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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R+43*7(03*+23+4,-S,+3-(+ T-1U
2,43TK,+73# RSTT%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
!"#! 年期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 "=$%V#!# 世
纪将继续升高超过 #=%V’#( ) 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
的!!"#B 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B 年全球表面平
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D"" 年平均值%高出
约 #=#V#为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
份’!( ) 我国近 #"" 年来年平均气温增加明显##D%#&
!"#B 年#地表年平均气温平均每 #" 年升高 "=!CV#
升温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E( )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地表平均温度升高*降水
规律改变#以及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正
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与健康)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
!# 世纪人类最大的健康威胁 ’C( ) 近年来#全球针对
气候变化及其对健康影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
虽然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评估起步较晚#但近年
来相关的研究数量快速增加#发现气温变异和极端
天气事件均可增加人群健康风险#心脑血管疾病和
呼吸系统疾病是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疾病#老年人*社
会经济状况低下人群是气候变异M变化的脆弱人
群 ’%( ) 另外#气候变暖还可使登革热*血吸虫等传
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传播季节延长以及可能向高
纬度和高海拔地区扩散 ’%( )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
影响的研究) !"#" 年#我国与英国和瑞士政府联合
资助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TTT%,项目#!"## 年
资助了+DBE,项目&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

适应机制研究#!"#A 年资助了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
查专项+我国区域人群气象敏感性疾病科学调查,
项目#!"#$ 年资助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气候变化
健康风险评估*早期信号捕捉及应对策略研究,#还
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一些气候变化与
健康的研究项目) 随着这些研究开展#发现气候变
化已经对我国人群健康产生广泛的影响#未来的健
康风险也可能呈增加趋势) 为了更好地适应气候变
化#降低其对人群健康的危害#亟需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开展更加深入地研究#制定长远的适应策略和
措施) 为此#就加强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风险评估
和适应研究#提出今后的几个重点研究方向)

$%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疾病或健康事件筛选

目前国内针对气候变化与健康的研究内容仍较
为局限#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死亡和某些传染病
的影响#对其他健康结局的研究不够深入或基本没
有涉及) 例如国外已有研究提示高温环境可诱发职
业人群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
等多个系统的疾病#增加其生理和心理应激水平#影
响睡眠质量#最终降低其劳动生产率 ’A( -极端气温
可影响孕妇本身及胎儿的健康影响#增加妊娠高血
压*早产*死胎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 ’B( -另外#
气候变化对人群心理健康*营养不良的影响也开始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 ) 我国在这些方面研究不多#
而全面系统地阐明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影响及风险
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范围#更好
地保护脆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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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区域分布规律研究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差异大#气候变化和极

端事件对人群造成的健康风险可能不一样#再加上
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的医疗
卫生条件等因素影响#其健康效应在不同区域上会
有较大的差异) 例如#对全国气温变异与死亡风险
关系的研究发现#最低死亡率温度从北到南逐渐升
高#高温的健康效应在北方较为明显#而低温的健康
效应在南方更加显著 ’D( ) 然而#目前大多研究只是
针对个别城市的个别健康结局开展研究#在我国西
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的相关研究很少) 因此#

从全国层面来看#气象因素变异或未来气候变化对
不同健康结局的健康影响或风险的区域分异规律尚
不清楚#这不利于针对不同健康结局的区域异质性#

明确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制定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

’%加强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机理研究

目前对于气象因素变异与健康结局的关系#已
经开展的研究大多采用生态学研究方法#选择时间
序列数据采用广义相加模型*病例交叉设计*分布滞
后非线性模型等统计学建模技术#分析气象因素或
极端气象事件对不同健康结局如死亡*发病*传染病
等的影响#属于关联性研究 ’#" W##( ) 对未来气候变
化的健康风险评估#也是基于已有的气象因素变异
与健康结局的暴露反应关系#然后考虑不同气候变
化情景下气象因素的变化计算气候变化未来的健康
风险大小) 这些研究难以阐明暴露与反应之间的机
理#例如气候因素导致健康风险的关键环节要素*社
会过程*脆弱性如何/ 引起传染病流行和扩散的传
播动力学驱动过程怎样/ 而明确这些机理可为开发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时空预警系统奠定基础#有助
于对脆弱地区的脆弱人群开展及时的气候变化适应
工作#从而降低极端气候事件或气候变化的健康
风险)

(%加强健康危害相关的气象因素早期预警信号筛
选的研究

&&气温的异常波动及长时间维持往往会导致较
高的区域健康风险#如夏季持续性高温事件的次
数增多和强度增加#冬季的强降温及持续性低温
过程$寒潮% #以及季节交替时的温度骤变等#会严
重影响人们的健康 ’#!( ) 目前对这些气象因素变异

的早期预测和预警研究较少) 如何基于健康风险
的大小明确相关的关键气象因素#并能在早期捕
捉这些气象因素异常的先兆信号#从而提前对极
端气象事件进行准确预测#降低其健康风险#是适
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E( ) 开展这样的研究#不
仅要考虑气象要素的种类*发生时间*强度量级*

持续时间等因素#还要考虑不同气象要素的协同
变化和叠加效应#这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紧密
合作#协同攻关才能有所突破#这对开发更加精准
的气象预报系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降低健康
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健康风险评估和适应
策略研究

&&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气象因素变异的健康影
响进行评估#大多是基于气象因子与健康结局的关
联进行分析 ’#C( #例如利用历史气象数据和死亡数据
分析高温热浪对人群死亡率的影响#温度和降雨量
对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影响) 我国目前很少开展
真正意义上的未来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风险的研
究#因为这需要卫生部门与气象部门紧密合作#数据
共享#利用未来不同情境下气候变化预估结果#同时
还要考虑社会经济*人口*适应能力等变化对气候变
化健康风险的修饰作用#数据的可获得性面临很大
的挑战) 未来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策略仍是一个空
白#这需要研究不同适应策略和措施的成本效益#目
前数据和方法学上均存在不少难度#需要不同领域
的专家联合进行攻关)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产生诸多影
响#有些影响可能是不可逆和灾难性的) 我国目
前已经开展了不少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研究仍有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
加大研究力度) 为此#本期推出气候变化健康影
响研究重点号#文章分别对气象因素对传染病$流
感和手足口病%传播风险的影响*气温未来变化的
健康风险评估*从适应的角度研发健康风险沟通
指数等角度进行研究) 重点号文章涉及气候变化
健康影响的不同领域#与我国以往的研究相比#研
究的健康结局有所扩展#开始尝试未来风险评估#

在气象因子与健康结局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气象健康指数#这些是值得欣慰和鼓励的) 当然
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地点比较单一#缺乏大
范围*多中心的研究#对机理的研究没有触及)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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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刚刚发布的重点专项+全球变化,立项项目中
有一个是针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希
望在该研究的资助下能初步解决本文中提到的气
候变化与健康方面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我国适应
气候变化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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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健康专栏"

基于死亡数据用 c‘<]构建气象健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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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建立气象健康指数%预警提示气温导致的健康风险& 方法&基于 !"##’!"#% 年广州
市居民死亡数据%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c‘<]#分析气温与居民非意外日死亡数的关系$对气温导致的健
康风险进行分级%用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温度范围开展健康风险预报& 结果&!"##’!"#% 年广州市的日平
均气温为 !#=BV%日相对湿度为 B$=Ad%日均居民死亡为 #E! 例& 日平均温度与居民死亡之间暴露’反应
曲线呈 \形%是非线性关系%低温和高温都会引起死亡风险%高温对人群死亡的影响是急性效应%低温产生
的效应会比较延迟%但持续时间长& 舒适温度区间为 #D=CV e!%=CV%其所对应的 ’’值为 #="! e#="E& 冷
效应 ’’值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分别为 #="E e#=#B%#=#B e#=E#%#=E! e#=CA%其对应的温度区间依次为
#!=DV e#D=EV%$=%V e#!=$V%C=$V e$=CV$热效应 ’’值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分别为 #="! e#="$%
#="$ e#=#E%#=#E e#=#D%其对应的温度区间依次为 !%=%V e!B=$V%!B=DV e!D=%V%!D=AV eE#=#V&

结论&由 c‘<]评估气象条件与居民日死亡人数的关系可反映气温引起的健康风险%将健康风险等间隔分
级预警较合理%可对开展气象健康指数预报服务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健康$ 温度$ 气象指数$ 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

*+,-./0!-+12#03/45+16/0+0.7,608 !9:; 1/ !-<-=/>+ ;-1-/4/=/86?+=@-+=12#0.-A

5\@<[_K,(## ‘R\X,(!# f\>,+G)+E# ‘Rf1+7!# _/<[Z31-1+!# fR@8’1,+J3+7!# f\f1,(G)+E# ]@Z3+G)+##!

&& BC,14+?10 "CD-?16<-,&/PJ-(*1+7,+I 3O4,Y-1OK1+7,2343(*(-(719,-K3,-4K 1+I3P4(F,*+ 4K3*1ON (.432J3*,U
4)*3(+ K)2,+ K3,-4K:;-12/.,&\O1+7,c1O4*1Y)43I ‘,7<(+U-1+3,*](I3-$c‘<]% 4(3O412,434K33..394(.432U
J3*,4)*3(+ +(+U,991I3+4,-2(*4,-1461+ [),+7QK() I)*1+7!"##&!"#%:T-,OO1.61+7K)2,+ K3,-4K *1ONO9,)O3I Y6
432J3*,4)*3,+I 3O412,41+74K3*1ON -303-9(**3OJ(+I 4(I1..3*3+4432J3*,4)*3*,+73O:E-,F=1,&c)*1+74K3J3*1(I (.
O4)I6$# ’,+),*6!"## WE# c3932Y3*!"#%%# 4K323,+ 432J3*,4)*3F,O!#=BV# *3-,4103K)21I146F,OB$=Ad#
,+I 4K3,03*,73+)2Y3*(.I,1-6+(+U,991I3+4,-I3,4K F,O#E! 9,O3O:XK3*3F,O,\UOK,J3I *3-,41(+OK1J Y34F33+
432J3*,4)*3,+I 2(*4,-1461+ [),+7QK():b(4K -(F,+I K17K 432J3*,4)*3O9()-I 9,)O3,+ 1+9*3,O3(.I3,4K +)2Y3*#
4K31+.-)3+93(.K(4432J3*,4)*3F,O,9)43FK1-34K31+.-)3+93(.9(-I F,OI3-,63I Y6E I,6O,+I J3*O1O43I .(*-(+73*
I,6O:XK3*,+73(.9(2.(*4,Y-3432J3*,4)*3F,O#D=CV e!%=CV# 14O9(**3OJ(+I1+7’’F,O#="! e#="E:XK3*3-,U
4103*1ON $’’% (.9(-I 3..3949()-I Y3I101I3I 1+4(4K*337*,I3O# #="E e#=#B# #=#B e#=E## ,+I #=E! e#=CA# ,+I
4K31*9(**3OJ(+I1+7432J3*,4)*3*,+73OF3*3#!=DV e#D=EV# $=%V e#!=$V ,+I C=$V e$=CV# *3OJ394103-6: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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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3*3-,4103*1ON $’’% (.K(43..3949()-I Y3I101I3I 1+4(4K*337*,I3O# #="! e#="$# #="$ e#=#E ,+I #=#E e#=#D#
,+I 4K31*9(**3OJ(+I1+7432J3*,4)*3*,+73OF3*3!%=%V e!B=$V# !B=DV e!D=%V ,+I !D=AV eE#=#V# *3OJ39U
4103-6:G/0?=F,6/0,&XK3,OO(91,41(+ Y34F33+ 2343(*(-(719,-9(+I141(+ ,+I I,1-62(*4,-146,OO3OO3I Y6c‘<]9()-I
*3.-3944K3K3,-4K *1ON 9,)O3I Y6432J3*,4)*3:R41O*3,O(+,Y-34(9-,OO1.64K3K3,-4K *1ON ,43g),-1+43*0,-O.(*3,*-6
F,*+1+7# FK19K 9()-I J*(01I3,4K3(*3419,-O)JJ(*4.(*I303-(J1+7,2343(*(-(719,-K3,-4K 1+I3P.(*39,O41+7O3*0193:

H-I J/4.,0 K3,-4K# 432J3*,4)*3# 2343(*(-(719,-1+I3P# I1O4*1Y)43I -,7+(+U-1+3,*2(I3-

&&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极端气象事件发生频
率和强度增加) 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气象因素变
异或气候变化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极端温
度如高温或低温均会增加人群健康风险 ’# WC( ) 因
此#及时准确地进行气象预报#提前预警极端天气的
健康风险#是一项预防极端气温导致健康危害的重
要工作 ’% WB( )

近几十年#国内外已有不少地区先后开展了很
多气象指数研究 ’$ W#E( #开发了各种气象健康指

数 ’#C W#A( ) 但这些气象健康指数多以气象部门常规
天气预报或精细化预报数据为基础#根据气象因子
$如温度*湿度*风速*降水*云量*能见度*紫外线*

日照*辐射等%与不同健康结局的关联程度#应用回
归模型*多级判别法或模糊综合判别法建立指数预
报模型#如炎热指数是先通过对气象因素与中暑人
数相关分析选取温度和相对湿度两个引发人体中暑
的重要因素#然后用最高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构建
炎热指数公式#最后通过结合炎热指数百分位数和
高温天气的持续时间来进行高温中暑气象的等级划
分 ’#B( ) 国内高温热浪是根据极端温度值及其持续
时间结合起来进行定义的#并没有考虑气象因素健
康效应的滞后性以及温度与死亡的非线性关系#指
数的等级划分也多采用分位数#缺乏客观性) 为此#

本研究基于健康风险确定温度阈值及进行风险分级
来构建气象健康指数#为科学适应气候变化#开展健
康气象预报服务提供支持)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E# 日广州市居民每日死亡登记
资料#每日死亡人数为非意外死亡人数) 同期的气
象资料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 K44J0MM
9I9:92,:7(0:9+MK(23:I(%获取#包括日平均温度
$V%*日最低温度$V%*日最高温度$V%和日相对
湿度$d%) 从国家环境监测站获取同期广州市各种

