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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 shiny 的法定传染病可视化分析系统的设计和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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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设计 1 种基于 R shiny 的可视化分析系统，并利用它分析 2004—2017 年法定传染病的流行情况，从而为防控

部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 R shiny 以及多种 R 包，基于人群、时间、空间、时空交互 4 个角度进行可视化描述并搭建可视化
系统。结果：本系统绘制了 2004—2017 年的 39 种法定传染病的时间空间分布地图，以及疾病聚类、年龄分层热图；同时还对各

种法定传染病进行了疾病的时间序列分析、空间自回归分析等。结论：与其他类似系统比较，设计的 R shiny 可视化统计分析
系统操作简便，
分析方法多样，提供了预测模型，有利于帮助描述传染病的流行特点，
便于公共卫生人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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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a visual analysis system for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based on R sh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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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A visual analysis system based on R Shiny wa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from 2004 to 2017，providing referenc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thods：Using R shiny and a variety of R

packages，distribution was described and the visualized system was built based on four perspectives：population，time，space，and
spatial⁃temporal interaction. Results：This system depicted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maps of 39 notifiable diseases from 2004 to
2017，as well as disease clustering and age stratified heat maps. Meanwhile，it also performed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regression analysis on various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Conclusion：The R shiny visual analysis system has many advantages
including simple operation and diverse analysis methods compared to other similar systems. And it is helpful to describe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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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对人类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而基本卫生设施的完善，生活水平的
提高以及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又促使总发病率和病
死率稳步下降［1］。在中国，1970—2007 年，连续报告
的 18 种 传 染 病 的 年 发 病 率 不 断 下 降 ，从 每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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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 000 多例下降到每 10 万人少于 250 例［2］。
目前国内针对法定传染病的时空分析较为成
熟，如张淼等［3］利用空间自回归对甲乙类传染病进
行空间聚集性分析，王志心等［4］利用机器学习的方
法对各省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预测。在
可视化方面，金思辰等［5］基于传染病时空数据进行
聚类分析，并设计可视化系统，但编程较为专业。
高效清晰的数据可视化可以让研究人员更容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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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客观情况并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方法。用图形表
现复杂的数据，比传统的统计分析法更加形象且具
有启发性。因此，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可以借助传染
病数据的可视化图表更好地寻找数据规律、分析推
理、预测未来趋势。
Shiny 是其开发团队针对 R 语言开发的网页应
用开发框架，可允许用户使用纯 R 语言开发界面简
洁、功能强大可发布的网页应用。通过建立交互式
图表和应用程序的 Web 框架，实现网页应用与数据
处理的无缝衔接，可将分析结果转化为交互式 Web
视觉效果［6］。因此本研究利用它设计了一款集数据
分析与可视化为一体的分析系统——中国法定传
染病可视化分析系统。
了解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和
控制，对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
过收集整理 2004—2017 年法定传染病的病例数、死
亡情况、发病率、病死率和年龄分布数据，旨在分析
中国 39 种法定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包括时间和空间
趋势，
为政府制定最佳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1.1

资料和方法
资料
数据资料来自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
总体概述

表格制作

中国法定传染病
可视化分析系统

平台（http：//www.ncmi.cn/），收集 2004—2017 年应呈
报的甲、乙、丙 3 类共 39 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
数、死亡数、发病率、病死率和年龄分布数据。其中
甲类 2 种、
乙类 26 种、
丙类 11 种。甲类传染病和乙类
传染病中的肺炭疽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在诊断后2 h内应在
线报告，
其余乙类和丙类传染病应在24 h内报告［7］。
1.2 方法
该 系 统 由 软 件 RStudio 在 R 语 言 环 境 下（R ⁃
3.5.2）编程完成。通过安装多种功能的 R 包（shiny、
ggplot2、maps、pheatmap、gplots、plyr、dplyr、spdep、
inla 等），可实现多种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功能。假设
检验的水准α=0.05，为双侧检验。
Shiny 是用于 R 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可用于构
建交互式 Web 应用程序。 创建应用程序需要两个
R 脚本：一个名为 ui.R 的用户界面脚本和一个服务
器脚本 server.R。用户界面脚本控制应用程序的布
局和外观。服务器脚本包含 R 对象以及如何显示它
们的有关说明。该应用程序使用一种称为反应性
的功能来支持交互性。这样，用户对文本、日期及
其他输入内容进行修改后，相应的 R 对象将得到自
动更改。
本研究设计的可视化系统框架详见图 1 所示。
系统简介
发病率分布情况
发病率⁃年份动态图
年龄数据
月份数据
年龄分层数据
地区数据
传染途径分类
年龄分层
人群
疾病种类
时间序列分析（ARIMA）
指数平滑模型
趋势分析（卡方）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
重心迁移技术
贝叶斯时空模型
时空交互
时空扫描统计量
时间

