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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搜索引擎数据的流感监测预警
温 丽，蔡永铭
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网络覆盖率的提高，搜索引擎日益成为人们查询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搜索关键词直接地反
映了查询人的意图，且搜索数据可实时统计，因此网络搜索数据成了流感监测的理想数据源。在实际应用中，结合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等官方监测数据，可实现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的早期预警，及早采取相关预防措施，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减少国家及
人民的财政负担。与传统的疾病监测相比网络搜索数据具有响应快、易获取、低成本等特点，但数字化疾病监测仍然面临着
如网络用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搜索关键词获取的不准确性，网络覆盖的不全面性等诸多挑战。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应着眼
于如何校正提高互联网搜索数据的准确性，探讨如何将搜索引擎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利用时空大数据进行传染病
预测预警。解除数据模块间的壁垒，一面多点，多面多点的采集数据，更好的实现大数据的共享，提高数据的利用率及监测
预警的准确性。
关键词：搜索引擎；大数据；流感；监测；预警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search engine data
WEN Li, CAI Yongm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etwork coverage, search engine has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for information query. As query keywords directly reflect people´s intent and search data can be
counted in real time, the network search data is considered the ideal data source for influenza surveillance.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utilizing the search engine data and the official monitoring data, such as
CDC, can perform early warning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ime so as to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thus reducing the risk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and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isease monitor
system, that based on the network search dat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response, easy access, low cost and so on; however,
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netizen’s behavior, the inaccuracy of the search keywords and the
incomplete network coverage, etc.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Internet search data
and explore the ways to use spatial and temporal data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diction and early warning through combining
search engine data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Furthermore, they need to remove the barriers between data
modules and collect data coll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so as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big data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Keywords: search engine; big data; influenza;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

考价值[6-9]。

的常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由于其传播范围广、速度

目前，国内外对流感的监测预警普遍采用基于

快及社会危害大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据世界卫生

历史数据的流感预报系统。随着信息技术和流感监

组织估计，每年流感的季节性流行可导致全球

测系统的不断完善，历史数据的获取越发及时，很大

300~500万流感重症病例和25~50万人死亡 。预警

程度上提高了流感预报的准确性。许多研究利用不

是当前疫病控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在缺乏确定

同模型进行流感疫情的短期预测[10]。我国国家疾病

的因果关系和充分的剂量-反应关系证据的情况下，

预防控制中心（CDC）从2003年底开始启动国家传染

[1]

[2]

[3]

促进调整预防行为或者在环境威胁发生之前即采取
措施的一种方法[4-5]。疾病监测预警模式的建立应该
首先从监测信息做起，是了解公众需求、心理、对政
策的态度以及配合情况的重要方法，对于政府部门
及时调整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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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项目，于
2004年1月正式运行[11]。2014年完成统一应用门户的
改造[12]。截止目前，网络直报系统的覆盖率及报告率
均达90%以上，传染病的平均报告时间为0.8 d。常规
的流感监测包括病原学监测和流感样病例监测[13]。
但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求医生在发现新
型流感病例时告知CDC，这往往会有一定时间延迟，
而且CDC通常只是定期进行1次数据汇总。信息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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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飞速传播的疾病将是致命的。这种滞后导

给模型提供更多数据，模型对流感高发期的预测变

致公共卫生机构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时期反而无所适

得越来越准确[10]。

从[14]。早期发现流感流行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是流
感防控和突发应对的关键内容 。
[15]

有研究在《Nature》上发表了基于Google搜索
数据的流感趋势监测研究[19]，他们用机器方法从
5000万常用搜索词中筛选出45个最适于监测流感的

1 基于搜索引擎数据在流感监测预警中的应用

关键词, 准确地预测了全美及其9个地区的流感趋势,

随着搜索引擎日益成为人们查询生活信息的主

他们的预测比美国CDC的流感周报要提前2周左右,

要渠道，网络搜索数据成为了流感监测的理想数据

该研究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有研究采用相同的方

源。流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健康，一旦流感暴

法对瑞典的流行病进行了监测[19]，不同的是他使用

发，互联网上的搜索量也会大幅度增加，因此，应用

先验知识确定了与流感相关的20类关键词，最终模

网络搜索词信息辅助传染病监测则可以加强目前的

型显示只使用其中的4类即可稳定地获得准确预测。

监测能力乃至迅速做出反应, 有助于应对传染病的

研究使用带日历效应的自回归模型改进了Google

暴发与流行 。在互联网普及的地区，健康相关的网

Flu Trends的预测精度[24]。有学者[25]分析了Google搜

络搜索词搜索量的动态变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索数据与加拿大李氏杆菌病之间的关联性，结论显