空气污染物的每日浓度#包括 S]#"*^8!*<8!)
#=!&研究方法
#=!=#&构建模型&由于温度与死亡之间是非线性
关系 ’#$(及温度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D W!"( #利
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 $ I1O4*1Y)43I -,7+(+U-1+3,*
2(I3-#c‘<]%模型拟合居民日死亡人数与温度的
关系) c‘<]通过交叉基函数给暴露&反应关系
添加滞后维度#实现同时描述因变量在自变量维
度与滞后维度的分布#从而估计不同滞后时间的
暴露&反应关系 ’!# W!!( ) 这类模型可以描述复杂
的非线性和滞后关系#可以实现暴露&反应关系
和滞后&反应关系两功能相结合) c‘<]计算公
式为0

!()*’+&( ,!-".&#/-01$’2&#E% -
01$.34%#%56%"7% -01$81&#E% -01$09!&#E% -

01$19!&#E% -01$:;#"&#E% -<98& $#%

式中0+&&第 &天的日死亡人数-

!&截距-

"&.&#/的参数向量-
.&#/&模型所使用的温度指标矩阵-
/&滞后天数-
01&自然样条函数-
<(=&&星期几哑变量)

利用柯西泊松模型赤池信息标准$h@RT% ’!!(对
变量的自由度进行选择#@RT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
最后各变量的自由度选择如下0长期趋势的自由度
设为 %M,#温度和滞后的自然样条函数自由度设为 %

和 E) 参考相关研究#湿度$L5%#风速$Z^%#<8!#

^8!#S]#"的自由度设为 E ’!E W!%( ) 将引起死亡风险
的最低平均温度作为计算相对危险度的参考值) 有
相关研究得出高温效应表现为急性作用#在暴露当
天出现并达到峰值#然后会快速下降#持续B I后基
本消 失 ’!A W!B( - 冷 效 应 出 现 相 对 缓 慢# 持 续 约
!#I’E# !$( #根据预警预报及时性的需要#综合考虑冷
热效应的特点及滞后天数#将 ‘,7设置为 B I) 通过
改变时间趋势的自由度 $ >?%#对模型进行敏感性

.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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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健康风险分级和建议&对 c‘<]估计温
度导致的健康风险 $相对危险值#’’%进行分级)
参考之前的研究#先定义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温度
效应所对应的温度区间为舒适温度区间 ’!D( -再将
在统计学意义上引起死亡效应 $’’的 D%d@A不
包括 #%的温度定为冷*热效应阈值温度#再分别将
阈值以上的热 ’’值和冷 ’’值平均分成低*中*高
E 级#依次定义为低中高风险) 把不同风险等级对
应的温度范围开展健康风险预报#并给出相应的
健康建议) 健康提示参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公布的!高温天气防护要点"和!低温雨雪冰冻
灾害卫生防病知识要点" #结合气象因素可能导致
的不良健康影响和广州市气候特点进行制定#并
请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论证) 将广州市 !"##&
!"#% 年的气象资料分别代入中国气象局高温*寒
潮预警标准和本研究发展的健康气象指数预警标
准#用预警天数和预警期间的日均死亡人数两个
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E&超额死亡&用超额死亡数评估不同风险级
别相对于阈值温度的超额死亡#计算公式0

*,0&B # C #( )’’
$!%

式中0*&超额死亡数M例-
0&4风险区间的日均死亡数M例)

#=E&统计学分析
采用 LE=!=!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L软件

+I-+2,包拟合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利用+77J-(4!,
包作图#以 :i"="%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数据基本概况

广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的日平
均气温为 !#=BV $C=$V eE#=#V%#日相对湿度为
B$=Ad $ E"d e#""d%#<8! 浓度为 C%=% !7M2E

$D=$ eEC%=$ !7M2E %#^8! 浓度为 #D=A !7M2E $! e

D# !7M2E %# S]#" 浓 度 为 AB=B !7M2E $ D=A e

E!%=% !7M2E%) !"##&!"#% 年广州市排除因事故
等外 因 的 死 亡 共 !C# ACB 例# 日 均 死 亡 #E! 例
$表 #%)
!=!&气温与死亡的关系及舒适温度区间确定

通过 c‘<]拟合气温与死亡的剂量&反应关
系曲线#广州市日平均气温与日死亡数的关系呈
+\,型#低温和高温均引起死亡风险增加) 死亡风
险最低温度为 !!=DV#以其为参考值#热效应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冷效应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升高)
将在统计学意义上引起死亡效应$图 # 阴影部分为
D%d@A%的温度定为冷*热效应界值温度#分别为
#D=CV和 !%=CV#则 #D=CV e!%=CV为舒适温度区
间$图 #%)
!=E&健康气象指数分级和健康指引

舒适温度区间 #D=CV e!%=CV所对应的 ’’值
为 #="" e#="E) 冷效应 LL值按低至高等平均分为
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依次分为 #="E e#=#B##=#B e
#=E###=E! e#=CA-热效应 LL值按低至高等相应的
三个风险等级依次分为 #="! e#="$##="$ e#=#E#
#=#E e#=#D-超额死亡数随着风险级别的升高而升
高$图 # 和表 !%) 参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表 $%&K$$$&K$) 年广州市气象资料%空气质量和居民日死亡人数情况的分布

项目 !DjE 最小值 :!% :%" :B% 最大值
气象资料
&日最高温度MV !A=A jA=% A=% !!=" !$=" E!=" EB=A
&日平均温度MV !#=B jA=E C=$ #A=D !E=! !B=# E#=#
&日最低温度MV #$=A jA=C #=E #E=C !"=# !C=! !$=E
&日相对湿度Md B$=A j#"=$ E"=" BE=" $"=" $A=" #""="
&日风速M$2MO% !=C j#=# "=A #=B !=# !=D D=%

污染物资料
&<8! M$!7M2

E % C%=% j!!=" D=$ E#=" C"=B %%=" EC%=$
&^8! M$!7M2

E % #D=A j#"=E !=" #!=% #B=% !C=E D#="
&S]#" M$!7M2

E % AB=B jE!=A D=A CE=" A#=$ $A=C E!%=%

死亡人数资料
&日非意外死亡人数M例 #E!=" j!A=" B#=" ##C=" #E"=" #CD=" !#D="
& iA% 岁 C"=" jD=" #A=" EE=" E$=" C%=" B!="
&"A% 岁 DE=" j!#=" EA=" B$=" D#=" #"A=" #AC="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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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灰线部分为舒适温度区间
图 $%滞后 L .时日平均气温死亡效应曲线

和气温频数分布图

表 &%日平均温度导致的健康风险分级及其对应的温度区间

类别 级别 ’’值
日平均温
度MV

超额死亡
数M例

冷效应 高风险 #=E! e#=CA C=$ e$=C CD=D

中风险 #=#B e#=E# $=% e#!=$ E%=!

低风险 #="E e#=#B #!=D e#D=E !"=A

温和 较低 #="" e#="E #D=C e!%=C

热效应 低风险 #="! e#="$ !%=% e!B=$ D=#

中风险 #="$ e#=#E !B=D e!D=% #E=D

高风险 #=#E e#=#D !D=A eE#=# !"=B

公布的高温天气防护要点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卫
生防病知识要点"#及专家论证后根据低温和高温
不同等级风险提出健康建议$表 E%)
!=C&与气象部门高温标准比较及验证

根据中国气象局高温预警标准#!"##&!"#% 年
广州市无高温红色预警#橙色预警为 ! I$"=##d%#
黄色预警为 E$I$!=#"d%#橙色预警的日均死亡人
数为 #E!=% 人#较黄色预警的 ##%=C 人高-根据中国
气象局寒潮标准# 该期间无寒潮预警) 本研究健康
气象 指 数 预 警 健 康 风 险 较 低 的 天 数 为 %E$I
$!D=CAd%#预警天数随着低风险至高风险逐级减
少#符合广州市天气特点-高温条件下日均死亡人数
随着风险级的增高呈 ;型趋势#低温条件下日均死
亡人数随着风险级的增高而增高$表 C%)
!=%&敏感性分析

分别将时间趋势的自由度$ I.M,%设为 C*%*A*
B*$ 代入模型中#结果显示对时间趋势自由度的改
变对冷*热效应所致的 ’’值影响不大$表 %%)

’%讨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进程的加速#极端天气事件
的频率和强度可能持续增长 ’E"( #将给全球各地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健康危害) 为了减少极端气象
&&&

表 ’%健康气象指数风险等级划分及健康建议

类别 级别 分级标准MV 健康指引

低温 高风险 $=C 以下 健康风险高#注意防寒保暖#多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减少户外活动)

中风险 $=% e#!=$ 健康风险中等#注意防寒保暖#运动尽量在背风向阳的位置#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和运动量)

低风险 #!=D e#D=E 健康风险低#注意保暖)

适宜 较低 #D=C e!%=C 温度适宜#健康风险较低#适宜户外运动)

高温 低风险 !%=% e!B=$ 健康风险低#适宜户外运动#户外活动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中风险 !B=D e!D=% 健康风险中等#注意防暑降温#户外活动时应采取防护措施#不要在阳光强烈照射下运动#
户外工作者应采取防护措施)

高风险 !D=A 以上 健康风险高#注意防暑降温#户外活动时应采取防护措施#不要在阳光强烈照射下运动-户
外工作者应采取防护措施)

表 (%中国气象局高温和寒潮预警与健康气象指数预警对比

中国气象局高温和寒潮预警 健康气象指数预警
预警级别 预警率 #$d% 日均死亡数M人 预警级别 预警率 #$d% 日均死亡数M人

寒潮 红色预警 " " 低温 高风险 EC$#=$A% #%$=C

橙色预警 " " 中风险 #D#$#"=CA% #C$=A

黄色预警 " " 低风险 EB%$!"=%C% #C#=D

蓝色预警 " " 适宜温度 较低 %E$$!D=CA% #!D=C

高温 黄色预警 E$$!=#"% ##%=C 高温 低风险 E%"$#D=#B% #!E=C

橙色预警 !$"=##% #E!=% 中风险 !CC$#E=EA% #!#=#

红色预警 " " 高风险 D!$%="C% #!D=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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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 !"值情况下日平均温度导致的人群健康风险

>? 冷效应 热效应
C #="!$#="" e#="C% #="E$#="" e#="A%
% #="E$#="" e#="%% #="!$#="" e#="C%
A #="E$#="" e#="%% #="!$#="" e#="C%
B #="%$#="" e#=#"% #="C$#="" e#="B%
$ #="E$#="" e#="A% #="C$#="" e#="B%

条件下的健康风险#人们历来重视极端天气事件的
预警#研发气象健康指数#指导人们适应气候变化)

国内外开发了多种极端天气的预警系统 ’A# !%# E# WE!( #

大多是基于单一温度*单一温度的衍生指标*天气类
型*气团类型*天气学指标等对极端气象事件进行预
警预报) 气象指数是气象部门运用数理统计方法#
对气温*气压*温度*风等多种气象要素和地理*天文
和季节等其他因素综合进行计算而得出的客观量化
的预测指标#较少考虑健康结局) 本研究整合气象
和死亡数据#考虑了温度健康效应的滞后性和空气
污染的协同效应#探索构建气象健康指数#是一个新
的尝试)

本研究结果显示#日平均温度与居民死亡之间
暴露&反应曲线呈 \形#是非线性关系#低温和高
温都会引起死亡风险增加#这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结
果类似 ’## EE( ) 高温对人群死亡的影响是急性效应#

低温产生的效应会比较延迟#但持续时间长#当滞后
B I 时#冷效应高于热效应#该结果也与其他研究一
致 ’E# !E# !$( ) 有多个研究发现由于温暖地区的居民
对高温长期适应#对寒冷天气更敏感#所以低温导致
的健康风险温暖地区比寒冷地区更大 ’EC( ) 所以#在
年平均气温较高的亚热带城市如广州#低温对死亡
的影响更大 ’#$# E%( )

为了减少极端气象因素的健康危害#国内外开
发了许多气象健康指数#在计算指数时多数用的温
度指标是极端温度值 ’#E# EA WE$( #分级方法是专家打分
法和经验法相结合*日最高温度结合持续时间*百分
位数或日死亡数结合其标准差等划分预警等
级 ’#C# #B# E!# E$( ) 本研究用日平均温度纳入模型#因为
分析发现日平均温度更能综合反映一天的温度效
应) 在计算健康风险时#本研究考虑了温度健康效
应的滞后性以及温度与死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健
康风险确定温度阈值及等间隔将风险分级进行预
警#是一个新的尝试)

本指数基于温度阈值 #D=CV e!%=CV#根据风
险大小将 #!=DV e#D=EV*$=%V e#!=$V*$=CV

以下分别定义为低温低*中*高风险-将 !%=%V e
!B=$V*!B=DV e!D=%V*!D=AV以上定义分为高温
低*中*高风险) 从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日均死亡人
数结果发现#低温预警的日均死亡人数高于高温预
警的日均死亡人数#高温预警中低风险时的日均死
亡人数并不低) 研究结果还显示健康气象指数风险
值较低时的日均死亡人数高于高温预警中低风险时
的日均死亡人数#可能是由于适宜温度适合一些传
染病的流行有关#以及 c‘<]控制了一些变量#消
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将温度与死亡之间的暴露&
滞后&反应关系体现出来)

本研究发现#按照中国气象局高温和寒潮预警
标准#广州市 !"##&!"#% 年高温预警天数仅占五年
总天数里的 !=!#d#且无寒潮预警-从气温&健康
效应剂量反应关系来看#此预警标准对于广州地区
而言预警率太低#达不到预警提示气温可能所致的
健康风险的作用#对于广州地区的气象预警是不合
适的) 有研究将极端温度和适宜温度之间的一段温
度定义为温和温度#研究发现大部分由温度引起的
死亡是与温和温度有关#而极端温度只贡献其中的
一小部分 ’C( -本研究结果发现虽然温和温度的 LL