统计分析

图形绘制

柱形图
饼图
雷达图
折线图
滑珠图
热图
旋转热图
百分比堆积图
盒图
地图热力图

图 1 可视化系统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visualiz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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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系统的主界面如图 2 所示，包括 4 个功能模块：
总体概述、表格制作、统计分析和图形绘制，其中图
形绘制的可视化功能为平台的特色与主要功能。
本系统通过读取指定的传染病数据信息，对数据信
息进行综合处理，通过数据汇总和分析，可以对多
年的传染病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与可视化呈现。

2016 年中国地区法定报告传染病汇总表

The summary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hina in 2016

省份*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重庆市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省
山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Figure 2

2.1

2020 年 3
2021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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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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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可视化系统主界面

The main interface of the visual system

总体概述模块
总体概述模块中主要包括系统简介，介绍了可
视化系统设计的背景，这是一款兼具数据分析与可
视化功能的系统。同时在该模块中还以动态式和
交互式地图的形式展现了 2016 年中国地区（除港、
澳、台）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分布情况，表 1 展
示了具体的发病情况。
2.2 表格制作模块
表格制作模块分为年龄数据、月份数据、年龄
分层数据、地区数据、按传染途径分类数据 5 个部
分。如按年龄分层数据（图 3），通过读入指定数据，
可以对各层数据进行标化从而得到热图的目标数
据集。其他数据类型类似，不赘述。
2.3 统计分析模块
在统计分析模块中，可以对发病情况进行人
群、时间、空间和时空交互这 4 个层面的分析。
人群分析，分为年龄分层分析和疾病种类分
析。图 4 展示疾病年龄聚类分析的结果，如手足口
病、腮腺炎在儿童中的发病要高于成人；而乙肝、淋
病成人发病较多。同时能够找出发病年龄结构类
似的疾病，如淋病和艾滋病的发病年龄结构类似，
同样高发于成人。另外，对地区的传染病数据进行
聚类分析，
也可找出发病结构类似的省份。

发病数 死亡数

江苏省
浙江省
湖南省
江西省
湖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福建省
广东省
海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死亡率

（例） （例） （例/10 万）（例/10 万）
121 948 0 181

0 566.78

0.84

070 465 0 052

0 464.56

0.34

116 147 0 144
192 581 0 803
084 132 0 261
058 855 0 168
138 121 0 250
085 327 0 083
283 836 0 213
133 709 0 161
318 664 0 323
411 785 1 476
164 792 0 202
088 042 0 127
030 527 0 027
032 937 00 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3 687 1 010
安徽省

发病率

384 948 0 427
275 064 0 381
419 101 0 393
409 621 0 999
200 654 0 506
335 175 0 502
286 631 2 258
149 663 0 783
226 230 0 181
943 422 1 105
070 818 0 084
514 808 2 947
204 245 2 044
011 868 00 15

0 478.82
0 643.78
0 219.14
0 213.83
0 314.55
0 340.65
0 384.41
0 366.53
0 325.52
0 436.40
0 436.52
0 339.83
0 461.45
0 564.55
0 755.66
0 632.84
0 345.56
0 760.90
0 608.00
0 441.76
0 576.30
0 352.12
0 426.63
0 594.40
0 879.73
0 783.84
1 082.89
0 433.28
0 373.74