映了该地区相关疾病流行情况和人群中发病及求医

示搜索数据可以在联邦政府宣布李氏杆菌病暴发前

的信息 ，故搜索引擎非常适合于监测流感信息。近

1月监测到疫情。

[16]

[17]

年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互联网搜索信息有助于公共卫
生和流行病监测

除了流感，搜索数据在最新发生的埃博拉病毒

，利用网络搜索数据监测流行性

的检测上也展示出了不凡功力。有研究利用谷歌趋

疾病是一种更快更准确且低成本的方式，它可以作

势获取了2014年11月1日~12月27日埃博拉暴发期间

为传统调查方式的辅助措施，提前对疾病做出预警，

全球对埃博拉的搜索热度[25]，结果发现搜索量最高

对我国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具有重要

的地方和埃博拉患病数最高的西非的几个国家基本

意义 。

一致，并且搜索量的曲线变化特征和埃博拉的病例

1.1 国外应用现状

变化特征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利比里亚可以达到

[18-19]

[20]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9000万成年人利用搜索引擎

0.7。有研究使用谷歌洞察来监测2004~2011年登革

查询疾病和医疗相关问题 ，这一现实基础使得基

热在新加坡和曼谷的流行趋势，并选取不同模型来

于搜索数据的流感监测成为可能。研究首次使用网

模拟登革热的流行趋势[26]。

络搜索数据，利用Yahoo搜索引擎上与流感相关的若

1.2 国内应用现状

[21]

干搜索词在美国的搜索量，验证了搜索量与流感死

过去十多年发生的各种大规模流行病几乎每隔

亡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流

一段时间就会以不同形式卷土重来一次。2013年卫

感，谷歌公司就是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搜索的大量

生部发言人就曾提到：“中国面临传统传染病威胁持

记录判断出流感是从哪里传播出来的，从而使公共

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严峻形势。”原有监

卫生机构的官员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并做

控系统和流程的卫生防疫系统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出有针对性的行动决策，这比CDC的判断提前了

跟不上节奏[27]，因此传统监测手段的补充方法一直

1~2周 [23]。该系统不仅整合了流感暴发的历史数据，

被研究者所关注[28]。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将搜索引擎

更重要的是对“实时”网络流感信息进行监测，从而对

数据应用在公共健康领域，进行发病数的预测和公

流感进行“实时”预测 。

共健康信息的获取[15]。

[22]

[1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卫生科学系助理教授杰

有研究分析了互联网中文搜索词搜索情况和广

弗 里·沙 曼 等 利 用 自 行 研 发 的 流 感 预 报 系 统 对

东省甲型H1N1流感活动的相关性 [13, 29]，结果显示流

2012~2013年流感季节全美国108座城市进行模型测

感 监 测 数 据 和“ 甲 流 ” 网 络 搜 索 情 况 呈 正 相 关 （ r=

试，发现能够平均提前2~4周预测60%以上城市的流

0.914，P<0.001）。研究表明与流感有关的网络搜索

感高发期。该系统结合了“谷歌流感趋势”的数据和

情况较好地反映了流感活动水平，网络搜索数据可

CDC实验室检测的流感病例的报告数据，系统不仅

作为辅助流感等传染病监测的数据源。这与美国、法

会估算出疑似疾病可能最终变成流感的概率，还会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17, 30-33]。

提供流感病毒如何在大众中传播的信息。2012年

最后，研究还发现在流感大流行期间，网络搜索信息

11月底已开始在研究中使用这套流感预测系统。研

较常规监测更灵敏，数据获取更方便。有研究[34]用清

究人员发现，随着流感季节不断推进，以及研究人员

华大学自主研发的X-GOT舆情系统进行数据智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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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并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对数据进行补充，

转，互联网搜索信息监测则有可能成为有效的补

对 2013年3月30日~6月17日监测到的媒体报道与网

充[19]；（3）具有传统数据无法比拟的实时性和普遍性；

络发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舆情发展趋势与疫情变

（4）信息往往可免费获取，成本低廉；（5）获取数据来

化趋势、政府新闻发布的节奏基本保持一致，且“病

源多样，覆盖面较全面。网络数据的调查对象是全体

例”、“疫情防控”、“变异”、“活禽市场”、“病毒检测”、

网民，具有超大样本，更能反映整体的属性。

“疫苗研制”、“人传人”、“救治费用”是本次H7N9禽流

2.2 挑战

感疫情的舆情热词。有研究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互联网监测不能替代传统的传染病监测，其面