值相对极端温度的 LL值低#但较低风险预警所占
天数为 !D=CAd#低温和高温的低风险预警所占天
数分别为 !"=%Cd和 #D=#Bd#可见较低和低风险预
警天数在一年中占一半以上#说明温和温度在一个
时间序列中持续的时间较长#其引起的健康风险也
不容忽视) 本研究的指数不仅能在极端温度时预
警#在温和温度预警率也较高#提醒了公众温和天气
也会带来健康风险#有利于减少温度所导致的健康
风险#以帮助人们在不同天气下提高防范意识和采
取防护措施)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未考虑人体对气温的生理
调节功能和热交换功能*其他重要的天气学指标如
气团类型等*极端温度的持续时间等) 由于参数的
选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死亡风险的预
测和适宜温度区间的设定#这些对风险预警都会产
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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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气象因素与流感样病例关系的时间序列研究
刘欣#&康敏!&马文军#&杨翌E&姚振江E&黄照#&曾韦霖#&肖建鹏#&张兵#&李杏#&刘涛#

基金项目!广东省公共卫生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广东省低碳发展专项资金"!"#A#A#

作者简介!刘欣%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

作者单位!#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E 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群贤路 #A" 号$邮编!%##CE"$/2,1-! -,I6P1+#!#DH#!A:9(2

通信作者!刘涛%主任医师%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2,1-!7Q44n!""!H#AE:9(2

摘要#目的&明确广州市气温和湿度短期变异对流感样病例"1+.-)3+Q,U-1N31--+3OO%R‘R#发病风险的影
响& 方法&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监测系统收集广州市 !"#"’!"#% 年期间每周所有哨点监测医
院的 R‘R监测数据%从广州市气象局获得同期每周的气象资料"包括平均气温"X]#和相对湿度"L5##%并根
据这些指标计算出水汽压指标"2Y#%用于代表绝对湿度& 使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c1O4*1Y)43I ‘,7<(+-1+U
3,*](I3-%c‘<]#来评估气温和湿度的短期变化"‘,7! 周#对 R‘R的影响& 结果&广州市 R‘R的发病高峰期
主要在冬春季和夏季& R‘R与平均气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随着气温的上升%R‘R风险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
势%当平均气温为 #CV时%R‘R风险最高& 与 !%V相比%平均气温为 #CV时 R‘R的风险增加 "="%E $d"D%d
@A!"="E% #d e"="B! Ad#& 随着绝对湿度的增加%R‘R风险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与 !! 2Y 相比%绝对
湿度为 #" 2Y 时 R‘R的风险最高%增加 "="CD #d"D%d@A!"="E# $d e"="AA Cd#& 然而%相对湿度与 R‘R的
相关性相对较弱& 联合作用分析发现%低温低湿条件下 R‘R风险较高& 结论&气温和绝对湿度均与 R‘R的风
险存在相关性%R‘R的风险在低温和低湿环境时较高&

关键词#流感样病例$ 气温$ 相对湿度$ 绝对湿度$ 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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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65-QT-46-,B0+=I,6,

‘R\f1+## a@<[]1+!# ]@Z3+G)+## >@<[>1E# >@8_K3+G1,+7E# 5\@<[_K,(##
_/<[Z31-1+## fR@8’1,+J3+7## _5@<[b1+7## ‘Rf1+7## ‘R\X,(#

&& BC,14+?10 "CD-?16<-,&XK3,12(.4K1OO4)I6F,O4(1+03O417,434K312J,94(.OK(*4U43*20,*1,41(+ (.432J3*,U
4)*3,+I K)21I146(+ 4K3*1ON (.1+.-)3+Q,U-1N31--+3OO$R‘R%:;-12/.,&R‘R2(+14(*1+7I,4,.(*3,9K F33N .*(2,--
O3+41+3-2(+14(*1+7K(OJ14,-O1+ [),+7QK() 1+ !"#" W!"#% F3*39(--3943I .*(24K31+.-)3+Q,O)*031--,+93O6O432(.
[),+7I(+7S*(01+91,-T3+43*.(*c1O3,O3T(+4*(-,+I S*303+41(+:]343(*(-(719,-I,4,(.3,9K F33N# 1+9-)I1+723,+
432J3*,4)*3$X]% ,+I *3-,4103K)21I146$L5%# 1+ [),+7QK() I)*1+74K3O,23J3*1(I F3*3(Y4,1+3I .*(2[),+7U
QK() ]343(*(-(719,-b)*3,):XK3+ 0,J(*J*3OO)*3$;S% F,O9,-9)-,43I F14K 4K3O31+I19,4(*O*3J*3O3+41+74K3,YO(U
-)43K)21I146$@5%:@ I1O4*1Y)43I -,7+(+U-1+3,*2(I3-$c‘<]% F,O)O3I 4(,OO3OO4K3OK(*4U43*2 $‘,7
! F33NO% 3..394(.432J3*,4)*3,+I K)21I146(+ 4K3*1ON (.R‘R:E-,F=1,&XK3J3,N O3,O(+ .(*R‘RF,O2,1+-61+
F1+43*# OJ*1+7,+I O)223*:XK3*3F,O,+(+-1+3,**3-,41(+OK1J Y34F33+ R‘R,+I 23,+ 432J3*,4)*3:@O432J3*,4)*3
*1O1+7# 4K3*1ON (.R‘R1+9*3,O3I ,4.1*O4,+I 4K3+ I39*3,O3I:ZK3+ 4K323,+ 432J3*,4)*3F,O#CV# 4K3*3-,4103*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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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F,O4K3K17K3O4:T(2J,*3I F14K 4K323,+ 432J3*,4)*3,4!%V# 4K3*1ON (.R‘R1+ #CV 1+9*3,O3I "="%E $d
$D%d@A0"="E% #d e"="B! Ad%:@O4K3,YO(-)43K)21I146*1O1+7# 4K3*1ON (.R‘RF,O,-O(1+9*3,O3I ,4.1*O4,+I
4K3+ I39*3,O3I:T(2J,*3I F14K 4K3,YO(-)43K)21I146,4!! 2Y# 4K3*1ON (.R‘R1+9*3,O3I "="CD #d $D%d@A0
"="E# $d e"="AA Cd% ,4#"2Y:T(+03*O3-6# 4K3,OO(91,41(+ Y34F33+ *3-,4103K)21I146,+I R‘RF,O*3-,4103-6
F3,N:@+ ,+,-6O1O(+ 4K39(2Y1+3I 3..394.()+I 4K,44K3*1ON (.R‘RF,OK17K3*1+ -(F432J3*,4)*3,+I -(FK)21I1U
46:G/0?=F,6/0,&X32J3*,4)*3,+I ,YO(-)43K)21I146F3*3,OO(91,43I F14K 4K3*1ON (.R‘R# ,+I 4K3*1ON (.R‘RF,O
K17K3*1+ -(F432J3*,4)*3,+I -(FK)21I146:

H-I J/4.,01+.-)3+Q,U-1N31--+3OO#432J3*,4)*3#*3-,4103K)21I146#,YO(-)43K)21I146# I1O4*1Y)43I -,7+(+U-1+3,*2(I3-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极易引起大范围流行#严重威胁
着人类健康#是首个全球监测的传染病 ’#( ) 目前#

流感样病例 $1+.-)3+Q,U-1N31--+3OO#R‘R%是监测流感
的重要指标#它能在流感暴发早期有效地识别暴发
迹象#预警流感大流行的发生#为流感病原学监测及
制定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

流感的流行与气候*环境因素有一定的相关
性#气象因素对流感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
点) 已有研究发现气温和湿度是影响流感流行最
为重要的两个指标#气温越低*湿度越小#流感发
生的风险越大 ’E W##( ) 然而#大部分研究关注平均
气温和相对湿度#较少研究探讨其他气温指标和
绝对湿度的影响#一些研究提示这些指标对流感
的影响可能更重要 ’C# A##!( ) 为了明确广州市气象
因素对流感发病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时间序列
方法分析 !"#"&!"#% 年每周气温和湿度对流感
样病例的影响#结果可为开发流感预警系统提供
技术支持)

$%材料与方法

#=#&数据收集
广州市 !"#"&!"#% 年期间每周的流感样病例

$R+.-)3+Q,U-1N3R--+3OO#R‘R%资料来源于广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流感样病例监测系统) 流感样病例
定义为体温超过 E$ 摄氏度#伴咳嗽或咽痛之
一者 ’#E( )

同期气象数据来源于广州市气象局#主要气象
指标有日平均气温 $X]%*日平均相对湿度 $L5%*

日总降雨量$L,1+%等) 绝对湿度$@5%采用蒸气压
$;S%表示 ’#!( #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计算日平均气温的饱和蒸气压$%E$.%%#

计算公式如下0

%E$.% ,%E$."% o3PJ
!
’F

#
."
C #( )( ).

$#%

式中0%E$." %&参考气温 ." $!BE=#% a%时的饱和蒸
气压#等于 A=## 2Y-

!&水的蒸发热量$! !%B N’MN7%-
’F&水蒸气的气体常数$CA#=%E ’M$N7a%%-
.&日常环境气温$a%)
随后#再用相对湿度$L5%进一步计算蒸气压0

F:,%E$.% B
’2
#""

$!%

&&从国家环境监测站获取同期广州市空气污染物
中可吸入颗粒物$S]#"%每日浓度#根据每日气象数
据求平均值得到每周气象数据#同理求得 S]#"每周
数据#与每周的 R‘R病例数联合进行分析)
#=!&统计学方法

由于每周流感样病例比例的统计学分布服从反
高斯分布 ’#C( #我们使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 $c1OU
4*1Y)43I ‘,7<(+-1+3,*](I3-#c‘<]%来评估每周平
均气温*相对湿度和绝对湿度对 R‘R的影响) 以平
均气温$X]%为例#模型如下

‘(7*’+&( ,!-".&#/-#E$&34%&# >?% -
#E$’2&# E% -#E$’"3#&# E% $E%

式中0&&观测的周数$##!#E1E#E%-
+&&观察 &周的流感样病例占全病例的百分
比$d%-

!&常数-
.&#/&周平均气温与滞后周的交叉基-
/&滞后周数$" eE%-
"&.&#/的系数)
在敏感性分析中#S]#"纳入模型中进一步验证

周平均气温*相对湿度*相对湿度与 R‘Rd之间的关
系#以平均气温$X]%为例#模型如下

‘(7*’+&( ,!-".&#/-#E$&34%&# >?% -
#E$’2&# E% -#E$’"3#&# E% -
#E$:;#"&#E% $C%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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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样条函数$>?pE#>%)7%%pE%来估计气温
对 A!A是非线性效应#使用自然样条函数$ >?p!%来
估计气温的滞后效应 ’#%H#A( #由于流感的潜伏期为
$B e#"%I 左右 ’#B( #滞后时间选为 ! 周-&34%&$##!#
E#1#E#E%为时间序列变量#用于控制时间的长期
趋势-’I&为相对湿度-’"3#&为降雨量-:;#"&为可吸
入颗粒物-自由度$ >?%的选择依据赤池信息量准则
$@N,1N31+.(*2,41(+ 9*143*1(+# JA@% 的值最小为原
则) 采用近似的方法分别分析了相对湿度和绝对湿
度对 R‘R的影响)

最后#分别将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分
别分成三组#即平均气温 $ i#D=%EV##D=%EV e
!A=!!V# q!A=!!V%*相对湿度 $ iB%d#B%d e
$#=$Ad# q$#=$Ad% 和绝对湿度 $ q#%=#% 2Y#
#%=#% e!E=D" 2Y# q!E=D" 2Y%#分别组成九个亚组
纳入模型研究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对 R‘R的联合
作用)

以上所有分析为双侧检验#:i"="% 为显著性
水平#所有统计分析采用 L软件 $E=C=# 版本%#及
&&&

c‘<]软件包进行分析)

&%结果

!=#&基本特征
广州市 !"#"&!"#%年期间#监测医院的门诊就诊

总量为 BA# $!! 人次#其中流感样病例数为 E$ %"E 例#
占门诊总量的 %="%d) 每周平均流感样病例数为
#"" 人次) 周平均气温为 !!=DDV#相对湿度 BD=""d#
绝对湿度 #$=BB 2Y#S]#"为 AE=AE !7M2

E$表 #%)
时间分布趋势显示#不同年份之间的 R‘R差别

较大#!"## 年发病水平较高#!"#E 年发病水平最低)
发病高峰期主要在冬春季和夏季$图 #%)
!=!&气温与 R‘Rd的关系分析

R‘R发病风险与平均气温存在相关性#随着气温
上升#R‘R风险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当平均气温
为 #CV时#R‘R风险最高) 与 !%V相比#平均气温为
#CV 时 R‘R的 风 险 增 加 "="%E $d $ D%d @A0
"="E% #d e"="B! Ad%) 低温对流感样病例的影响
大于高温#主要呈现为低温效应$图 !%)

表 $%&K$K$&K$) 年基本信息的一般特征描述

变量 :!% 均值 :B% 最小值 最大值

周平均 R‘R病例数M人 AC #"" #%A !C C!$

周平均门诊总病例数M人 # $BE ! E"# ! $%D $BB C $D"

R‘R占总病例数百分比Md E=C# C=C" %=%C !=#B D=AC

平均气温MV #B="" !!=DD !B=!B B=EE" E#=%B

相对湿度Md BE="" BD="" $E="" CC=B# D%=CE

绝对湿度M2Y #E=EE #$=BB !%=EE %=CE !B=D$

S]#" M!7M2
E %"=%# AE=AE $E="D !A=A# !E!=#A

图 $%#9#U和气象因素一般特征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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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气温%湿度与 #9#U之间的关系

!=E&湿度与 R‘Rd的关系分析
R‘R与相对湿度的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相对湿

