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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间自相关的中国内陆
甲型犎１犖１流感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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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获得对中国大陆地区２００９年爆发的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的时空分布的认识，以中国省级甲流疫

情的逐月时空数据（时间序列为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其进行了分

析。结果发现，甲流传播的集聚性是由弱到强变化的，疫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随机分布、中期的扩

散以及后期的集中控制；广东、北京、浙江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但高高疫情相邻的省份不多；统计学上显著

的疫情爆发热点集中在中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地，聚集重心并未随着时间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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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自相关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
［１］，已被广

泛应用于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流行病学等领

域［２５］。在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中，空间自相关主

要用于人群疾病的时空分布规律分析、疾病的成

因分析等［６，７］，相关的研究见文献［８１１］。２００９

年爆发的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以下简称甲流）给公

共卫生领域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中国的疫情

始于２００９年５月份归国人员造成的输入性病例，

截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历时１１个月，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累计报告甲流确诊病例１２．７万余例，死亡

病例８００例
［１２］。可见，此次的甲流是非常严重的。

自甲流爆发以来，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在预防与控

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流行病学等领域对其展开

了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１３，１４］，但基于空间信

息，从疾病的流行、扩散的空间分布的分析还比较

少。因此，本文主要利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来

探讨中国内陆甲流疫情的时空分布规律。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选择的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３１个省

（市、自治区），所用数据包括甲流疫情数据和地理

信息基础数据。甲流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部（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以及各省卫生厅网站公

布的疫情数据，时间从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

月，经汇总整理，数据内容包括甲流的月新增确诊

人数、累计确诊人数以及累计死亡人数。其中累

计确诊人数分五级显示如插页Ⅳ彩图１所示。初

步发现，广东、北京和浙江的疫情较为严重。地理

信息基础数据来自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ｈｔ

ｔｐ：／／ｎｇｃｃ．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提供的全国１∶４００万

的省级行政区划数据。

从各省每月甲流确诊人数的时序变化图来看

（见插页Ⅳ彩图２），中国甲流的流行过程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０９年５～８月的低发期，由归

国人员造成的输入性病例，甲流报告病例相对较

少；９～１２月的失控期，甲流在中国大面积爆发，

确诊人数迅速增加，并在１１月达到甲流的最高

峰；２０１０年１～３月的集中控制期，确诊人数迅速

降低，呈现零星的发作状态，并且各个省甲流确诊

人数变化的趋势大致相同，这说明甲流的爆发在

时间上具有一致性。

１．２　方　法

本文主要采用空间自相关的统计方法，其目

的在于揭示中国大陆地区甲流疫情的省际空间分

布模式，探测空间聚集中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型和局域型两类［１５］。

前者描述的是某种地理现象的整体空间分布状

态，后者则用来探测局部空间聚集性或者分散性。

常用的统计量有 Ｍｏｒａｎ’ｓＩ、Ｇｅａｒｙ’ｓＣ、Ｇｅｔｉｓ’ｓ

Ｇ系数
［１６，１７］，本文选取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１８］、局部

ＬＩＳＡ
［１９］、Ｇｅｔｉｓ’ｓＧ

［２０］作为度量指标。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具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优势，本文将它引入到甲流的分析中，主要是检

验中国大陆３１个省域的甲流疫情是否存在空间

相关性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甲流疫情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性

利用空间分析软件ＧｅｏＤＡ（Ａｎｓｅｌｉｎ，２００４），

按照 Ｍｏｒａｎ’ｓＩ的计算公式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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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
狀

犻＝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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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犻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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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３１表示３１个省级区域，变量狓为甲流的月确

诊人数；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基于拓扑关系的一阶

邻接方式，即区域犻与犼相邻，狑犻犼记为１；不相邻，

则记为０。但研究区域内海南省作为一个岛屿，

在生成邻接矩阵时出现“孤岛”现象，因此本文借鉴

常用的处理方法，定义海南省与广东省相邻［２１］。

计算得到的中国各省甲流的月确诊人数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及其显著性检验值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中国甲流疫情的

犕狅狉犪狀’狊犐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ｒａｎ’ｓ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Ａ／Ｈ１Ｎ１

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０９ｔｏＭａｒ．２０１０

时间／年月 Ｍｏｒａｎ’ｓＩ 标准差 正态性（犣值）空间格局

２００９０５ ０．０６５４ ０．１００５ ０．９８１９ 随机

２００９０６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９６０ １．３０４１ 随机

２００９０７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９９８ ０．６９１４ 随机

２００９０８ ０．１３３２ ０．１０７７ １．５４６３ 随机

２００９０９ －０．０４６４ ０．１１４７ －０．６９４９ 随机

２００９１０ －０．１５６８ ０．０９４７ －２．００７４ 扩散

２００９１１ －０．０５７６ ０．１１４０ －０．７９７４ 随机

２００９１２ ０．３３６２ ０．１１３４ ２．６７１１ 聚集

２０１００１ ０．５０５４ ０．１２２５ ３．８５３９ 聚集

２０１００２ ０．４４６４ ０．１０１３ ４．０７７９ 聚集

２０１００３ ０．２６９３ ０．０９７６ ３．１０００ 聚集

累计确诊 ０．０８９９ ０．１１２７ １．０９３７ 随机

死亡 ０．１５８３ ０．１０６８ １．７９４０ 聚集

　　由表１可知，从２００９年５～１１月的７个月

中，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的绝对值未超过０．２，全局

空间自相关性并不强，且标准正态化后的犣值小

于正态分布函数在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９６），说明甲流月新增确诊人数的省际空间差

