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监测》审稿意见与作者答复
题目：1990-2015 年湖北省交通伤害疾病负担研究
作者：崔芳芳 张岚 潘敬菊 何田静 李茜 唐雨萌 宇传华 张庆军 王璐
————————————审稿专家意见与答复—————————————

初审专家意见及作者修改说明：
专家 1：
1、 建议将论文中“交通伤害”都改为“道路交通伤害”；
回复：文中交通伤害分为五类：步行道路伤害、摩托车道路伤害、机动车道路伤
害、自行车道路伤害、其它交通伤害，其中“其它交通伤害”不仅包括上
述四种道路伤害以外的其它道路伤害，还包括道路伤害以外的非道路交通
伤害，因此题目中保留了“交通伤害”，但为避免理解错误，将文中“其
它道路交通伤害”改为“其它交通伤害”，关于交通伤害的分类在下文会
进一步解释。
2、摘要中的目的需要补充，见论文中的标注；
回复：已在中英文摘要中补充研究目的。
3、论文中的 GBD 须写出英文的完整表达；
回复：已在 GBD 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写出英文完整表达。
4、图 1 的标题应该改为“1990 与 2015 年”；
回复：图 1 标题已修改为“1990 和-2015 年湖北省不同性别人群交通伤害疾病负
担中 YLLs 和 YLD s”，中英文标题均已修改。
5、论文将道路交通伤害分为五类：步行道路伤害、摩托车道路伤害、机动车道
路伤害、自行车道路伤害、其它道路交通伤害，但是没有写出判断标准，
请补充。
回复：本文将交通伤害分为五类是基于 ICD-9 和 ICD-10 编码，按照全球疾病负
担研究（GBD）死因分类方法进行重新归类，将交通伤害划分为道路交通
伤害和非道路交通伤害，而道路交通伤害根据交通工具类型分为“步行道
路伤害、摩托车道路伤害、机动车道路伤害、自行车道路伤害，其它道路
伤害”，本文将“其它道路伤害”与“非道路交通伤害”合并为“其它交
通伤害”，各种类型的交通伤害疾病编码已在文中“资料与方法”部分补
充。
6、表 3 的标题应该改为“1990 与 2015 年”；
回复：表 3 标题已改为“1990 与~2015 年湖北省不同年龄组人群交通伤害疾病负
担及变化情况”，英文标题也已修改。

专家 2：
1、数据的来源作者没有阐述清楚，难道是从 GBD 的表格中抽出来的？抽出多
少？本文与 GBD 的关系如何？本文的创建在哪里？如果只是转述，则本文
无意义。
回复：文中描述的湖北省交通伤害疾病负担结果是 GBD 利用湖北省相关数据，
采用 GBD 的方法进行的湖北省疾病负担估计，属于 GBD 研究中中国分省
疾病负担研究结果，该部分数据没有在 GBD 网站公开，也没有在 GBD 发
表的文章中进行公开和描述。目前，依据 GBD 研究结果，在省级层面的分
析与研究较为缺乏，本文的结果可以帮助了解湖北省交通伤害造成的疾病
负担情况，可对交通伤害的防控有一定的意义。
2、如果说本文的数据来自自身应详细描述来源，特别是患病数据的来源。而对
人口数据的来源，文章彻底没有叙述。
回复：已对数据来源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3、YLDs 本身就应该用发病率来计算！没听说还要先折成患病率的。
回复：本文所描述的结果是采用 GBD 的方法进行计算的，在 GBD 研究中，对
于疾病和伤害导致的 YLDs 是根据患病人数与伤残权重进行估计的，关于
GBD 研究中 YLDs 的计算方法可查阅相关参考文献。
4、标化率的问题，使用所谓世界标准人口当然可以，但是 GBD 使用世界人口
标化是因为他们要全世界地区相互比较。一个湖北省的数据这么做的意义
何在？这又反证了该文可能是 GBD 的一个节选的猜测。
回复：本文是 GBD 研究中中国分省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因此统一按照 GBD 的
标准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方便湖北省交通伤害疾病负担的结果不
仅可以与中国其它省份地区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结果进
行比较。

复审专家意见及作者修改说明：
关于 YLD 的计算，希望作者认真学习原始文献，BOD2003 等原始文献明确写明
使用的是发病率 incidence rates，因为原则上 daly 是有时间性的，比如 yll 的死亡
率就是一种发病率，所以与他加和的当然是发病率！who 的模板提供发病率，也
提供患病率，但将 incidence rates 作为第一选择 A，而将患病率 prevalence rates
作为第二选择 B 就是旁证。
因此不能接受使用发病率估算患病率再计算 YLD 的说法。
这是一篇独立的文章，不是 BOD 中国的节选。
关于评审意见“YLD 计算使用发病率而不是患病率”的回复如下：
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查阅了以前的有关文献和 WHO 的 YLD 计算模板，在之
前的有关研究和 WHO 模板中确实采用发病率计算 YLD，但在 2010 年全球疾病
负担研究以及之后的 GBD 2013、GBD 2015 研究中开始采用患病率来估计 YLD，
在参考文献[4]中明确写出“Ap art from the expansion of cause list, risk factor list

