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
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

为促进我国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开展和应用，培养公共
卫生与地理信息技术复合型人才，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简称
CPGIS）将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28 日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东川
路 500 号）资环楼举办第三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分为上机培训与讲座两部分，将邀请卫生、地理、环境等相关领域
10 多位海内外著名的华人学者、专家以中文授课和讲座的形式，就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
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和上机实习。
我们诚挚邀请医疗卫生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全国各高等院校医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和
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其他有志于“地理—健康”领域研究的人员（最好对 GIS
有基本的了解和兴趣，对 ArcGIS 软件有一定基础）加入！期待大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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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研究中的空间分析（讲座、上机实习）
施 迅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地理系教授

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空间统计方法的发展为健康领域中的空间分析提供了
强有力的工具，并由此发展出一门新兴而应用广泛的学科，空间流行病学。在环境健康研究中，空间分析可以有两个基本
应用。一个是绘制疾病分布图，一个是探测疾病与环境因子的空间联系。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对疾病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寻找疾病的高风险区，对致病因素提出假设。这两种应用所基于的分析方法，均涉及复杂的计算和统计过程，而对分析方
法的选择，则须要考虑诸多数据因素，如疾病在人群中分布的特点；疾病数据在空间、时间和属性上的详细程度；人口数
据在空间、时间和属性上的详细程度；环境因子数据在空间、时间和属性上的详细程度等等。本讲座将介绍运用现代地理
信息技术和空间统计方法进行疾病制图和探测疾病-环境空间联系的基本原理、方法、过程和须要注意的问题。

26 日下午
医疗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就医和就医效果的影响（讲座、上机实习）
王法辉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地理与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
实际研究一再证明，就医便捷度对病人就医和就医效果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而就医便捷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医疗
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和分布。本讲座以美国伊利诺伊州四种主要癌症（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直肠癌）的诊断为实例，
探讨导致晚期癌症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病人的个体属性（如年龄和种族）、所住社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病人就医的
方便程度（距诊所的远近、城乡差异等）
，并讨论相关的政策启示。

27 日上午
多层次回归分析在公共健康中的应用（讲座、上机实习）
屠 威 美国南佐治亚大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系教授
空间流行病学的数据大都具有的层次结构特性使得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无法正确和有效地估计不同层次的致病因素
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多层次回归分析通过计算在层次结构数据中每一层的残差来分析各层次因素对健康结果的影响以及不
同层次的致病因素的相互作用。本讲座为多层次回归分析方法的入门讲座。内容包括层次模型的基本概念，一个两层模型
的统计学定义，并通过一个应用实例（分析影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对于有利于烟草行业的相关议案的投票结果的因子）
来介绍在 R 软件环境中定义、拟合和检验一个简单的两层模型的基本步骤。

27 日下午
流行病的时空传播模拟：回顾与展望（讲座）
陈冬梅 加拿大皇后大学地理规划系终身教授、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实验室主任
在疾病的监测、干预和控制的研究和实践中,采用流行病学模型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本次讲座将介绍和回顾各种在
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同类型的传染病传播模型及其应用,包括数学模型、统计模型、重力模型、网络模型、元胞自动机模拟以
及基于 Agent 的建模等，同时讨论这些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疾病传播模型中数据的问题。

空间流行病学：方法与案例研究（讲座）
张志杰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教研室副教授
随着空间数据获取的便利，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开始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疾病的研究，而 GIS 技术也被广泛地应用。
然而 GIS 作为一个工具，仅仅是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应该被夸大功能。因此从流行病学家的角度来认真
思考和对待空间流行病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讲座将以案例为基础，重点讨论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思
路和技巧，让大家对空间流行病学这一学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正确的指引。

疾病监测数据的 GIS 应用（讲座）
戚晓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疾病监测是长期地、连续地收集、核对、分析疾病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资料，将信息及时传达给相关人员和机
构以便采取干预措施。我国的疾病监测工作始于五十年代，2004 年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以及慢病、死
亡和危险因素等多个监测系统，积累了大量数据，为数据的深入分析以及与外部多源数据整合提供基础。本讲座重点介绍

27 传染病和慢病等数据，如何利用空间分析方法，从多角度开展分析。
日下午
28 日上午
环境健康地理探测器（讲座）

王劲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如果疾病发病率的空间分布与某环境因子分布一致，则认为该疾病与该环境因子有高度的关联性。地理探测器是用于
度量两变量空间分布一致性的统计学方法。包括四个探测器：1、探测人体健康的环境风险区域；2、探测人体健康的环境
因子；3、比较不同环境因子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大小排序；4、探测多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本讲座还将简要介绍根
据不同疾病空间统计学特点选择恰当的疾病制图方法。地理探测器软件下载：www.geodetector.org。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预警平台的建设与应用（讲座）
吴永胜 主任医师、教授、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本讲座介绍如何利用空间信息技术整合公共卫生业务数据，包括疾病监测、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监测预警信息，建立多元的数据采集与展现方式、适宜的分析预测模型和动态的知识库应用。

极端环境事件与人类健康（讲座）
陈睿山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紫江优秀青年学者、教授
极端环境事件，包括重污染和高影响天气事件、突发恶性环境事件，因其对人类健康影响较大而常占据各类新闻媒介
的突出位置。随着极端环境事件的频发、城市人口的增加，极端环境事件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本讲
座将介绍极端环境事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展，考察重点极端环境事件案例，分析极端环境事件与人类健康的关联，并从
地理学的人类环境耦合、空间分析等传统出发，重点讲述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环境健康的作用，并从极端环境事件与人
类健康的角度，考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途径。