度的增加#R‘R的风险先上升后降低) 当相对湿度为
AAd时#R‘R风险最高) 与 %"d相比#相对湿度为
AAd时 R‘R的风险增加 "="!A %d$D%d@A0"=""! !d e
"="%" $d%) 而绝对湿度与 R‘Rd的相关性则较明
显) 随着绝对湿度的增加#R‘R风险呈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 当绝对湿度为 #" 2Y 时#R‘R风险最高) 与
!! 2Y 相比#绝对湿度为 #" 2Y 时 R‘R的风险增加
"="CD #d$D%d@A0"="E# $d e"="AA Cd%) 在绝
对湿度为$#" e!"% 2Y 范围 R‘R风险较高$图 !%)
!=C&气温与湿度对 R‘R的联合作用

将平均气温与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分别进行联
合分析#随着平均温度与相对湿度的不断降低#R‘R

风险不断上升#低温低相对湿度组 R‘R风险最高$图
E%-同样地#随着平均气温与绝对湿度的不断降低#
R‘R风险不断增加#低温低湿组与低温中度绝对湿度
组 R‘R的风险均较其他组高 $图 C%) 综合分析#相
对湿度*绝对湿度与平均温度的联合作用下#低温低
湿环境下 R‘R的风险较高)

图 ’%气温与相对湿度对 #9#风险的联合作用

图 (%气温与绝对湿度对 #9#风险的联合作用

!=%&敏感性分析
将 S]#"分别纳入气温*相对湿度*绝对湿度与

R‘Rd关系的模型中进行控制#与未纳入 S]#"的模型
的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S]#"对气温*绝对湿度与
R‘Rd的关系影响较小#对相对湿度有一定的影响#
相对湿度对 R‘Rd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 ! 和
图 %%)

’%讨论

流感流行趋势可以用每日或每周流感样病例数
来反映 ’$# #$( #是流感监测的重要指标) R‘Rd一般在
#d e#"d之间#广州市 !"#"&!"#% 年的 R‘Rd平均
值为 %="%d#与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 #D W!!( )

!"#"&!"#% 年 A 年间 R‘R就诊百分比出现数个
发病高峰#不同年份均观察到相类似的季节性效应#
即冬春季和夏季各有一个高峰) 有研究表明#流感
流行峰值时间与气候等因素相关#温带地区流感流
行高峰多在冬春季 ’##( #可能原因是通过动力学共
振#流感病毒传播效率的季节性轻微变化可以产

.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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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模型纳入 V;$K前后最高相对危险度变化情况

影响因素 未纳入 S]#"的 ’’],P$D%d@A% 纳入 S]#"后的 ’’],P$D%d@A%

气温 "="%E $d$"="E% #d#"="B! Ad% "="%C Dd$"="EA Ed#"="BE %d%

相对湿度 "="!A %d$"=""! !d#"="%" $d% "=!!" Dd$ W"=""# %d#"="C% Bd%

绝对湿度 "="CD #d$"="E# $d#"="AA Cd% "="%# Dd$"=EC$ %m#"=A$$ Dd%

图 )%模型纳入 V;$K后温度%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分别与 #9#U的关系

生强烈的流感发病季节周期 ’!E( #而绝对湿度的季节

性循环可能是产生这种共振的因素 ’C( ) 热带地区

流感流行高峰多分布于夏季 ’!C( #近年来#部分热带*

亚热带地区 ’!%(也报道每年在冬春季还存在一个发
病高峰) 广州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相对温和湿
润#因此在冬春季交替换季以及夏季湿热天气出现
流感高峰)

本研究表明#R‘R的风险与平均气温存在相关
性#随着气温的上升#R‘R风险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
势#当平均气温为 #CV时#R‘R风险最高) 这与上海
地区*南京地区的报道一致 ’E# D( ) 与 !%V相比#平均
气温为 #CV时 R‘R的风险增加 "="%E $d#当平均气
温大于 #CV时#R‘R发生的相对危险度随气温的升
高而降低#气温低时#R‘R的相对危险度较高) 这些
发现#为有效识别流感爆发早期#风险评估及预警流
感大流行的发生提供重要信息)

在平均气温与 R‘Rd关系的研究中#低温效应均
大于高温效应#主要呈现为低温效应) 这种低温效
应与’,23OX等 ’!A(的研究结果一致) 低温可能会促
使人们待在室内的时间增多#导致室内拥挤#从而增
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机会 ’!B( -动物实验发现 ’!$( #低
温下#鼻粘膜粘液的分泌会增加黏液层的粘度#并减
少纤毛运动的频率#呼吸的冷空气会减缓粘液纤毛
的清除速度#从而促进呼吸道内的病毒传播-另外#

低温冷却粘膜层#寄宿在上呼吸道的病毒更稳定#有
利于其进一步扩增进而引起病毒的再次感染)

研究表明#R‘R的风险与相对湿度有一定的相关
性#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加#R‘R的风险先增加后降低)

当相对湿度为 AAd时#R‘R风险最高) 而绝对湿度
与 R‘Rd的相关性则较明显#随着绝对湿度的增加#
R‘R风险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当绝对湿度为
#" 2Y 时#R‘R风险最高) R‘R发病危险度较高集中
在绝对湿度为$#" e!"% 2Y) 将 S]#"进一步纳入模

型中可见#控制因素 S]#"对气温*绝对湿度与 R‘Rd

的关系影响较小#对相对湿度与 R‘Rd关系有一定影
响#相对湿度对 R‘Rd的影响较不稳定#进一步说明
了在研究气象因素与 R‘R之间的关系中#绝对湿度
是比相对湿度更稳定的气象指标) 越南热带*亚热
带地区相似研究也发现 ’A( #R‘R季节性与绝对湿度

的季节性关系最为密切) ’3..*36等 ’!D(发现流行性
感冒的季节性和个别冬季流感爆发的发生与绝对湿
度的下降密切相关) ’3..*36等 ’!D(和 ]3-01+ 等 ’C(也
发现绝对湿度在对流感的传播和季节性解释上比相
对湿度更有意义#蒸气压在控制空气中流感病毒的
传播时的作用比气温和相对湿度都要大) 可能原因
是#高空气湿度水平会导致含脂血症病毒如流感病
毒的表面失活#进而影响流感病毒的稳定性) 近年
来#低绝对湿度已被证明可以增加流感病毒的传播
能力#并已被确定为影响温带地区流感的发生的因
素 ’A( ) 动物实验也表明 ’!$( #当绝对湿度降低时#流
感病毒的传播能力增强) 美国流行病学的研究表
明#绝对湿度是流感发病的良好预测指标 ’!D( ) 将气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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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与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分别进行联合分析表明#在
低温低湿气象条件下#R‘R的风险更高#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近似) 例如#’,23OX等 ’!B(研究也发现#干
冷环境下发生季节性流感的风险明显升高) 我们前
期对 5B<D 的研究也发现 ’#!( #我国南方地区在低温
低湿天气条件时#发生 5B<D 流行的风险高于其他
时间) 目前在国内大多文献研究关注相对湿度这一
因素#进一步开展绝对湿度与 R‘R之间的关系及其
机理研究将对流感传播流行的预测与防控提供有效
帮助)

虽然本研究发现气象因素可以影响流感流行#
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0首先本研究所选择用的时间
段为 !"#"&!"#% 年#研究时间仍较短#不同年份的
流感病例的突然增加或降低与疾病的长期流行趋势
有关#相对较短的研究时间尚不能揭示这一流行趋
势#仍需长时间观测-其次#气象因素对人群中 R‘R
的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流感流行有很多未知
的混杂因素#本研究没有控制这些混杂因素-调查仅
在广州市人群分析了气象因素与 R‘Rd的关系#样本
量有限#难以外推#其他地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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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汕头市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及其与气象之间的关系%为手足口病的疫情防控提供支撑&

方法&描述性流行病学指标分析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采用广义相加模型分析汕头市 !"##’!"#% 年周气象
因素"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压(平均气温(平均水汽压(降雨量#对手足口病发病数的影响& 结果&
!"##’!"#% 年%汕头市共报告手足口病 CB %DE 例%年均发病率为 #BE=%BM#" 万& % 岁以下发病数占总发病人
数的 D!=%#d%其中"# e!#岁组占比最高"E!="!d#& 年发病流行趋势以双峰为主%高峰集中在"C’A#月%
小高峰在"D’###月%呈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滞后一周建立的广义相加模型显示周平均气温与手足口病的
发病数近似呈线性关系%两者呈递增关系%达到 !%V后%发病数递增速度呈降低趋势$周相对湿度与发病数
呈线性关系%表现为单调递增关系& 结论&高气温(高湿度可导致手足口病发病率升高%应根据流行特征及
气候变化做好疫情预测和防控工作&

关键词#手足口病$ 气象因素$ 广义相加模型$ 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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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K,(P1+7## ‘R‘1J1+7!# _5@<[_1-)E# 5/f1,(61!# X@<f)3*)1## f\[),+7P1+7C# _5@<[f)Y1+C

&& BC,14+?10 "CD-?16<-,&X(,+,-6Q34K3J*30,-3+49K,*,943*1O419O(.K,+IU.((4U2()4K I1O3,O3$5?]c% 1+
^K,+4() ,+I 14O*3-,41(+OK1J F14K 2343(*(-(719,-.,94(*O:;-12/.,&L34*(OJ3941031+03O417,41(+ F,O)O3I 4(*303,-
4K3J*30,-3+93(.5?]c1+ ^K,+4() 1+ !"## W!"#%:@[3+3*,-1Q3I @II14103](I3-$[@]% F,O)O3I 4(,+,-6Q3
4K3*3-,41(+OK1J Y34F33+ 5?]c1+91I3+93,+I F33N-62343(*(-(719,-.,94(*O:E-,F=1,&@4(4,-(.CB %DE 5?]c9,U
O3OF3*3*3J(*43I 1+ !"## W!"#% 1+ ^K,+4():XK3,++),-1+91I3+93F,O#BE=%BM#"%:XK39K1-I*3+ )+I3*4K3,73
(.% ,99()+43I .(*D!=%#d (.4K34(4,-+)2Y3*(.9,O3O# ,2(+74K32# 4K3$# e!% 63,*U(-I 7*()J K,I 4K3K17K3O4
J*(J(*41(+ $E!="!d%:XK3J*30,-3+93(.5?]c63,*-61+ ^K,+4() ,JJ3,*3I 4(Y3,4F(UJ3,N F14K (Y01()O-6O3,U
O(+,-.3,4)*3:XK3.1*O4J3,N F,O1+ @J*1-4(’)+3,+I 4K3(4K3*O2,--J3,N F,O1+ ^3J432Y3*4(<(032Y3*:XK3
F33N-6,03*,73432J3*,4)*3# ,03*,730,J(*J*3OO)*3# *3-,4103K)21I146# *,1+.,--,+I ,03*,73,42(OJK3*19J*3OO)*3
F14K (+3F33N -,7F3*3O17+1.19,+4-6,OO(91,43I F14K 4K3F33N-6+)2Y3*(.5?]c9,O3O:XK3*3F,O,-1+3**3-,41(+U
OK1J Y34F33+ 4K3F33N-6,03*,73432J3*,4)*3,+I F33N-6*3-,4103K)21I146F14K F33N-61+91I3+93(.5?]c:
G/0?=F,6/0,&517K 432J3*,4)*3,+I K17K K)21I1469()-I 1+I)934K31+9*3,O3(.5?]c1+91I3+93:XK3O4*,4376.(*
J*3I1941(+# J*303+41(+ ,+I 9(+4*(-(.5?]cOK()-I Y32,1+-6Y,O3I (+ 9-12,439K,+73,+I 4K33J1I32199K,*,943*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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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419O(.4K3I1O3,O3:
H-I J/4.,0 K,+IU.((4U2()4K I1O3,O3# 2343(*(-(719,-.,94(*# [3+3*,-1Q3I @II14103](I3-# 3J1I32194*3+I

&&手足口病是全球性的传染病#世界大部分地区
均有该病流行的报道) 该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主要以柯萨奇病毒 @#A 型和肠道病毒 B#
型多见) 其病毒传染性强*隐性感染比例大*传播途
径复杂*传播速度快#在短时间内可造成较大范围的
流行#疫情控制难度大’# W!( ) 截止至 !"#% 年末#全国
累计报道手足口病近 # C"" 万例#死亡达 E E"" 多例#
病死率为 "=!EAs#发病率排在法定传染病的第一
位#病死率排在前五位 ’E( ) 近年来#手足口病也一
直是汕头市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汕头市位于广东省
东部#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全市
温和湿润*阳光充足*雨水充沛) 春季潮湿#盛夏高
温#常受台风袭击#秋季凉爽干燥#冬季无严寒) 而
手足口病在我国的流行具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南北地区的发病高峰时间和流行周期因维度不同而
有较大差异#有研究指出气象因素可能对手足口病
发病具有显著影响 ’C( ) 本文通过分析汕头 市
!"##&!"#% 年手足口病监测资料及气象报告资料#
探讨手足口病流行趋势及其与气象因素之间的关
系#为本地区手足口病的疫情预防及控制工作补充
新的客观信息)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及整理
!"##&!"#% 年汕头市手足口病的疫情数据由广

东省汕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包括每日上报的
病例数#每个病例的年龄*性别*职业及病情危险程
度) 汕头市区常住人口数来源于汕头市统计年鉴)
同期的气象因素资料#包括平均气温$V%*相对湿度
$d%*日照时数 $ K%*平均风速 $2MO%*平均气压
$KS,%*平均水汽压$KS,%*$!" e!"%K 时降水量$22%
等 B 个因素下载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因手足口病的潜伏期为$E eB% I#本研究以周
为单位进行分析) 手足口病发病例数按周进行求和
统计-气象资料均按周取其平均值)
#=!&统计方法

利用/P93-!"#" 建立数据库#运用软件LE="=#
进行数据处理)
#=!=#&描述性分析&采用构成比*平均值*标准差*
最大值*最小值等描述性流行病学指标分析手足口