and regional detail, a notable methodological change was the change from
incidence-based to prevalence-based YLDs.”，相关 YLD 计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 为 GBD 2015 发表文章“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YLDs for 310 acute and chron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1990-2015: a sy 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中 YLD 整体计算流程图；图
2 为整体流程图中伤害 YLD 的计算过程；图 3 为 GBD 发表的伤害疾病负担文章
“The global burden of injury: incidence, mortality,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and
time trend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参考文献[4]）YLD 的
计算流程。DALY 最初由 GBD 团队负责人 M urray 教授和 Lopez 教授提出，他们
一直从事 YLL、YLD 和 DALY 的评估方法研究，可对 YLD 的计算方法进行了
改进调整，本文主要学习了 GBD 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描述中用患病率计算
YLD。
文章其它修改内容与前次修改一致
——————————————定稿会意见与答复————————————

定稿会意见：
专家意见：
1 请提供此稿件著作权限和数据使用权限的正式文件。
2 提供数据来源及资料收集方法；
3 修改分析中的标化人口，采用中国通用的标化人群数据。
4 建议采用中国标准人口进行标化率的计算，并与其它省份进行比较说明该省的
负担水平。

作者修改说明：
1、 关于数据来源的问题；
回复：文中关于湖北省交通伤害的数据均来自 GBD 2015 中国分省疾病负担研
究中湖北省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5 研究由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团队组织开展，
并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成立中国疾病负担研究合作中心开展相关研究，湖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了中国疾病负担研究合作中心组织开展的全国分地市疾病
负担研究项目，获得 GBD 2015 中国分省疾病负担研究中湖北省疾病负担研究
的结果和数据，并拥有该数据结果的使用权。如对数据来源需进一步求证，可联
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周脉耕主任，询问数据使用资格等问题。
2、关于修改分析中的标化人口，采用中国通用的标化人群数据的问题；
回复：因 GBD 研究的范围是面向全球的，为了将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国际接轨，
比较中国以及中国各省份与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水平，统一采用在 WHO
标准上修改后的世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统一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不仅可
以与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健康水平的比较，还可以与全国和其它省份进行疾

病负担比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目前所有发表的文献均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
分析比较，如用中国通用标化人群数据，获得的标化结果暂无可比性。
1、请提供此稿件著作权限和数据使用权限的正式文件；提供数据来源及资料收集方法；
回复：文中关于湖北省交通伤害的数据均来自 GBD 2015 中国分省疾病负担研究中湖北省疾
病负担研究。GBD 2015 研究由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团队组织开展，并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成
立中国疾病负担研究合作中心开展相关研究，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了中国疾病负担
研究合作中心组织开展的全国分地市疾病负担研究项目，获得 GBD 2015 中国分省疾病负担
研究中湖北省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和数据，并拥有该数据结果的使用权。如对数据来源需进
一步求证，可联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周脉耕主任，询问数据使用资格等问题。
2、修改分析中的标化人口，采用中国通用的标化人群数据；
回复：因 GBD 研究的范围是面向全球的，为了将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国际接轨，比较中国以
及中国各省份与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水平，统一采用在 WHO 标准上修改后的世界标
准人口进行标化。统一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不仅可以与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健康
水平的比较，还可以与全国和其它省份进行疾病负担比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目前所有发
表的文献均采用世界标准人口进行分析比较，如用中国通用标化人群数据，获得的标化结果
暂无可比性。
3、文中率、比等数据建议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回复：因 GBD 研究中发表的文献多保留一位小数，如图 1（来自文献“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 for 315 diseases and injuries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HALE), 199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
和图2
（来自文献“The global burden of injury: incidence, mortality,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and time trend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所示，为保持一致性，本
文沿用了保留一位小数的做法。

图1

GBD 2015 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结果截图

图2

GBD 伤害研究成果的结果截图

再审意见：
请提供此稿件著作权限和数据使用权限的正式文件。提供数据来源及资料收集方
法；修改分析中的标化人口，采用中国通用的标化人群数据。”对于该意见未提
供著作权限信息。未没有修改和使用中国标化人口。虽然使用世界标化人口没有
统计错误，但是读者不能理解数据表示意义，也不能与中国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比
较。
作者说明：
已跟中国 CDC 确认本文的数据使用权限，因此不需要再提供数据使用权限文件。
根据专家意见，文章改为采用 2010 年中国普查人口对文中的死亡率和 DALY 率
进行标化，具体修改结果详见文章修改稿。
本文经这次修改后，基本达到要求，可以发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