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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的关键是速度，时间、数据、信息和资源是决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

素。结合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基于“让

数据多跑路，靠信息精准服务，电磁波跑赢病毒”的思路，将垂直体系和水平体系相结合，提出了完善中国数

字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科技策略建议，主要包括：（1）完善标准统一的数字化疫情信息采集体系，

动态感知民情；（2）建设统一时空基准的公共卫生大数据中心，实现跨区域、跨行业数据的汇聚、融合与共享；

（3）强化疫情监测、预测与风险研判的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管控精准度和筛查效率；（4）发展情势推演与优化

调控计算技术，服务科学调度与应急指挥；（5）完善运行体制机制，保障常态化、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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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期间，构建数字化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有利于减缓疫情以及提供科学

决策。在信息化时代，数据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数

字化给公共管理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在COVID-19
疫情的发展初期，因互联网所具有的互联互通的

技术特征，“互联网+”成为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应

对疫情的技术突破口［1］。各级政府也迅速搭建数

字化治理平台，助力科学防控、精准施控［2］。在大

数据时代，数据不再主要来自政府，而是可以从

更加多元化的企业中收集［3］。以数据为基础的信

息指令的准确表达、相关组织机构的高度配合、

人员安排的及时响应、构建科学公共卫生体系、

协同治理工程等系列信息服务于社会的科学问

题亟待解决。这次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的一次全面检查，对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支

撑能力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

随着 COVID-19疫情日益严峻，科学防疫刻

不容缓，国内外专家学者都高度关注，文献［4］在北

京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疾控中，利用连接技术空间统

计方法，推估了疫情空间扩散过程，用以提供精

准决策；文献［5］采用前瞻性时空扫描统计方法

快速检测了美国 COVID-19疫情活跃范围，有效

地提供了公共卫生服务决策；文献［6］提出改进

禁忌搜索算法，提高了地区企业复工复产规划问

题的求解效率，在社会受疫情冲击后，最大化减

少 了 疫 情 的 不 利 影 响 ，保 证 了 公 共 服 务 有 序

运作。

本文结合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

控组大数据分析专题组的实际工作体会，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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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

深入思考与总结，并由此提出了加强中国数字化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科技策略建议。

1 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

应对重大传染性疫情的关键是速度，随着响

应时间的增加，感染人数可能呈指数级增长。因

此，耽搁时间越长，后患问题就越大，时间、数据、

信息和资源是决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本文结合中国应对 COVID-19疫情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从数字化科技支撑角度，认为在疫情

前期、中期、后期 3个阶段，存在如下问题需要在

后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重点考虑和

解决：（1）构建网络化、扁平化、透明化、精准化，

对分布式的新发病毒、可疑感染、潜在疫情信息

进行上报、汇总和综合研判的系统。（2）完善平战

结合的全生命周期、全域的健康管理系统，根据

区域人群结构，按照生长周期、病种进行分类，分

属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治疗。应急状态下，根据医

院服务能力（床位、医生、护士等）、服务范围、潜

在的患病数等，提前作出所需医疗物资、资源配

备的预警；日常做到底数清、责任明，筑牢防御工

事，做好长远准备，科学预测风险。（3）疫情发生

以后，应实现快速、精准追溯、定位传染源，划定

影响范围，快速制定管控措施，实现时空精准布

防，做到疫来有序、快速歼灭。（4）疫情当前，应更

加快速、公开、透明、科学地回答百姓普遍关切的

问题，例如周围密切接触者的情况、是否有潜在

传染风险、生活区域是否存在风险、消毒防疫情

况、健康出行情况等。（5）实现政府应急管理事项

的全覆盖、应急管理过程的全记录、应急管理工

作的可追溯、应急管理问题责任的可追究，以及

对应急管理的可监管。（6）更好地对疫情区域进

行空间精准化管理，快速划定电子安全围栏、电

子安全警戒线，开展数字化、信息化流行病学调

查，实现病例发生及其影响范围的全数据化、全

流程的管理和回溯，保障安心复工、复产、复学。

中国是一个有着 14亿多人口的大国，面向

2035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目标，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7］，需要将建

设现代化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作为是

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机制完善，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 中国现代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面

临的挑战

中国积极应对 COVID-19疫情，快速分离出

COVID-19病毒，开展基因组测序并与国际同行

共享，采取严格的群防群控政策，为世界其他国

家探索了经验，赢得了预防和应对时间。此次

COVID-19疫情应急防控中，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空天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得到高度