病的流行特征-将年总发病人数除以相应的年常住
人口数#即可得到年发病率)
#=!=!&相关分析&采取 ^J3,*2,+ 相关分析探讨手
足口病发病数与各气象因素的相关关系#对相关的
气象因素做线性分析和共线性诊断-分析各气象因
素与同期手足口病发病数$‘,7"%*滞后$# eB%周发
病数$‘,7# e‘,7B%间的相关关系#选择有统计学意
义且相关系数最大的周数为最佳滞后期#本研究确
定 # 周为最佳滞后期-以 @RT准则和自变量拟合系
数显著性大小作为标准筛选出主要气象因素#本研
究纳入模型的因素为周平均气温和周相对湿度-通
过逐步回归建立负二项分布的广义相加模型
$[@]%#分析气象因素与手足口病发病的暴露 W反
应关系-采用模型残差 S@T?绝对值之和最小的模型
求得各个因素的自由度#周数*周平均气温及周相对
湿度的自由度分别为 #*!*#) 最终模型建立如下0
‘(7$:7$+&%% ,!-#E$=%%K#>?% -E$&%4#>?% -

E$IL4#>?% -*$+&%#
式中0+&手足口病周发病人数#例-

!&截距-
#E&自然立方样条函数-
=%%K&周数#周-
>?&自由度-
E$&%4% &周平均气温的平滑函数-
E$IL4% &周相对湿度的平滑函数-
&%4&周平均气温#V-
IL4&周相对湿度#d-
*$+&%# &滞后 # 周的手足口病发病数#例)

&%结果

!=#&!"##’!"#% 年期间汕头市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
!"##&!"#% 年汕头市累计手足口病 CB %DE 例#

年均发病率为 #BE=%BM#" 万-死亡 #E 例#病死率为
"="Ed) !"##&!"#% 年的发病率依次为 #DD=$#M#"
万* #D!=D#M#" 万* #%$=CAM#" 万* !#C=#DM#" 万*
#"E=CDM#" 万#其中 !"#C 年手足口病发病数较 !"#E
年增加了 EA=!Bd#年报告例数达 ## $E# 例) 而每
年的发病曲线除了 !"#E 年为单峰分布现象外#其余
C 年均为双峰分布#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C&A%月
和$D&##%月$图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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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汕头市 &K$$$&K$) 年手足口病周发病趋势图

表 $%&K$$$&K$) 年汕头市手足口病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U()

!"## 年 !"#! 年 !"#E 年 !"#C 年 !"#% 年 合计
年龄M岁
& e# # EEB$#!=E%% # %EE$#C=%D% # %"B$#B=EA% # !BD$#"=$#% D$$$#B=#D% B !AB$#E=DA%
& e! E E$!$E#=!%% E EAD$E!="A% E #AE$EA=CE% E C#C$!$=$A% # D#E$EE=!D% #A BEA$E!="!%
& eE ! DB%$!B=CD% ! A#E$!C=$A% # $$A$!#=B!% ! DEE$!C=BD% # EE$$!E=!D% #E "A#$!C=A$%
& eC # A#!$#C=$D% # A"C$#%=!A% # "A!$#!=!E% # DEB$#A=EB% $CB$#C=BC% B BBE$#C=$C%
& e% B"%$A=%#% B#B$A=$!% %#%$%=DE% # "$D$D=!"% E"B$%=EC% E AAB$B=""%
& e#C BB%$B=#A% AEC$A="E% CDD$%=B%% # #!$$D=%E% EE#$%=BA% E B"$$B="B%
& q#% E$$"=E%% C"$"=E$% %"$"=%$% %#$"=CE% !!$"=E$% !#E$"=C!%

性别
&男 B #D%$AA=CB% B "E!$AA=D#% % !B"$A"=B"% B !#D$A#="!% E A""$A!=A%% E" E#A$AE=B"%
&女 E A!D$EE=%E% E CB$$EE="D% E C#!$ED=E"% C A#!$E$=D$% ! #CA$EB=E%% #B !BB$EA=E"%

身份
&散居儿童 D C!!$$B="%% D A"#$D#=E%% B $A#$D"=%C% $ DB%$B%=$A% C B%!$$!=B"% C" A##$$%=EE%
&幼托儿童 # ##!$#"=!B% AAA$A=EC% A""$A=D#% ! %"%$!#=#B% $B#$#%=#A% % B%C$#!="D%
&学生 !AE$!=CE% !#"$!=""% #$C$!=#!% E##$!=AE% #"$$#=$$% # "BA$!=!A%
&其他 !B$"=!%% EE$"=E#% EB$"=CE% C"$"=EC% #%$"=!A% #%!$"=E!%

&&!"##&!"#% 年#汕头市共报告 % 岁以下的手足口
病 CC "!% 例#占总发病数的 D!=%#d) 其中#! 岁组
$#A BEA 例%占总发病数的 E!="!d#在各个年度均居
各年龄组首位-次之是 E 岁组$#E "A# 例%占总发病数
的 !C=A$d) 男病例数高于女病例数#每年的男女比
为 #=%t# e!="t#) $%=EEd$C" A## 例%的病例为散居
儿童#其次是幼托儿童$占 #!="Dd%$表 #%)
!=!&手足口病周发病数与周气象因素的基本情况

汕头市 !"##&!"#% 年每周均有手足口病病例
的报告#平均每周报告 #BD=A" 例#周最高报告数在
!"#C 年 % 月份#当周报告 $B#="" 例$表 !%)

汕头市全年气象因素变化不同$表 !%#其中气
压*气温*水汽压*相对湿度及降雨量的季节性明显#
而风速和日照无明显季节特征) 周平均风速均值为
$#=$% j"=E!% 2MO#日照时数均值为$%=!A j!=AB% K#
平均气压在$# "#E=!E jA=E$% KS,之间#平均气温在

$!!=%E j%=$E %V之间#平均水汽压在 $ !#=$B j
$=#"% KS,之 间# 平 均 相 对 湿 度 在 $ B%=%% j
$=$D%d#降水量均值在$E=$" jA=!$% 22之间)

表 &%&K$$$&K$) 年汕头市手足口病周发病数和周
气象因素数据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病例数M例 #BD=A" #CD=#" $B#="" !=""
平均风速M$2MO% #=$% "=E! E="" #=#"
日照时数MK %=!A !=AB ##=#" "=""
平均气压MKS, # "#E=!E A=E% # "!%=A" DD$=B"
平均气温MV !!=%E %=$E E#=C" $=A"
平均水汽压MKS, !#=$B $=#" EC=A" %=C"
相对湿度Md B%=%% $=$D D!=B" C$=%"
$!" e!"%K降雨量M22 E=$" A=!$ EC="" "=""

!=E&主要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周发病数的影响效
应分析

^J3,*2,+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E) 排除与发病数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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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不显著的周平均风速及日照时数#对与发
病数相关显著的气象因素 $周平均气压*周平均气
温*周平均水汽压*周相对湿度及降雨量%做共线性
分析#结果$表 C%可见某些因素间存在共线性现象)
其中平均气压*平均气温和平均水汽压三者间的相
关系数绝对值在 "=$D" e"=DC% 之间波动#彼此间的
相关性较强) 从专业性考虑#平均气温在这三者中
对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模型拟合中舍弃
了平均气压和平均水汽压两个因素)

表 ’%&K$$$&K$) 年汕头市各气象因素和发病数的
T>-+45+0单因素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值
平均风速 "=!!E "="B"

日照时数 W"=#"% "="DE

平均气压 W"=A$! i"=""#

平均气温 "=A%% i"=""#

平均水汽压 "=AD! i"=""#

相对湿度 "=C"E i"=""#
$!" e!"%K 降雨量 "=E%% i"=""#

表 (%&K$$$&K$) 年汕头市各气象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周平均
气压

周平均
气温

周平均
水汽压

周相对
湿度

周降
雨量

周平均气压 #=""" W"=$D" W"=D!# W"=CBA W"=C%$

周平均气温 W"=$D" #=""" "=DC% "=C!B "=!!A

周平均水汽压 W"=D!# "=DC% #=""" "=CD" "=C"%

周相对湿度 W"=CBA "=C!B "=CD" #=""" "=E""

周降雨量 W"=C%$ "=!!A "=C"% "=E"" #="""

&&注0所有 :i"=""#

&&[@]模型中引入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两个因
素的平滑函数#其对手足口病发病数的影响效应
$图 !% ) 结果显示周平均气温与手足口病周发病
数的变化基本表现为线性关系#发病数随平均气
温的升高而递增#在平均气温达 !%V后#发病数递
增速度呈降低趋势) 而周相对湿度与手足口病表
现为线性关系#随着周相对湿度的递增#发病数也
单调递增)

’%讨论
本研究手足口病动态流行趋势结果显示#汕头

市 !"##&!"#% 年的年均发病率为 #BE=%BM#" 万#其
中 !"#C 年发病率为 !#C=#DM#" 万#高于以往年发病
率#在同年 % 月份出现一个急剧上升的高峰#这与汕
头市澄海区在该时间段暴发 % 起手足口病疫情有
关) 相比国内总体水平 $!""$ 年 EB=A"M#" 万提高
到 !"#C 年 #ED=A"M#" 万% ’%( #汕头市发病率高于国
内总体水平#这与汕头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本结
论与国内手足口病空间分布的研究结论相符#其认
为手足口病的发病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和南部
的患病率高于其它地域 ’A( ) 但汕头市的手足口病
发病率又低于广东省平均年发病率 ’B W$( #这应与本
市外来人口数量不大#流动性不强的特点有关) 在
本研究中#手足口病的发病数无法剔除流动人口数#
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理论上会导致计算的发病率
比实际数稍高一点#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性) 汕头
市手足口病发病年龄以 % 岁以下儿童为主#占总发
病数的 D!=%#d#与其它报道一致 ’D( ) 其中又以
!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E!="!d%#次之是 E 岁年龄
组$!C=A$d%#可能与低龄幼童被动免疫消退*主动
免疫未建立而导致的免疫水平相对低下有关 ’#" W##( #
也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户外活动相对增多#又未形
成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等原因相关) 在本研究中#
男性发病人数高于女性#与其它的研究结果一
致 ’#!( #因目前对病毒传播与性别的关系尚不清楚#
所以一般归因于男性的天性活跃以及本地区家长对
男童患病后就诊比女童更关注)

以往研究显示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与东南亚沿
海及岛屿国家的手足口病发病周期显著相关 ’#E( #温
带*亚热带*热带等不同的气候特征对手足口病疫情
的影响不同) 汕头市 !"##&!"#% 年每周均报告有
手足口病病例#年度一般呈双峰现象#高峰集中在
$C&A%月#小高峰集中在 $D&##%月#季节性突出)
$B&$%月发病数有所回落#这期间正是易感儿童
&&&&

图 &%温度和相对湿度对手足口病周发病数影响的效应图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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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暑假期#又正是酷暑天气#大大减少了人群交叉
感染的机会) 本研究的发病高峰期与其它南方地区
的报道一致’####C( #有别于大部分北方地区单峰的情
况’#%( #这也说明了南北地区在发病高峰存在差异性)

汕头市处于赤道低气压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之
间#濒临南海#四季不分明#平均气温 #$V e!!V#
天气潮湿#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使人们容易接触到传
染病宿主#发生传染性疾病) 本研究建立的模型结
果显示本市的周平均气温和周相对湿度与手足口病
周发病数基本表现为线性关系#可作为预测手足口
病发病的主要气象因素) 平均气温在 !%V后对发
病数的影响效应开始减弱#这与其它地区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 ’#A W#B( #发病数均随着平均气温的升高而
递增#达到一定温度后#递增速度减弱) 而全国的一
项研究指出平均气温与发病数呈倒 ;关系 ’A( #发病
数随着气温升到 !BV后开始呈递减关系) 由此认
为这可能与人们在高温天气下减少了室外活动#从
而减少感染机会有关系#因此对发病数的影响效应
减弱) 而全国的平均最高气温$超过 C"V%远高于
汕头市的平均最高气温$E#=CV%#所以在高于 !BV
的气温对手足口病发病数的影响与地区间最高气温
的不同而有所不一致)

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的影响普遍存在滞后效
应 ’#$ W#D( #以$#&!%周多见#本研究的主要气象因素
滞后期为 # 周#这与患者感染病毒后到医院就诊的
周期一致#因手足口病存在$E eB%I 的潜伏期#所以
患者一般在 B I 后才出现临床症状) 本研究显示高
气温及高湿度可导致汕头市手足口病发病率的升
高#在控制长期趋势及滞后效应等因素后#本研究以
周平均气温和周平均相对湿度建立的模型较好地拟
合了当地手足口病的发病趋势) 可见#本市的手足
口病防控工作除了在生物因素方面#还应重点关注
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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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健康专栏"

广州市大气 S]!=%中常见离子浓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郑敬严#&郭凌川#&钟志雄!&余胜兵!&李敏!&曾韦霖#&李杏#&刘涛#&马文军#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 "@!"#A!!# 和 @!"#A!%"#$广州市科技计划 "!"#B"B"#"CBA#

作者简介!郑敬严%技师%主要从事大气环境与人体健康研究

作者单位!#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群贤路 #A" 号$邮编!%##CE"$/2,1-!D!"$"!"!EHgg:9(2

通信作者!郭凌川%副研究员%从事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2,1-! 7-9YQYOH#!A:9(2$

马文军%主任医师%从事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2,1-! 2,FGH7I1JK:(*7:9+

摘要#目的&评估广州 S]!=%中无机水溶性离子浓度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法&于 !"#%’!"#A 年在广州
市采集逐日 S]!=%样品%经过浸水超声提取%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其中水溶性无机离子 "T-W(<8W

E (^8
! W
C (

<5u
C #浓度&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温度(湿度(降雨量(!C K 气流来源等因素对逐日浓度的影响& 用浓度均

值和时间序列中的季节特征分析无机离子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结果&T-W(<8W
E (^8