*：
此系统暂未收集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数据。

0.59
2.68
0.68
0.61
0.57
0.33
0.29
0.44
0.33
1.56
0.54
0.49
0.41
0.96
4.39
0.70
0.48
0.71
1.48
1.11
0.86
2.77
2.23
0.48
1.03
0.93
6.20
4.34
0.47

时间层面的分析，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 ARIMA
模型 、指数平滑模型预测未来的发病变化情况，
并给出 95%可信区间，预测未来年份的传染病发病
变化情况。卡方趋势分析，则以统计表格的形式判
断 39 种传染病发病率的升降情况。
空间层面的分析，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重
心迁移技术。空间自相关是检验空间单元属性聚
集程度的一种有效方法，可以用来探索传染病的空
间聚集性以及发病率的中心改变情况。空间自相
关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大类，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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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年龄分层数据

Figure 3 Age stratified data

type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图4

丝虫病
季节性流感
伤寒和副伤寒
风疹
手足口病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流脑
流行性腮腺炎
猩红热
黑热病
麻疹
禽流感 H5N1 型病毒
百日咳
甲型 H1N1 流感
鼠疫
斑疹伤寒
炭疽
骨髓灰质炎
白喉
新生儿破伤风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淋病
艾滋病
乙型肝炎
霍乱
梅毒
疟疾
登革热
甲型肝炎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其他腹泻性疾病
包虫病
麻风病
血吸虫病
钩端螺旋体病
流行性出血热
布鲁氏菌病
肺结核
戊型肝炎
丙型肝炎
脑炎
狂犬病
未分型肝炎

1 type
zoonotic
0.8
vector.borne
respiratory
0.6
intestinal
sexual.blood.borne
0.4
other
0.2
0

年龄分层热图

Figure 4 The heatmap of age stratified data

Moran’s I 指数法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方法［10］。通
过 将 Global Moran’s I 指 数 的 观 测 值 与 其 期 望 值
E（I）进行比较，可以判定其空间相关性，但是仍然
要严格检验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否具备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水平。可通过 Z 统计量来进行检验。根据正
态分布检验，在显著性水平α下，当 P < α，表明区域
之间的属性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当 P>α，
表明区域之间的属性分布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
关系［11-12］。对 2004 年 39 种传染病的空间分布进行

分析，利用 P 值来判断聚集性是否明显，这里 P=
0.267 7 表明聚集性并不明显（图 5）。
时空交互分析，使用贝叶斯时空模型和时空扫
描统计量的方法。贝叶斯时空模型是根据贝叶斯
统计原理对具有时空属性的数据资料进行建模。
模型中所有未知参数均作为随机变量，利用先验分
布对风险估算时可借用邻近时空信息较好地解决
复杂时空结构中的异质性问题，充分考虑传染病的
时空属性［13］。相对于直接利用各省发病率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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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0.2
0.1
0.0

-0.1

乙型 H1N1
乙肝
H7N9
脑炎
血吸虫病
艾滋白喉
猩红热
新生儿破伤风
百日咳
戊肝
斑疹伤寒
未分化型肝炎
包虫病
炭疽
丙肝

图片如下：

-0.2

2016
2014

-0.3

2012

1

2

3

4

5

2010

6

丝虫病

2008

lags
Moran I statistic standard deviate=0.619 68，
P=0.267 7

2006
2004

出血热

手足口病

登革热

图 5 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ure 5

传染病的相对风险，贝叶斯时空模型可以分析区域
间的相邻关系，使得估计结果不易受样本量与极端
值的影响［14］，除此之外，相较于空间层面仅能对 1 年
情况分析的方法，贝叶斯时空模型将时间变量纳入
分析。
2.4 图形绘制模块
在图形绘制模块，以折线图、极图、盒图、地图
热力图等多种静态和交互式图片的形式将数据可
视化，
这也是平台的特色之一。
极图用颜色深浅显示了 39 种传染病历年的发
病变化情况（图 6）。如流感扇区，从内向外显示了
2004—2017 年流感的发病变化。每种传染病每年
的发病率，做成极图形式，可以直观看出哪些年份
传染病盛行，哪些传染病倾向于同时发生。
根据各省份的发病率画出盒图（图 7），显示了