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收集整合了2004~2009年

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1）互联网搜索情况会随

全球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在家禽中的暴发数

着流感监测信息发布，群众对流感关注度的变化而

据 ，从Google Trends获取同时期的相关关键词数

变化；（2）媒体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影响搜索行为，易使

据，对二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结果显示以

数据波动较大，高估流行水平[37-38]；（3）较难在海量的

2004~2009年为整体，互联网数据与H5N1的相关性

互联网搜索信息中筛选搜索词和甄别真实的异常信

并不高（r=0.276），但年度数据则均表现出了较强的

号[34]；（4）对互联网的依赖较大[39]，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性，且在各个年份中，将官方流感监测数据提前

和预警准确度有较大的关系[40]，在某些互联网不发

1~4周后出现与Google Trends监测数据的相关系数

达的地区，基于地区的互联网搜索数据量较小，造成

最大值，可认为Google Trends数据可提前1~4周预测

数据波动较大或持续处于低水平，无法有效的进行

H5N1暴发的趋势。有研究利用逐步回归法，从94个

预警；（5）基于Google搜索引擎的后台搜索算法会根

关键词中筛选出8个来预测中国的流感，他们发现合

据人群的行为和过往搜索数据进行动态调整，这使

成搜索指数与流感历史病例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达到

得Google搜索数据在进行流感暴发监测时不能准确

0.96，预测的平均误差小于11% ，且搜索指数可以

的反映人群的真实搜索行为，导致结果产生偏差[41]。

[28]

[35]

很好的捕捉到流感暴发的高峰期和低谷期，这使得
搜索指数成为了流感活动的一个很好的风向标。也

3 总结与展望

有研究从百度指数上获取了甲型H7N9的信息 ，发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现除了在早期阶段外，与H7N9有关的网络信息同

基于网络数据的疾病监测系统已开始快速发展，与

H7N9在中国暴发的趋势基本一致，虽然每日数据之

传统的疾病监测相比具有响应快、易获取、低成本等

间的相关性只有0.43，但是累积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可

特点，但数字化疾病监测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

达0.98，并且与H7N9相关的主题在不同的流行阶段

网络用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来自媒体和政策改变的

都会发生变化。有研究 从谷歌搜索解析中获取了

影响以及搜索引擎公司所不断改变的算法都影响了

92个与流感密切相关的有效关键词，用主成分分析

搜索引擎数据在疾病预测上的准确性。此外，如果简

法选取7个方差贡献率最大的主成分来预测流感疫

单地忽略掉数字化监测中的反面数据，就很容易过

情，结果表明，网络搜索数据中包含了与流感趋势历

高地估计算法的精确度，“N=所有”以及采样的无偏

史信息相“正交”的有效信息，这部分信息反映了流感

性，这些前提在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下都是不成立

疫情的当期变异，因而搜索数据可以弥补历史信息

的，大数据的共享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症状相

难以解释数据新变异的缺点。

似流感的叠加出现在搜索引擎数据中很难准确分

[36]

[37]

综上所述，网络搜索数据可作为辅助流感等传

辨，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假象，一旦出现新发传染病的

染病监测的数据源，结合CDC等官方监测数据，实现

暴发，后果不堪设想。研究表明，现实世界中的数据

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的早期预警，及早采取相关预防

超过80%与地理位置有关 [42]。时间和空间信息对传

措施，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减少国家及人民的财政

染病的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传染病的发生、

负担。

发展、时空分布与地理地貌、生态景观、人文环境有
密切关系[43]，特别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

2 搜索引擎数据在流感监测预警中的优势与挑战

景下，自然环境及人类社会活动对传染病病原体-宿

2.1 优势

主交互作用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利用时空大数据进

与传统流感监测相比，网络搜索数据的优点

行传染病预测预警是时间、空间信息和传染病疫情

有 ：（1）可更早期及时地发现疫情暴发；（2）无需监

信息的多维搜索，利用时空大数据检索、处理和分析

测哨点支持，尤其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如果由于医护

这些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疫情信息是实现传染病预测

资源紧张和缺勤率激增影响了常规监测的正常运

预警的关键[44]。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应着眼于如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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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提高互联网搜索数据的准确性，如通过国内生
产总值、人口数等，或利用CDC公布的传统监测数据
进行校正，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探讨如何将搜
索引擎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利用时空大数
据进行传染病预测预警，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
一个或多个研究疾病相关的特异搜索关键词，使其
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疾病的发生水平且不易受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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