! W
C (<5u

C 的浓度均值分
别为 "=DD(%=B%(D=#D(C=A# !7M2E$S]!=%及无机水溶性离子主要来自工业排放& 降雨量是影响 <8W

E (^8
! W
C (

<5u
C 逐日浓度的最重要因素%)休息日*是影响 T-W逐日浓度的最重要因素& 无机离子浓度随时间变化呈旱

季高(雨季低的趋势%但不同离子浓度的时间变化趋势略有不同& 结论&以降雨量为主的各种影响因素随时
间变化%导致旱季无机离子浓度较高%应根据季节特点制订防控措施&

关键词#S]!=%$ 常见离子$ 影响因素$ 季节变化$ 时间序列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

G2+4+?1-46,16?,/3G/55/0#/0,60B15/,>2-46?N60-V+416?=-,60RF+08P2/F+0.
S2-64#03=F-016+=N+?1/4,

_5/<[’1+76,+## [\8‘1+79K),+## _58<[_K1P1(+7!# >\^K3+7Y1+7!# ‘R]1+!# _/<[Z31-1+##
‘Rf1+7## ‘R\X,(## ]@Z3+G)+#

&& BC,14+?10 "CD-?16<-,&X(30,-),434K39K,*,943*1O419O(.F,43*O(-)Y-31+(*7,+191(+ 1+ ,42(OJK3*19S]!=%

,+I 4K31*1+.-)3+41,-.,94(*O:;-12/.,&c,1-6S]!=% O,2J-3OF3*39(--3943I 1+ [),+7QK() .*(2!"#% 4(!"#A:XK3
-303-(.F,43*O(-)Y-31+(*7,+191(+ $T-W# <8W

E # ^8
! W
C ,+I <5u

C % 1+ S]!=% F3*33P,21+3I F14K )-4*,O(+193P4*,9U
41(+ ,+I 1(+ 9K*(2,4(7*,JK6:XK3,OO(91,41(+ Y34F33+ 4K3-303-(.I,1-69(22(+ 1(+ ,+I 4K31*1+.-)3+41,-.,94(*O#
O)9K ,O432J3*,4)*3# *3-,4103K)21I146# J*391J14,41(+ ,+I 4K3O()*93(.,1*O4*3,2F14K1+ !C K# F,O,+,-6Q3I Y6,
2)-41J-3-1+3,**37*3OO1(+ 234K(I :^3,O(+,-9K,*,943*1O419O(.9(22(+ 1(+OY,O3I (+ 4K3,03*,73-303-,+I 4123
O3*13OF3*3,+,-6Q3I:E-,F=1,&XK3,03*,73-303-(.S]!=% F,OAE=E !7M2

E# ,+I 4K3,03*,73-303-(.T-W# <8W
E #

^8! WC ,+I <5u
C F3*3"=DD# %=B%# D=#D ,+I C=A# !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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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

E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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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5u

C # FK1-34K3+F33N3+IO, F,O4K32(O412J(*4,+4.,94(*.(*I,1-6T-U-303-:XK3-303-O(.
9(22(+ 1(+OF3*3K17K3*1+ I*6O3,O(+O,+I 4K36F3*3-(F3*1+ F34O3,O(+O- I1..3*3+41(+OK,I 4K31*(F+ 9K,*,943*U
1O419O:G/0?=F,6/0,&b,O3I (+ 4K3O3,O(+,-0,*1,41(+O(.J*391J14,41(+ ,+I (4K3*.,94(*O# 9(22(+ 1(+ -303-OF3*3
K17K 1+ I*6O3,O(+O- ,+I -(+7U43*29(+4*(-23,O)*3OOK()-I Y3J-,++3I 4((Y4,1+ Y3443*,1*g),-146:

H-I J/4.,0 S]!=%# 9(22(+ 1(+# 1+.-)3+93.,94(*O# O3,O(+,-0,*1,41(+# 4123O3*1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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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又称为细颗粒物#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

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 微米的颗粒物 ’#( ) 它能
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是我国许多城市环境空气的
首要污染物 ’!( ) S]!=%的化学组成复杂#水溶性无机
离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离子中#硫酸
盐*硝酸盐和铵盐是重要的二次污染物#能够指示
S]!=%的来源和相关影响因素

’!( ) 它们对人体健康
也存在较大影响) 在环境中滞留的 S]!=%能够通过
呼吸直接进入肺泡#甚至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严重威
胁人体健康 ’! WE( ) S]!=%中的氯化物离子和硝酸盐

对心血管系统有显著的危害作用 ’C( #硫酸盐与呼吸
系统疾病存在显著关联 ’%( ) 因此#研究 S]!=%中的
常见离子及其浓度特征#不仅有助于分析 S]!=%的来
源和影响因素#还有助于研究水溶性无机离子的变
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环境与健康研究有重要
的意义)

在污染源排放的前体污染物相对稳定的前提
下#硫酸盐*硝酸盐等无机离子在大气中的浓度受到
大气条件的强烈影响 ’A( -这些大气条件会随时间变
化#导致无机离子浓度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特
点 ’B W$( ) 例如在温度较高的夏季 ^8! WC *<5u

C 易于

降解#其大气浓度低于温度较低的冬季 ’D( ) 只针对
浓度均值和某一小段时间的浓度分析不能完全反映
无机离子浓度长时间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不同
城市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不同*人类活动不同#有
必要具体结合当地的特点#对影响因素做相应分析)
广州市位于珠三角核心区域#快速的城市建设和经
济相关活动导致空气中 S]!=% 浓度受到普遍关

注 ’#" W#!( ) 同时#广州市位于东亚季风区域的边缘#

高温*高湿的环境也导致广州市 S]!=%中水溶性无机

离子含量较高 ’!( ) 因此#研究广州市无机离子的逐
日浓度在长时间尺度的变化特点和规律#有助于了
解广州市 S]!=%的来源和影响因素#为当地 S]!=%的
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仪器材料与试剂
大气中流量采样器$X5W#%" TRRR#武汉天虹公

司%-离子色谱仪$RT̂ W!%"#美国 c1(+3P公司%- 色
谱分离柱$R(+S,9@̂ #C#C o!%" 22#美国 c1(+3P公
司%*$R(+S,9T̂#! @#C o!"" 22#美国 c1(+3P公
司%-色谱分析保护柱$R(+S,9@[#C#C o%" 22#美
国 c1(+3P公司%*$R(+S,9T[#! @#C o%" 22#美国

c1(+3P公司 %-阴离子抑制器 $ @̂ L̂&\‘XL@"#
C 22#美国 c1(+3P公司%-阳离子抑制器 $ T̂ L̂&
\‘XL@"#C 22#美国 c1(+3P公司%-十万分之一天
平$]/#"C#瑞士 ]344-3*X(-3I(公司%-超纯水机$美
国 ]1--Uh公司%-石英纤维滤膜$ZK,42,+#D" 22%-

陶瓷剪刀-镊子-手套-进口色谱纯试剂)
#=!&样品采集及数据收集

依据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b E"D% W
!"#!% ’#E(中 S]!=%的监测点设置要求设置#本研究的
采样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某办公楼楼顶#周围空气
流通良好#无明显污染源) S]!=%的逐日采样时间为
!"#% 年 # 月 # 日&!"#A 年 #! 月 E# 日#采样流量为
#"" ‘M21+#每日采样时长为 !! K#共采集有效样本
A$D 个)

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 ’#C(收集逐日温度 $V%*

湿度$d%*降雨量$22%数据) 通过全球资料同化
系统 ’#%( #收集 5>Ŝ‘RX模型所用的气象资料)

#=E&样品处理与检测
采样完毕后#将载有颗粒物的滤膜平衡后称重#

再保存在 W!"V待分析)

分析时#参照!生活引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
非金属指标"$[bMX%B%"=% W!""A% ’#A(中的检验方
法#取 #M$ 滤膜#准确称重后用陶瓷刀剪碎置于
#" 2‘刻度离心管底部#加入 #" 2‘纯水浸没截取
的滤膜#拧紧离心管的螺旋盖#于通风橱里 !"V室
温水浴超声浸提 E" 21+ 后#取出放至室温#浸提液
用 "=C% !2滤头过滤#滤液转移至 #" 2‘样品
瓶中)

采用离子色谱法分别检测阴离子 $T-W*<8W
E *

^8! WC % 和 阳 离 子 $ <5u
C %) 阴 离 子 淋 洗 液 为

E=% 22(-M‘碳酸钠和 #=" 22(-M‘碳酸氢钠#流速
#=! 2‘M21+#抑制器电流 A! 2@-阳离子淋洗液为
!" 22(-M‘甲磺酸#流速 #=" 2‘M21+#抑制器电流
%D 2@) 阴阳离子均采用电导检测器)
#=C&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的质量控制采样器每月校准一次流
量) 滤膜称量前统一放入恒温恒湿箱平衡 $温度
!% j#V#湿度 %" j%d#时间 !C K%后称重) 天平使
用前进行质量校核#滤膜至少称量 ! 次) 每月空白
样*平行样的频率不少于 #"d) 滤膜放于盒中避光
运输)

无机离子分析的质量控制0按批次进行检测#每
批约 %" 个) 每批样品另外完成的实验室试剂空白*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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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样和现场空白样不少于 #"d) 每批包含至少
% 个质控样品#共计 B! 个) 其中空白样品不能高于
检出限#实验室试剂空白平行双份测定值的相对差
值不应大于 %"d) 每批样品单独建立工作曲线#且
相关系数 7" "=DDD) T-W*<8W

E 和 ^8! WC 的检出限

均为 "="! !7M2E#<5u
C 的检出限为 "="$ !7M2E)

各无机水溶性离子成分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d#基质加标回收率范围是 $"d e#!"d)
#=%&广州市的季节划分

广州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差很小#
四季差异不明显#具有温暖多雨的特征#但不同月份
降雨量差别很大) 按照降雨量的特点#全年可以划
分为旱季$#&E 月和 #"&#! 月%和雨季$包括前汛
期和后汛期-前汛期为 C&A 月#特点为累积雨量较
大#后汛期$B&D%月#特点为强对流*台风天气多%)
#=A&后向轨迹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计算了广州市 !"#%&!"#A 年逐日气流
的后向轨迹) 后向轨迹的计算使用拉格朗日混合单
粒子轨道模型) 该模型由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空
气资源实验室 ’#B(开发) 选取广州每日 !C 个时间节
点$每小时 # 个%的气象资料#计算出每日距地表
# """ 2高空的气象轨迹 ’#$( ) 用聚类分析将到达广
州的逐日气流轨迹按照方向分为二类0来自内陆气
流和来自海洋气流)
#=B&统计分析

用 /P93-!"#E 建立数据库#用 L软件$0E=!=!%
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用 S3,*O(+ 相关分析分析两
组变量之间关联)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类因素对
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的影响) 其中收集自 !"#%&
!"#A 年的逐日的各类气象因素作为自变量#逐日无
机离子浓度作为因变量) 用于初始的回归模型变量
包括逐日温度 $V%*逐日湿度 $d%*逐日降雨量
$22%*月份数值*星期几数值*逐日来自内陆气流
比重$d%*逐日来自海洋气流比重$d%) 这些变量
&&&

按照赤池信息准则$@RT%逐步筛选#并用于最终回
归模型 ’#D( ) 由于内陆气流和海洋气流变量分别代
表到达广州的气流来自内陆和海洋的比例#它们的
和为 ##@RT准则表明它们不能同时用于回归模型#
选择内陆气流代表来自外地的气流作为最终变量用
在模型中) 用时间序列广义相加模型分析无机离子
浓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以上统计分析均以 :i
"="% 作为显著性的判断标准)

&%结果

!=#&S]!=%及常见离子浓度特征

S]!=%年均浓度值$!"#%&!"#A 年%为 AE=E !7M2E

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bE"D% W!"#!% ’#E(中规
定的二级年标准限制值$E% !7M2E %的 #=$ 倍) 其
中 S]!=%日浓度高于国家二级标准$B% !7M2E %的天

数占总数的 E#d) !"#%&!"#A 年 T-W*<8W
E *^8

! W
C *

<5u
C 的 浓 度 年 均 值 分 别 为 "=DD* %=B%* D=#D*

C=A# !7M2E)
’<8W

E (M’^8
! W
C (比值常用来判断排放源类型#

一般比值大于 # 指示 S]!=%主要来自移动排放源#比

值小于 # 指示 S]!=%主要来自固定排放源
’!" W!#( ) 本

研究中#!"#%&!"#A 年’<8W
E (M’ ^8

! W
C (的比值均值

为 "=AE#指示固定排放源对 S]!=%及无机离子贡献
大于移动排放源)

!=!&影响离子变化的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逐日温度*逐日湿度*逐
日降雨量*逐日内陆气流和星期几数值能显著影响
无机离子逐日浓度$:i"="%%$表 #%) 将各个影响
因素按线性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大到小排列#T-W

的系数表现为星期几数值 q温度 q湿度 q内陆气流
q降雨量-<8W

E 的系数表现为降雨 q温度 q湿度-

^8! WC 的系数表现为降雨量 q内陆气流-<5u
C 的系

数表现为降雨量 q温度 q湿度 q内陆气流)

表 $%变量和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间回归系数’!(

变量
T-W <8W

E ^8! WC <5u
C

#$D%d@A% #$D%d@A% #$D%d@A% #$D%d@A%

逐日温度 W"="C#$ W"="%C# W"="!B% W"="E%$ W"="CD# W"="!#% W W"=""B A$ W"="#%# "=""" #"%

逐日湿度 "="!A$"="#B# "="E%% "="#E$"=""% "# "="!!% W "=""% %$ W"=""" CD# "="#!%

逐日降雨量 W"=""A #$ W"="#E# W"=""# !% W"="C$$ W"="BC# W"="!!% W"="!!$ W"="E## W"="#%% W"="!E$ W"="E$# W"="#E%

逐日内陆气流 W"=""B %$ W"="### W"=""C B% W "=""C C$"=""E C# "=""% E% "=""E D$"=""! %# "=""% E%