28 日下午
中国大陆地区 PM2.5 时空分布遥感制图与风险防控（讲座）
邹 滨 中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副系主任
针对目前我国空气污染监测站点离散、稀疏，地面监测结果难以清晰、准确反映连续地理空间空气污染状况的问题，
从地理空间视角着手，融合卫星遥感、土地利用、人口、道路交通以及气象等多源地理要素，提出了 PM2.5 浓度时空分布模
型结构时间自适应建模方法，模拟揭示了中国大陆地区 PM2.5 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采用人体空气污染暴露健康效应评估方
法，基于人群时空分布数据和空气污染暴露参数，评估了我国人群 PM2.5 污染暴露风险的空间分异规律；开发了用于风险规
避服务的健康出行算法与出行路径规划系统，可为我国空气污染暴露的测量与风险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空气污染与儿童哮喘急诊入院率关系的时空分析（讲座）
邱 方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地理空间信息科学系教授、系主任
空气污染被认为是许多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诱发因素。本讲座以美国洛杉矶地区五岁以下儿童哮喘急诊入院率以例，
探讨臭氧与哮喘病发作之间的关系。下垫面臭氧一般认为是由汽车尾气和工厂的废气通过光化学反应转化而来。但下垫面
臭氧是否是哮喘发作的直接诱因在学术界仍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及其分析功能，我们可以定位病
人的生活环境，获取病人入院前其周围环境的空气污染浓度，并对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在局部地理单元层次上进行详细的
分析。研究发现，当应用传统方法不考虑时间或空间的因素时，臭氧的升高反而导致哮喘发病率的降低。当同时考虑时间
与空间因素时，臭氧污染风险指数每升高一级（ 50 个指数单元），五岁以下儿童因哮喘而急症入院比率会增加 11％。本研
究表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及其时空分析功能可以为传统的公共健康研究提供一套新而有效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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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项
建议在参加研讨会之前阅读《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应用》一书。该书可
直接在高教出版社网站（http://www.hep.com.cn/）购买（价格最优）。

嘉宾简介
王法辉

博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地理与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2014 年 8 月至今为 James J

Parsons 命名教

授。曾任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主席（2001-2002）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评审专家组委员（2006、
2008-09 ）。 为 国 际 多 份 杂 志 编 委 （ 包 括 AAG
Chinese

Geographical

Annals 、 Annals

of

GIS 、 Applied

Geography

、

Science）
。发表（包括合作）100 余篇论文、两本专著、两本编著。与施迅共同主编《地理信息

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应用》一书（中文）。

施 迅

博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地理系教授。曾任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主席（2010-2011）
、理事

长（2011-2012）
，美国地理学会（AAG）健康和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4-2015）
、主任（2015-2016）
，美国地理学
会会刊（AAG Annals）编委（2008 至今）
。长期从事地理信息技术在健康领域应用的研究，获得数项美国健康研究院的资
助，在国际重要期刊（SSCI/SCI）发表（包括合作）论文 50 余篇，发展出一套环境健康空间分析的独特方法及相应软件。
与王法辉共同主编《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应用》一书（中文）
。

屠 威

博士，美国南佐治亚大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系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分析和多层

次回归模型等手段分析早产及低体重婴儿的空间分布和相关风险的因子。《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应用》
一书的作者之一。

王劲峰

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

际地理联合会系统建模委员会执委，中国 GIS 协会理论方法委员会主任（2004-2011）
，多部空间分析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编
委。研究兴趣是空间统计学创新和实践。出版中、英文专著 15 部，SCI/SSCI 论文 120 余篇。
《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
健康领域的应用》一书的作者之一。

陈冬梅

博士，加拿大皇后大学地理规划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实验室主任。曾在 ESRI 任

地理信息系统专家，主要从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的研究及其在自然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应用。是点模型分析、
GeoSegment、 RMAP 软件的开发者和加拿大疾病时空模拟研究网络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主持和参与了近 30 个科研项目。 其
研究得到了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基金、基础设施基金、国家级研究中心、安省研究中心、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安省环境
部、卫生部及工业界等的经费支持。曾获加拿大创新基金领导奖、国际地理信息基金最佳学生论文奖、美国摄影测量与遥
感学会 Davidson 会长奖。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中、英文专著 3 部。
《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应用》一书
的作者之一。

邱 方

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学士，中国科学院硕士， 美国南卡罗莱

纳大学博士。曾任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系统协会主席 （2007-2008）
，美国地理学会（AAG）空间分析与建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
任、财长。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评审专家组委员、美国宇航局(NASA) 评审专家组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地理信息科学(GIS)、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空间分析与建模，及其在城市、人口、环境与健康等领域的应用。曾主持、参加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宇航局(NASA)、美国环保局(EPA)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等资助的多项研究项目。共发表各种论文、书籍及
会议文章近百篇（其中30篇左右为SSCI/SCI论文）
。有9项研究成果获得最优论文及研究奖，包括2013年获得美国摄影测量
与遥感协会（ASPRS）年度遥感最佳科学论文奖，2011和2013两度获得美国地理学会（AAG）遥感专业委员会最优论文奖。

张志杰

博士，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在加拿大 Queen’s 大

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学习。现为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ectious
Diseases、Global Network for Geospatial Health 国际会员和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等杂志的副编辑，PLoS NTDs 的客座编辑，主编中文专著 1 本，参编中文专著 3 本、英文专著 1
本。2005 年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包括 Lancet ID、CID 等专业领域内高级别杂志 SCI 论文 40 余篇。研究成果先
后获 2010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入选复旦大学首批“卓学人才计划”，2012 年上海市医学奖二等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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