent features present in the evolution of avian H9N2
inﬂuenza hemagglutinin[J]. PeerJ，2014，2：e655.
[20] WARD M P.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based avian
influenza surveillance systems for village poultry in
Romania[J]. Veterinaria italiana，2007，43（3）：
483-489.

（责任编辑：侯文婷）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