星期几数值 "="%A$"="!"# "="D!% W W W

&&注0+ W,为相关关系不显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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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W)中常见离子的季节变化情况 ’"8X5’ (

特征季节
S]!=% T-W <8W

E ^8! WC <5u
C

均值 ^c 均值 ^c 均值 ^c 均值 ^c 均值 ^c

!"#%

!"#A

旱季 BC=B C"=% #=E #=B D=C D=D ##=$ B=" A=B E=B

前汛期 E$=C !%=# "=$ "=A E=$ %=B A=A E=D E=A !=$

后汛期 A!=C !%=C "=% "=% !=C !=! D=# %=" C=! !=%

旱季 A%=A E$=# #=# #=! A=A B=C D=E C=A E=D !=A

前汛期 A"=A !!=# #=E "=$ C=$ C=E $=! C=! !=D !=#

后汛期 AC=$ !$=A "=% "=% E=" E=! B=C C=E C=D E=#

图 $%无机离子浓度变化时间序列图

!=E&时间尺度上无机离子的变化特征
由于广州市四季差异小#不同月份降雨量差

异大#降雨量又是影响除了 T-W外其他三种离子

最重要的因素 $表 # % #按照降雨特点来划分季
节#并计算无机离子在各个季节的浓度 $表 ! % )

S]!=%及各个无机离子的浓度均值在前汛期和后
汛期略有差异#大部分指标的浓度均值在旱季
最高)

对四种离子的逐日浓度建立时间序列$图 #%)

四种离子的浓度都在 !"#% 年年初较高#随时间变化
都呈现旱季高*雨季低的趋势#但又略有差别) T-W

浓度随时间波动较为频繁#无明显的规律性) <8W
E

浓度的波动幅度极小#只有 !"#%&!"#A 年之间的旱
季浓度略高) ^8! WC 浓度的旱季高*雨季低的趋势特

别明显#雨季的浓度变化呈现 \型趋势) <5u
C 浓度

的波动幅度较小#只在 !"#% 年 #! 月&!"#A 年 ! 月
大幅度降低#随后又大幅度回升-还在 !"#%*!"#A 年
的后汛期有上升趋势)

’%讨论

E=#&S]!=%和水溶性无机离子特征分析
S]!=%年均浓度与广州地区浓度非常接近

’#"#!!( )
与近年国内其它地区的报道相比#广州的 S]!=%年均
浓度 远 低 于 北 京 市* 西 安 市* 天 津 市* 青 岛
市 ’!#!E W!%( #反映了广州市S]!=%相对这几个北方城市
较低的浓度水平) 四种水溶性无机离子的浓度与广
州地区浓度较为接近 ’#"#!!( #低于前人报道的北京
市*西安市*香河市等地区的浓度 ’!#!E W!C#!A( #也表明
广州市的无机离子浓度比这几个北方城市低)

’<8W
E (M’^8

! W
C (比值与广州市的研究结果类

似 ’#"#!!( #略低于北京市*西安市等国内大城市的研
究 ’!#!A( ) 说明相对这些大城市#广州的机动车排放
污染源所占的贡献较小#无机离子更多的来自工业
排放 ’!B( )

因此#减少工业排放是控制无机离子排放源的
重要措施)
E=!&无机离子浓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机离子的影响因素随季节变化而改变#它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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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共同决定着无机离子在长时间尺度的变化
趋势)

T-W浓度的影响因素中#星期几效应的 #值绝
对值最大) T-W在休息日的浓度显著高于工作日$&
检验#:i"="%%#它可能和恰巧发生在休息日的强
台风或热带风暴有关) 如 !"#% 年 B 月 #" 日台风
+莲花,-!"#% 年 $ 月 D 日台风 +苏迪罗,-!"#% 年
#" 月C 日台风 +彩虹 , $当日气流的后向轨迹见
图 !@%-!"#A 年 B 月 !" 日的南海热带低压带来的
特大暴雨) 前人研究表明广州的 T-W浓度受到海
洋气流活动的强烈影响#来自海洋的气流会带来
大量 T-W离子 ’!B( ) 温度*湿度控制着 T-W的降解和
转化#内陆气流代表外地气流迁移效应#它们的影
响力小于星期几效应代表的短期剧烈的台风
活动)

<8W
E 浓度的影响因素中#降雨量是最重要的因

素) 这是由于雨水对细颗粒物有较强的冲刷作
用 ’!$( # <8W

E 的浓度和 S]!=%显著相关$7p"=B"#:i
"="%%#因此也伴随细颗粒受到雨水的冲刷) 温度
与 <8W

E 浓度显著负相关#<8W
E 对温度变化敏感#在

高温下易于挥发 ’!#!D( ) 湿度也影响 <8W
E 浓度#湿度

增加有利于细颗粒物凝聚#附着的无机离子浓度随
之增加)

^8! WC 浓度的影响因素中#降雨量是最重要的

因素) 与 <8W
E 类似#^8! WC 浓度也和 S]!=%显著相

关$7p"=AD#:i"="%% #因此降雨能够同步地冲刷
颗粒物及其附着的 ^8! WC ) 内陆气流是次要因素#

与 ^8! WC 浓度正相关#^8! WC 结构相对稳定#受温度

的影响较弱 ’!#!D( #可以经长距离迁移由内陆到达
广州)

<5u
C 浓度的影响因素中#降雨量也是最重要的

因素#反映了雨水的冲刷效应) <5u
C 浓度和 S]!=%

&&&

显著相关$7p"=BE#:i"="%%) 温度*湿度是次要
因素#<5u

C 对温度*湿度变化敏感#在高温高湿环境

下易于挥发 ’!#!D( ) 此外#内陆气流会加剧 <5u
C 的污

染#但它的影响比其它因素小)
E=E&无机离子浓度的时间变化分析

四种无机离子浓度的季节均值$表 !%与时间序
列图$图 #%都呈现旱季高*雨季低的趋势) 主要是
受到降雨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此外#四种离
子浓度值均在 !"#% 年初$#&! 月%较高#是由于期
间 S]!=%浓度值较高$均值为D#=$! !7M2E%)

T-W的雨季浓度低于旱季$:i"="%%) 但是雨
季和旱季的浓度均值差距较小#!"#A 年前汛期的浓
度均值$#=E !7M2E %高于旱季$#=# !7M2E %) 因是
T-W浓度值较低#且受星期几效应*降雨*温度*湿
度*气流迁移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降雨在其中起的
作用较小) T-W在后汛期的浓度较低#是该段时间
持续高温所致) 时间序列图显示 T-W浓度随时间波
动较为频繁#无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也反映了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特点)

<8W
E 的雨季浓度低于旱季$:i"="%%#其中后

汛期的浓度均值最低$表 !%) 雨季降雨量较高#此
外#后汛期的温度高于前汛期#更易于 <8W

E 的降解#

导致后汛期 <8W
E 浓度值更低) 时间序列图显示#

<8W
E 浓度在长时间尺度上变化幅度较小#或因 <8W

E

主要来自移动排放源 ’!" W!#( #而广州的移动排放源
$以公路客运量为代表%全年比较稳定 ’E"( )

^8! WC 的旱季浓度高于雨季 $:i"="%%) 除旱
季降雨较少以外#还有频繁的内陆气流$如图 !b#旱
季某日 !C K 内的气流后向轨迹%携带了北方燃煤产
生的 ^8!#增加了广州 ^8! WC 的浓度 ’!D( ) 时间序列
图显示#!"#%&!"#A 年的$C&D%月期间$雨季%#浓
度变化呈现 \型趋势#也说明前汛期较大的降雨量
&&&

图 &%台风当天’B(和旱季某日’*(后向轨迹图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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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迅速地降低 ^8! WC 浓度#而后汛期雨量减少使
^8! WC 浓度迅速回升) 这一明显的趋势说明 ^8! WC 浓
度的变化主要受降雨量的影响)

<5u
C 的雨季浓度低于旱季 $:i"="%%) <5u

C

在前汛期的浓度均值较低#与前汛期较高的降雨量
和温度有关) 时间序列图$图 #%显示#<5u

C 浓度在
!"#% 年 #! 月&!"#A 年 ! 月降低的幅度较大#或因
该段时间降雨量$%CB=$ 22%比往年同段时间大幅
增加 $ !"#C&!"#% 年* !"#E&!"#C 年* !"#!&!"#E
年*!"##&!"#! 年*!"#"&!"## 年同段时间的降雨
量分别是 #CA=$*#$E=B*A"=$*#E!=#*DC=E 22% ’E#(

和旱季湿度较低) 在后汛期 <5u
C 浓度有缓慢回升

趋势#与前汛期相比#降雨量减少导致对 <5u
C 的冲

刷效果减弱)
综上所述#!"#%&!"#A 年旱季四种无机离子的

浓度都处于较高水平) 此外#!"#A 年前汛期 T-W浓
度均值*后汛期 <5u

C 浓度均值都高于对应的旱季
浓度均值) 要根本性的减少 S]!=%中无机离子的浓
度#改善广州市空气质量#除了减少工业的排放外#
还应根据无机离子浓度的季节特点制订长期性*季
节性的减排和控制措施#如开展化工厂搬迁*旱季限
制汽车出行量*改善固体废物的处理技术等)

(%结论

降雨量是影响无机离子浓度的重要因素) +休
息日,是影响 T-W浓度的重要因素) 温度*湿度*外
地气流的迁移是影响无机离子浓度的次要因素)

旱季是污染较为严重的时期#T-W*<8W
E *^8

! W
C *

<5u
C 的旱季浓度均显著高于雨季) 在雨季的前汛

期或后汛期#无机离子浓度均值也可能高于旱季均
值) 应根据无机离子的季节高低特点制订减排措
施#控制工业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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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0,41(+,-O4)I6(+ F,43*UO(-)Y-31+(*7,+191(+O1+ S]!=% (03*

4K3S3,*-L103*c3-4,*371(+# TK1+,’’(:^91X(4,-/+01*(+#

!"#B# A"# WA"!0 #B!" W#BE!:

’#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bE"D% W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北京0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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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91# !""B# #D$$% 0 DED W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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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健康专栏"

广州市气候变化热效应对居民寿命损失年影响的研究
刘涛#&肖建鹏#&曾韦霖#&李杏#&李志浩#&林华亮#&杜尧东!&许晓君E&马文军#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A"A!""% !"#$>?@"A"A!"!#$广东省公共卫生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广东省低碳发

展专项资金"!"#A#A#$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B"C"!"#DC#$广东省医学基金项目"@!"#E"BE#

作者简介!刘涛%主任医师%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

作者单位!#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 广东省气候中心$ E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预防控制所

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群贤路 #A" 号$邮编!%##CE"$/2,1-!7Q44n!""!H#AE:9(2

通信作者!马文军%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与健康研究$/2,1-!2,FGH7I1JK:(*7:9+

摘要#目的&预估广州市在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气温上升对居民寿命损失年">‘‘O#的影响%并分
析居民适应能力上升对该热效应的修饰效应& 方法&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c‘<]#分析广州市 !"##’
!"#E 年期间日均气温与 >‘‘O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 从广东省气象局获得广州市 !"E"’!"ED 年"!# 世纪
E" 年代%以下简称 !"E"O#%!"A"’!"AD 年 "!# 世纪 A" 年代%以下简称 !"A"O#和 !"D"’!"DD 年 "!# 世纪
D" 年代%以下简称 !"D"O#期间在 LTSC=% 和 LTS$=% 两种气候变化情景下采用区域模式"L37T]C="#预估的
日均温度数据%以 !" 世纪 $" 年代"以下简称 #D$"O#为基线时间段分别计算未来高温引起超额死亡风险
">‘‘O#%并进一步分析未来居民适应能力增加对上述热效应的修饰效应& 结果&在不考虑未来人口和适应
能力变化的条件下%两种情景下的未来气候变化均可大幅增加居民的超额死亡风险%且 LTS$=% 情境下居民
的超额死亡风险更高%在 LTSC=% 和 LTS$=% 情景下%!"D"O期间温度上升引起的年平均 >‘‘O比 #D$"O分别
增加了 D !$%=" 和 !C %CD="& 居民的适应能力增加"每十年增加 C=Ad#可大幅降低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热
效应%例如在 LTS$=% 情景下%适应能力可分别使 !"E"O(!"A"O和 !"D"O期间的热效应降低 %Cd(B"d和
B!d& 结论&广州市未来气候变化可使居民的超额死亡风险明显增加%且该风险在高排放情境下更加明显%
居民的适应能力增加可大幅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气候变化$ 寿命损失年$ 适应能力$ 热效应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A

#0<-,168+16/0/012-@-+1M33-?1/3G=65+1-G2+08-/0Y-+4,/3963-9/,160RF+08P2/F

‘R\X,(## fR@8’1,+J3+7## _/<[Z31-1+## ‘Rf1+7## ‘R_K1K,(## ‘R<5),-1,+7##
c\>,(I(+7!# f\f1,(G)+E# ]@Z3+G)+#