重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人民政府及时成

立了国务院应对 COVID-19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其中疫情防控组专门设立了大数据分析工作

专题组，科研攻关组成立了信息化专班，来开展

大数据分析与信息化支撑工作。综合应用了国

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铁路总公司

和民航总局等多家部委提供的全国确诊、疑似病

例、密切接触者、外来流入人口、地理空间数据、

人口数据、遥感监测等数据，开展病毒溯源、传播

链分析、疫情预测与监测和风险评估等综合性研

判 工 作 。 在 疫 情 风 险 监 测 与 预 警 方 面 ，截 至

2020-03-02，密切接触者测量仪累计查询已达 2.2
亿次，自我发现的 COVID-19患者密切接触者超

过 16万人；在病毒溯源、疫情监测方面，无人机遥

感、航天遥感等多星协同与立体监测技术体系从

多角度、多尺度、多时相等维度对疫情态势及影

响进行观测，形成了全国覆盖、重点城市（群）等

系列的解译信息产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疫情风险评估方面，每日更新风

险人群数据，动态评估全国 2 846个县域风险等

级，并对湖北、北京、福建、河南、湖南、黑龙江、山

东等重点省市提供了风险研判报告；另外，在重

点区域精准管控、疫情传播的时空规律分析、医

治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基于手机信令的疫情风

险预测［8］等方面，数字化技术也发挥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

尽管如此，此次 COVID-19疫情防控中依然

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需要从系统化的角度去总

结、分析、完善和提升，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才

能为将来类似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有力保障。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获取、共享和治理能力有待大幅提

升。数字化技术能助力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使决策

方式由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由事后诸葛转向

事前预警［7］，然而数据的获取能力、共享程度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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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会直接影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水平和决

策的科学性。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手动填表、

重复填表、数据误报瞒报等现象，充分暴露了基

层数据采集与获取中存在的地区差异和不足，导

致了拉网式排查时效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延误

了疫情防控的进展。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防控是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工程，需要

多类、多部门、多行业数据的综合分析与研判，才

能做出最科学的决策。然而，这次疫情应对中依

然存在数据共享难、“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的

现象，造成了工作重复、结果片面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应急防控的效率和科学定策。层层上报的

数据质量和标准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包括数据

陈旧、数据项不完整、数据错误、数据不一致、数

据时空基准不统一等，产生了大量的缺陷数据甚

至垃圾数据，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应急管理体系效

率的下降，甚至可能因为垃圾数据导致一些错误

言论和决策，延误最佳的应急响应时机。在大数

据时代，数据是基础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

只有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在数据上下功夫，才能够

把数据的海洋变成聚宝盆。

2）多种技术手段和软件系统需要加强联通、

融合，形成综合集成体系。。中国 2003年 SARS疫

情以后，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程度大幅提高，构建

了多个网络化业务系统，在这次 COVID-19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的应用系统依