图7

伤寒

丁肝

肋腺炎

非典
肺结核

其他感染性腹泻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Figure 7

布鲁氏菌病

鼠疫

1.00
0.75
0.50
0.25
0.00

风疹
疟疾
钩端螺旋体病
梅毒
麻疹
骨髓灰质炎
麻风
黑热病
流脑
流感淋病 狂犬病 甲肝霍乱
结膜炎
痢疾

以极图的形式展示多种传染病每年的发病率

图 6 极图
Figure 6

Pole diagram

各省份发病率随年份增长的分布情况。地图热图
栏可通过导入各省的数据，绘制发病率、死亡率、病
死率的地理空间趋势。该系统还可以绘制柱形图、
条形图以及雷达图等交互式图形。
3

讨 论

目前，国内研究人员较少对传染病开展综合的
时空可视化分析，更多集中在某种传染病的时间层
次或者空间层次的分析［15-16］。本研究的中国法定传

各年发病率的盒图

Box plot of incidence rates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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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是一款数据分析与可视
化系统，特色在于有较完善的统计学分析，又提供
了数据的自动制表与可视化结果的输出，更对时空
数据进行动态化与交互式展示。该应用程序易于
使用，使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无需复杂的统计或编程
技能即可执行复杂的监视分析。它不仅可以作为
空间和时空疾病数据的探索性工具，交互式地显示
地图、时间序列和各种表格，还可以通过使用 R 包
INLA 拟合贝叶斯模型来获得疾病风险估计及其不
确定性［17］。另外，对新数据亦可进行处理，并实时
给出相关结果。
基于网络的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自 2004 年投
入运行以来，对传染病的及时发现和控制产生了很
大影响。减少疾病，可为整个社会财政和人民健康
带来很多好处。之前国内也有一些关于传染病研
究的报道，但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整合了中国地
区（除港、澳、台）14 年来 39 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全
部数据集。可以及时了解最新法定报告传染病及
呈报个案数目的状况，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法规和
计划管理信息。
当然，面对许多技术问题，本研究也尝试利用
多种方法去解决。如为确保图像的实用性与可适
用性，同时更好地呈现传染病数据的时空趋势与人
群分布特征，本研究查阅大量相关文献，以寻找广
泛使用的图形，并且据此设计几种特色图形，如年
龄分层聚类图。同时不断调整相关绘图参数，达到
美观大方的效果。
拓展动态式与交互式可视化是难点。可视化
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动态式可视化
可以将时间线更具体地展现出来，设计成员采取层
层叠加的方式，选取固定的过渡方式，最终形成动
态图的格式。
了解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和
控制，对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描述
疾病在人群、时间、空间上的分布特点，需要通过专
业的统计学手段进行验证，也需要通过可视化的手
段直观展现疾病分布特点。于是，本研究制作了折
线图、年龄分层热图、滑珠图、地区分布热图等来描
述 2004—2017 年的传染病分布特点。
本研究的设计分析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相对
于分析某一种具体的传染病，宏观分析较粗糙，没
有考虑经济因素、气候因素（温度、湿度、风速、颗粒
物 PM2.5）等）［18］。因此，在未来的版本中，将为疾病
映射、群集检测以及自定义数据可视化提供更多选

项，从而增加其灵活性。扩展应用程序可以执行的
分析类型，以便用户可以在更广泛的模型中进行选
择，合并协变量，包括不同类型的时空随机效应，以
及在不同形状的聚类中进行选择；另一个扩展是分
析点数据的统计方法和可视化。梁祁等［19］利用移
动百分位数法、控制图法对 2009—2011 年江苏省传
染病进行预警，但缺乏预测模型，而本研究系统可
以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对相关疫情进行预测。
综上所述，相比其他类似系统，设计的 R shiny
可视化统计分析系统操作简便，分析方法多样，提
供了时间、空间的预测模型，有利于描述传染病的
流行特点，便于公共卫生人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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