异并不明显，基本呈现出一种随机分布的模式。

但从１１月以后的４个月中情况有所变化，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均超过０．２，经检验，犣＞１．９６，表明

存在统计学意义，说明这段时间内的甲流疫情存

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呈现聚集的空间形态。此

外，累计确诊人数表现为随机分布，而累计死亡人

数则表现为聚集分布的态势。

纵观整个流行过程，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先减小后

增大，说明甲流传播的集聚性是由弱到强变化的，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２００９年５～８月）

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在０．１范围内波动，疫情表现为

随机分布；中期（２００９年９～１１月）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

值为负，但绝对值不大，疫情表现为高低错落分布

的扩散过程；后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为正且较大，疫情呈现高发省区

与低发省区各自连接的集聚形态，表现为集中控

制过程。早期除北京、广东外，确诊病例相对较

少，传播比较自由零散，表现出随机分布的格局也

是符合情理的，然而中期的扩散作用并不明显，可

能是由于该时间段内各地发病率均偏高，地区差

异不明显，导致不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疫情

在２０１０年１月达到最大的正相关，随后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有所减小，集聚性开始降低，说明疾病控制已

取得了初步成效，疫情趋于缓解。

２．２　甲流疫情的局部自相关特性

２．２．１　局部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分析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具有较好的局部自相关表现

功能，甲流确诊人数的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部分）如插

页Ⅳ彩图３所示，各图中直线的斜率为全局自相

关系数，每个散点的横坐标为各省标准化后的甲

流确诊人数，纵坐标为其横坐标的空间滞后（ｓｐａ

ｔｉａｌｌａｇ），即为与该省相邻区域的甲流确诊人数的

加权平均值。散点图的４个象限分别代表高高疫

情相邻（ＨＨ）、低高疫情相邻（ＬＨ）、低低疫情相

邻（ＬＬ）、高低疫情相邻（ＨＬ）。ＨＨ 和ＬＬ为正

相关，ＬＨ和 ＨＬ为负相关。

由插页Ⅳ彩图３可知，在９月份，３１个点（３１

个省市）较均匀地分布在４个象限中，但位于第三

象限（“低低”区域）的点相对多些，说明此时我国

甲流确诊人数的低值省份较多，并彼此连接。而

在１０月份，大部分的点集中在原点附近，且位于

靠近原点的第二象限（“低高”区域），说明该时间

段内疫情的爆发存在一些高值省份，但是却被低

４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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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省份所包围，并没有形成甲流爆发的热点地带。

在１１月份，各散点又均匀地分散在４个象限，说

明此时疫情在空间上表现为随机性和扩散性。而

在１２月份，位于第三象限的散点最多，较多的省

份回归到“低低”区域，说明此时甲流爆发人数有

减小的态势，并在空间上成片分布。纵观这４个

时间段，处于第一象限（“高高”区域）的省份都不

是很多，表明甲流疫情的高值省份对周围省区的

辐射作用不大，并没有导致大量“高高”集聚的成

片分布。另外，在每个散点图中，均有一个横坐标

值最大的极端异常点，该点对应的地区甲流确诊

人数最多，这４个省（市）依次为广东、北京、浙江、

江苏。

２．２．２　局部Ｇｅｔｉｓ’ｓＧ热点探测

Ｇｅｔｉｓ’ｓＧ热点探测分析的可视化结果如插

页Ⅳ彩图４所示。犣（犌犻
）＞１．９６表示显著的甲

流疫情爆发的热点区域（红色表示），１．６５～１．９６

表示较显著的热点区域（橙色表示），－１．６５～

１．６５表示空间集聚不显著的区域（黄色表示），－

１．９６～－１．６５表示较显著的冷点区域（灰色表

示），＜－１．９６（黄色表示）则表示显著的冷点区域

（蓝色表示）。

由插页Ⅳ彩图４可知，１０月份，中国大陆地

区没有形成甲流的省级聚集性区域；而在１１月

份，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六省形成

了一个甲流爆发的热点区域，广东为较显著的热

点区域，吉林则为较显著的冷点区域；到了１２月

份，甲流疫情的热点区域有所扩大，江苏、上海也

成为显著的热点区域，河南则成为较为显著的热

点区域，而吉林从冷点区域消失，进入不显著的省

份行列；然而在１月份，热点范围有所缩小，陕西

成为较显著的冷点区域而突显出来，说明甲流疫

情有趋于减缓的态势，且陕西的疫情与周围省份

相比，减缓比较快；２月份，热点区域向下转移，广

西、海南成为甲流爆发的热点；３月份，热点省份

只剩下３个，疫情趋于稳定。

纵观这６个时间段，甲流爆发的热点范围变

化较大的时间是１１月份，从１０月份没有聚集区

过渡到由６个省份组成的热点区域，随后的几个

月范围虽有所变化，但聚集重心始终保持在中东

部的福建、浙江、安徽等省，而没有造成大面积的

高值聚集，这与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得到的结论是一致

的。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月尺度上

对中国省级甲流疫情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但

是，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局限性，如就甲流数

据获取来说，在１１月之前，国家卫生部并没有按

月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甲流的确诊人数，是用各

省不定期的报告数据进行汇总的，因此可能存在

月统计数据的微小偏差。选取月为研究尺度，难

免会出现尺度的过大，尤其是对于像甲流人数大

幅增加的１１月份来说，以日为单位进行分析会更

适合。此外，本研究未考虑不同省区人口密度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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