然存在技术封闭、系统孤立等不足。COVID-19
疫情发生后，大批的客户端信息采集、疫情监测、

应急防控等软件系统涌现出来，同样存在数据接

口封闭、功能同质化重复、操作简单粗略、系统鲁

棒性差等问题。比较典型的应用弊端包括多处

扫码、码码不通，多系统填报、基层用户任务繁

重，多口径、多系统的风险评估和疫情预测不一

致导致权威性难辨等等。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

计，对技术和软件系统进行综合集成，采取从上

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路线，采取人机结合，

人网结合，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形成

一体化集成系统。

3）信息产品、应急预案需要标准化、归一化

和动态更新。为了满足疫情应急条件下的快速

反应，需要制作标准化的信息产品和应急预案。

只有信息产品和应急预案规范化、标准化，才能

够提高使用效率，加强综合应用效果。对外发布

需要通过统一的政府渠道，保证行动的一致性。

另外，基础信息产品需要定期更新，保证应急应

用的现势性和科学性。

4）精准服务对象需要下沉至每个基层单元

和个体。在重大疫情应急处理过程中，会涉及到

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阶层，只有服务对象一直

下沉至基层单元和个体，才能真正做到拉网式排

查的精准、精确、精细。传统的应急管理体系缺

乏高科技应用、精细化管理，无法实现此目标。

从地球空间信息学角度，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在地

理信息系统、北斗卫星导航、室内外导航定位等

领域取得的成果，建成常态化、精细化的基于时

空位置大数据的疫情防控系统［9-10］。

3 中国加强数字化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的思路

3.1 从时空维度阻断病毒传播、控制疫情扩散

病毒传播、疫情扩散，本质上是一个时空过

程演变问题。目前，全球信息化与工业化快速发

展，涵盖了无线通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导航定位、空天遥感

等的数字化技术体系，为快速定位病毒源、切断

传播路径、精准管控疫情发生区域、提前预警防

护等提供了支撑条件。时间上，无线通信技术、

高性能大数据分析与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已

经极大缩短了人们获取所需信息的延迟；空间

上，天基空间信息网络实现了对全球表面分米级

空间分辨率、小时级时间分辨率的数据采集和米

级精度的导航定位服务，在时空大数据、云计算

和天基信息服务智能终端支持下，通过天地通信

网络全球无缝的互联互通，可以实时地为国民经

济各部门、各行业和广大手机用户提供定位、导

航、授时、遥感、通信服务［11］。由此可见，数字化

技术通过“让数据多跑路，靠信息精准服务，电磁

波跑赢病毒”，可以实现从时空维度阻断病毒传

播、控制疫情扩散的目标。

3.2 垂直体系和水平体系相结合的体系架构

中国数字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需

要涵盖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一盘棋模式的一

体化纵向垂直管理，也需要同时协调不同领域、

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融通，因此需要构建垂直体

系和水平体系相结合的体系架构。这就需要面

向区域综合应用、区域专题应用、公众应用等不

同应用环境和需求，构建多级政府部门垂直信息

交互和广域协同共享相耦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新模式，实现基于行业专网、互联网的多级信

息共享和纵向信息推送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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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体系方面，需要整合、联通国家、省、

市、县四级多类采集终端的数字化信息，获取硬

件网络，构建全空间覆盖、全过程记录、历史数据

可追溯、阻塞环节可追责的精准防控动态监测数

据动态汇聚系统，形成共享、共融、共通的一体化

大数据体系。在水平体系方面，建立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调度指挥平台，开展重大疫

情外来输入和内部扩散过程复盘模拟和未来情

势的动态情景推演，形成应急反应预案。推动公

共部门运用新技术，创新公共治理方式，优化公

共联动流程，提高公共服务效能，推动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

4 中国加强数字化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的建议

4.1 完善多级联动的疫情风险和防控信息精准

数字化采集系统

在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面前，第一时间获取

多源的数据，对于风险评价、疫情防控以及领导

决策支持具有重大意义。时间就是生命、滞后就

是风险，让“电磁波与病毒赛跑”，为风险应对提

供高效全面的数据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疫情风险源头和影响区域的数字化排查

与空间锁定。基于疫情基础数据库，通过系统定

制，构建并动态更新确诊、疑似、密接人群数据

库，对外来人口信息进行电子排查。基于风险源

数据，实现空间范围锁定（交通工具及线路、街

道、建筑物、商场等），通过缓冲区分析、空间聚

类，制定疫情风险防控的分区、分级的街区图。

2）全数字化采集下沉到医院、机场、车站、港

口等前沿防线。通过多种渠道，动态采集飞机航

站楼、火车站、公路卡口相关的人流健康信息，做

好外来输入型潜在风险源的历史备案、防控措施

和预案，根据疫情传播的时间窗口，动态调整风

险等级，更新潜在风险人口数据库。构建省 -市 -

县联动的全数字化精准信息采集系统。重点对

医院、车站、商场、公共交通、办公大楼等公共空

间设定数据采集系统，制定联控措施。医院对病

患人员实施全数字化流行病学调查，避免信息瞒

报、漏报、误报。政府通过风险区域和等级宏观

引导人流、车流时间段和范围。

4.2 建设统一时空基准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大

数据中心

在应急条件下，精准的数据是科学防控的重

要依据。中国急需建设统一时空基准的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大数据中心，实现跨区域、跨行业数

据的汇聚、融合与共享，重要数据内容包括传染

病专题数据、基础地理数据、医疗设施数据、应急

救助数据、交通及流量数据、公共安全治理数据、

居住区房屋的实有人口数据、病例动态数据及其

完备的轨迹信息等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数字化疫情数据集采集标准，促进数

据共享、共通。联合医疗救治、应急防控、疫情监

测分析、病毒溯源、资源调配等方面的专家，共同

制定数字化疫情数据集采集标准，便于大数据综

合分析和数据质量检核、数据清洗和信息提取，

进而实现社会调查统计网、交通网、快递网、高速

网、视频监控网、通信网、互联网、卫星网等多源

数据的一体化融通和共享。

2）完善数据脱敏与保密的机制和法律，实现

数据共建、共享。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或安全事

件一级响应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安

全，确定具有保密资质的国家公共安全信息维护

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获得过滤个人私人信息以外

的时空活动信息，将所有相关数据尽快脱敏，以

提供分析服务。在使用机制方面，病例数据库在

系统后台运行，公众只能查看自身及其周边的情

况，不必获取病例的数据资料，从而进一步保障

数据安全问题。

4.3 加强高精度、智能化疫情监测、预测与风险

研判技术研究

精准防控监测数据的动态汇聚，能够为构建

共享、共融、共通的一体化大数据体系和科学定

策、精准施策提供保障。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等高新技术，加强高精度、智能化疫情监测、

预测与风险研判技术研究，提高管控精准度和筛

查效率。

在市、县、社区等多级区域开展安全风险评

估与监测。通过时间和空间信息的融入，基于

不同区域传播风险的差异、不同阶段传播风险

特征，精确评估、刻画区域疫情的时空相对风险

格局及变化规律。根据本单位的人员结构、当

前疫情和过去一段时间内进出人员的活动轨

迹，对单位进行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对实体单位相应人员的行动进行合

理管控，避免感染风险；及时全面掌握确诊和疑

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辅助疾控机构开展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并启动

相应的防控程序，尽力将疫情聚集性暴发的影

响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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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发展情势推演与优化调控技术，服务科学协

同调度与应急指挥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健

全疫情预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疫

情后期，社会陆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活

动之后，当出现新增病例时，需要平战结合，发

展情势推演与优化调控技术，服务科学的协同

调度与应急指挥，做到传染规模可控、危害程度

最小。

结合传染病学原理、地理学知识和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已发生疫情的时空扩散过程进行分

析，掌握病例个案和聚集性病例发展趋势和传播

规律。进而在高校、大型商业中心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突发疫情防控的模拟演练，指导制订详细

的应急处置方案，提高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的能

力。当疫情发生时，能够快速追踪潜在风险人

群、可能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规模，为采取精准、果

断的防控措施提供支持，满足疫情预警的决策

需求。

通过使用高精度定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手段，充分利用用户手机精确位置信息、疫情数

据、通勤路线数据等大数据信息，通过智能感知

模型分析计算和推理，在海量数据中辨识出与确

诊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人员，便于政府部门管

理者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准确的密切接触者信

息，有效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

治疗，切实保障有序复工后不会出现疫情的二次

暴发。

4.5 完善运行体制机制，保障常态化、安全、稳定

运行

构建科学的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和应急

管理体制。根据事态发展的状况，开展统一防控

救治、人员指挥、资源调配等，支撑集中、统一、高

效的领导指挥，直接服务于指令清晰、系统有序、

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的应急管理，精准解决疫情

第一线问题。保障全国与地方疫情防控数据需

相互配合（内外联防联控），有效整合移动通信、

网络运营商数据和社交媒体等大数据内容，实现

数据交换与共享。实时分析区域间人口流动，特

别是主要高风险区的人口迁移状况，精准恢复病

例历史活动的时空轨迹，确定潜在感染区和感染

人群；以单位、社区、村镇为基本单元，推进疫情

扩散的精准空间管制，保障应急管理体系常态

化、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5 结 语

COVID-19发生以来，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系列有

效手段和严格防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为世

界其他国家赢得了预防时间、积累了宝贵经验。

同时也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存

在的不足，及时总结教训，补齐短板，对实现 2035
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意义重大。以数字化技术为主体支撑，加强中国

垂直体系和水平体系相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是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必然途径。中

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展现出巨大的

潜力，只要进一步深化顶层设计，打通数据共享、

共通脉络，贯通多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数据传输

渠道，做实做细基层服务网络，就一定能够早日

建成完善的数字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钢

铁长城”，为人民群众生命时时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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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eed is ke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For an efficient manage‐
ment, time, data,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i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and proposes an integration of verti‐
cal system and horizontal system, based on the idea of“ let data run more, rely on accurate information,
and outperform viruses with electromagnetic waves ”. Through all the analyses, we provid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China’s digit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
gies, and they include: (1)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data epidem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 to dynami‐
cally sense public sentiment; (2) building a public health big data center with a unified spatiotemporal bench‐
mark to achieve cross ‐ regional and cross ‐ industry data aggregation, fusion, and sharing; (3) strengthe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epidemic monitoring, forecasting, and risk research,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accuracy and screening efficiency; (4) developing situation deduction and optimizing regulatory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cientific dispatch and emergency command; (5) improving operating
system mechanisms to ensure normal,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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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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