&& BC,14+?10 "CD-?16<-,&X(1+03O417,43K3,4U*3-,43I 63,*O(.-1.3-(O4(.[),+7QK() *3O1I3+4O)+I3*I1..3*3+4
9-12,439K,+73O93+,*1(O# ,+I 4(,OO3OO4K31+9*3,O3(.,I,J4,41(+ 1+ *3O1I3+4O4(4K312J,94(.K3,43..394:;-12Q
/.,&XK3K1O4(*19,-I,4,(+ 9-12,439K,+731+ [),+7QK() .*(2!"## 4(!"#E F3*39(--3943I ,+I ,c1O4*1Y)43I ‘,7
<(+U-1+3,*](I3-$c‘<]% F,O)O3I 4(3O412,434K3,OO(91,41(+ Y34F33+ I,1-623,+ 432J3*,4)*3$X]% ,+I I,1-6
>‘‘O:/2J-(61+74F(O34O(.I,1-6432J3*,4)*3.(*4K3#D$"O$Y,O3-1+3%# !"E" O# !"A" O,+I !"D" OI3*103I .*(2
,TK1+3O3L371(+,-T-12,43](I3-$L37T]C="% )+I3*LTSC=% ,+I $=% O93+,*1(O4(3O412,434K3Y,O3-1+3,+I .)U
4)*33P93OOK3,4U*3-,43I >‘‘O,44*1Y)4,Y-34(,2Y13+4432J3*,4)*3- ,+I 4(3O412,41+7,-O(4K33P93OOK3,4U*3-,43I
>‘‘O1+ 4K3.)4)*3,.43*4,N1+71+4(,99()+44K3,I,J4,41(+ (.J3(J-3:E-,F=1,&@OO)21+7+(9K,+731+ ,I,J4,41(+
,+I J(J)-,41(+ O1Q3# ,O17+1.19,+41+9*3,O31+ 3P93OOK3,4U*3-,43I >‘‘O1+ 4K3!#O493+4)*6)+I3*Y(4K 9-12,439K,+73
O93+,*1(O9()-I Y33O412,43I:T(2J,*3I F14K 4K3#D$"O# 4K3,++),-3P93OO>‘‘O1+ 4(4,-J(J)-,41(+ .(*4K3!"D"O

.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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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LTSC=% ,+I $=% O93+,*1(OF3*3D !$%=" ,+I !C %CD=" *3OJ394103-6:5(F303*# 12J*(01+7,I,J41039,J,9146
(.J3(J-3$1+9*3,O31+ C=Ad J3*I39,I3% 9()-I -,*73-6(..O344K3.)4)*3K3,4U*3-,43I >‘‘O# +(2,443*FK19K
O93+,*1((.9-12,43F,O9K,+73I ,+I K(F2,+6J(J)-,41(+ F,O1+9*3,O3I:?(*1+O4,+93# )+I3*,LTS$=% O93+,*1(#
1+9*3,O1+74K3,I,J4,41(+ 1+ J3(J-3I)*1+74K3!"E"O# !"A"O,+I !"D"OO93+,*1(# K3,43..3949()-I Y3(..O34Y6
%Cd# B"d ,+I B!d# *3OJ394103-6:G/0?=F,6/0,&S*(G3943I 9K,+73O1+ 9-12,43,*3-1N3-64(-3,I 4(,+ 1+9*3,O3(.
K3,4U*3-,43I >‘‘O1+ [),+7QK() 1+ 4K1O93+4)*6:XK3*1ON F()-I Y32(*3J*(+()+93I 1+ K17KU321OO1(+ O93+,*1(O:
XK3K3,43..3949()-I Y3-,*73-6(..O34Y612J*(01+74K3,I,J41039,J,9146(.J3(J-31+ 4K3.)4)*3:/+K,+91+7K3,-4K
J*(43941(+ .*(2K3,4O4*3OOF()-I Y3+393OO,*61+ TK1+,:

H-I J/4.,0 9-12,439K,+73# 63,*O(.-1.3-(O4# ,I,J4,41(+# K3,43..394

&&以往大量研究已证实气温升高可通过直接和间
接途径增加人群的死亡风险 ’# W!( ) 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RSTT%在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
报告中指出#与 #$%"&#D"" 年相比#本世纪末全球
平均气温增幅将超过 #=%V#并且高温热浪等极端
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将增加 ’E( ) 然而#目前关
于未来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风险的研究还比较少#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少 ’C W%( ) 另外#在评估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时#适应能力是影响其健康效应的重
要因素 ’A WB( #然而该因素在以往研究中涉及很
少 ’$ W#"( ) 这不利于全球各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
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因此
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城市地区因其人口密度大*热岛效应明显等原
因#是气候变化健康影响较为明显的地区 ’##( ) 广州
市是我国的第三大城市# !"#A 年常住人口数为
# C"C 万#在过去 %" 年中#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
"=#EV#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因此在广州地区
开展未来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拟以广州市为研究点#评估未来不同
气候变化情景下#高温引起的人群死亡风险变化趋
势#并分析人群适应能力变化对高温死亡风险的影
响) 研究结果不仅对广州市制定相应的适应气候变
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国和全球其他地区具
有参考价值)

$%材料与方法

#=#&资料收集
广州市 !"##&!"#E 年期间每日非意外死亡

$RTc#"0@""ULDD%者的信息$死亡地点*年龄*性别
等%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Z58%提供的我国 !"#" 年的期望寿命计算
每一名死亡者的寿命损失年 $>3,*O(.‘1.3‘(O4#
>‘‘O% ’#E W#C( #把每一天所有死亡者的 >‘‘相加#获

得每日总 >‘‘O)
每日气温 $X]%*相对湿度 $L5%和平均风速

$Z^%等气象数据从广东省气象局获得#历史时间
段包括 #D 世纪 $" 年代 $以下简称0 #D$"O% 和
!"##&!"#E 年#其中 #D$"O为基线时间#未来时间段
包括 !"E"O#!"A"O和 !"D"O) 未来的气象数据采用
区域气候模式 $L37T]C="%进行预估#由国家气候
中心发布#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选择 LTSC=%
$L3J*3O3+4,4103T(+93+4*,41(+ S,4KF,6O% 和 LTS$=%
两种 ’E( #分别代表未来低和高两种排放情景 ’#%( )

!"##&!"#E 年期间每日空气污染数据从广州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网站获得#指标包括 S]#"*<8!
和 ^8!)

由于我国缺乏长时间的气温变化与死亡风险的
研究#本次研究采用的适应能力数据来自 S34N(0,
等 ’#A(在纽约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发现人群对气温的
整体适应能力每十年增加约 C=Ad)
#=!&质量控制

以上收集的数据中#死亡数据由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进行质量控制#所有死亡个体数据均为经
过终 审 的数 据# 以年均 死亡 率 作为 质 控 指 标
$ q%="s%-历史气象数据由广东省气候中心进行
质量控制#经过审核和矫正后进行发布#未来情景数
据由国家气候中心审核和发布-空气污染由广州市
环境监测中心审核和发布)
#=E&统计学分析

首先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c‘<]%分析每
日气温与 >‘‘O之间的非线性暴露反应关系#控制
的变量包括长期趋势*L5*Z^*S]#"*^8!*<8! 和星
期几效应#采用的函数为正态分布函数#模型参数的
确定基于 @RT的值 ’#B( ) 根据上述模型得到每一个
温度在滞后两天$‘,7"#%对 >‘‘O的累计效应 #及
其 D%d@A#滞后时间的选择根据以往的研究确
定 ’#C#E%( ) 根据效应值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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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效应的阈值为 !E=DV#即超过 !E=DV的温度具
有热效应)

随后采用以下方程计算各时间段内 $ #D$"O*
!"E"O*!"A"O和 !"D"O%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高温
$"!E=DV%引起的超额死亡风险$>‘‘O%0

+!!总 ,$
#

&,!E=D
+!!&B0.; $#%

式中0+!!总&总的年均热效应#人年-
+!!&&不同温度对应的热效应#人年-
#&未来时间段内的最高气温值#人年-
0.;&大于 !E=DV 的每一个气温的频数#

人年)
将未来时间段内 $!"E"O*!"A"O和 !"D"O%的年

均 >‘‘O减去基线时间 #D$"O的年均 >‘‘O#即可得
到气候变化引起的热效应变化)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采用下述方程计算适应
能力变化对未来热效应的影响0

+!!适应 ,+!!总 B$# C"="CA% # $!%

式中0>‘‘适应&考虑适应能力变化后的热效应#人年-
"="CA$C=Ad%&热效应每十年的下降率#用

于反映居民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能力 ’#A( )

最后采用敏感性分析检验时间趋势自由度$>?%
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以上所有分析均采用 LE=C=# 进行#所有检验
为双侧#:i"="% 为显著性水平)

&%结果

!=#&基本信息
广州市 #D$"O期间的平均气温为 !!="V#

!"##&!"#E 年期间平均气温为 !#=AV#每天总人群
的平均寿命损失年$>‘‘O%为 ! C#A=" $表 #%) c‘U
<]的分析结果显示#气温与 >‘‘O之间为+\,型的
关系#温度在 ##=BV e!E=DV之间对 >‘‘O的影响
$-,7"U#%没有统计学意义#提示高温引起的死亡风
险阈值为 !E=DV$图 #%)

表 $%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基本信息

平均值 最小值 :!% :B% 最大值
研究期间 $!"##&!"#E 年%

日均 >‘‘O ! C#A=" # EA!=" ! #EC=" ! A%!=" E $""="

性别
&男性日均 >‘‘O # C%"=" B""=$ # !A"=" # AE#=" ! C%A="
&女性日均 >‘‘O DA%=D C#%=! $#B=B # "D!=" # $EE="

年龄组
& iA% 岁 # CDB=" %$$=$ # !DC=" # A$%=" ! CCE="
&"A% 岁 D#D=# E$!=E BBD=# # "C"=" # BE!="

日均气温MV !#=A %=# #A=A !B=" E"=$

日均风俗M$2MO% !=% "=$ #=B E=# D=%

相对湿度 Md B$=$ E"=" B!=" $B=" #""="
#D$"O期间的平均气温MV !!=" E=D #A=$ !B=E E!=B
^8! M$!7M2

E % !!=B !=" #%=" !$=$ D#="
<8! M$!7M2

E % C%=% D=$ !D=! %%=D #A!=A
S]#" M$!7M2

E % AD=B D=A CE=! $$=A #$"=B%

未来日均气温$V%
LTSC=%
&!"E"O !C=% #%=! !!=# !B=# !D=A
&!"C"O !C=A #C=# !!=# !B=% !D=%
&!"A"O !%=" #E=! !!=% !B=$ E"="
&!"D"O !%=# #%=" !!=B !B=$ E"=%
LTS$=%
&!"E"O !C=B #E=D !!=E !B=C E"=!
&!"C"O !C=D #E=$ !!=% !B=A !D=$
&!"A"O !%=% #C=A !!=$ !$=% E#=C
&!"D"O !A=B #A=% !C=# !D=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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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州市 &K$$$&K$’ 年期间日均气温与寿命

损失年’Y99,(之间的关系

!=!&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未来气候预估结果显示#与 #D$"O年代相比
LTSC=% 和 $=% 情景下未来气温均呈上升趋势#
!"E"O年代气温分别上升 !=%V和 !=BV#!"D"O年
代分别上升 E=#V和 C=BV$图 !%)

图 &%广州市未来不同时间内日均气温的分布

!=E&未来气候变化对 >‘‘O的影响

在 LTSC=% 和 $=% 情景下#与 #D$"O年代相比#

未来高温引起的 >‘‘O均呈上升趋势) 在 LTSC=%

情景下#!"E"O#!"A"O和 !"D"O期间温度上升引起的
年平均 >‘‘O比 #D$"O分别增加了 E D"E=B#$ "DC=$

和 D !$%=" $假设人口和适应能力不变 %) 而在
LTS$=% 情景下#!"E"O#!"A"O和 !"D"O期间温度上
升引 起 的 年 平 均 >‘‘O比 #D$"O分 别 增 加 了
A !%$=%##E C%D=A 和 !C %CD="$图 E%)

适应能力增加可大幅降低气候变化引起的
>‘‘O#例如在 LTS$=% 情景下#适应能力可分别使
!"E"O*!"A"O和 !"D"O期间的热效应降低 %Cd*B"d

和 B!d) 另外#在 LTSC=% 情景下#适应能力增加可
完全抵消气候变化引起的热效应$图 E%)

注0虚线表示未考虑居民适应能力时的热效应-实线表示考虑了

居民适应能力后的热效应) #D$"O为基线水平

图 ’%广州市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热效应’Y99,(

!=C&敏感性分析
经敏感性分析发现#c‘<]模型时间趋势自由

度的改变对 #D$"O年代 >‘‘O的影响较小$图 C%)

图 (%广州市 $Z[K,期间热效应引起的年平均 Y99,

’%讨论

RSTT第五次报告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
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全面评估气候变化的健康
影响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 ’E# #$( ) 本次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评估了不同未来气候变化情境下高
温对居民死亡风险的影响#发现居民的死亡风险
$>‘‘O%在 LTSC=% 和 LTS$=% 情境下明显升高#然
而居民适应能力的提升可大幅降低未来气候变化造
成的健康风险)

在我国其他地区开展的研究也支持我们的发
现 ’#D W!#( #例如李湉湉等 ’!"(在北京的研究发现#与
#D$"O年对比#在 LTS$=% 情境下北京居民在 !"!"O*
!"%"O和 !"$"O期间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分
别增加 #A=Ad#BE=$d和 #EC="d) ‘1等 ’!!(在天津
的研究也发现#未来气温增加均可大幅增加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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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风险#若气温升高 !V#!"%% 年该市每年可造成
A#CE>‘‘O的超额疾病负担) 这些结果表明未来气
候变化可造成严重的居民死亡风险#必须及早制定
和实施相关的减排和适应政策#以降低未来的健康
风险)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居民的适应能力增加可大
幅降低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死亡风险#甚至在
LTSC=% 情景下#适应能力增加可完全抵消气候变
化引起的热效应#提示适应的重要性) 在其他国家
开展的研究也支持我们的结果#例如 ’3+N1+O等 ’!E(

在伦敦的研究发现#!"%"O期间居民的适应能力每
提升 #V可降低热效应 E!d eC!d) _K,+7等 ’!C(在
北京的研究也证实#居民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提
升可大幅降低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死亡
风险) 人类已经向大气环境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
体#即使现在就实施严格的减排措施#也不能在短时
间内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势#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适
应能力是目前降低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关键措
施 ’B# !%( #例如建立区域性的气象早期预警和应对系
统#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
和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针对老年人等建立纳凉中
心等 ’#$( )

本研究采用了寿命损失年$>‘‘O%用于反映居
民的超额死亡风险#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以往大多
数研究采用死亡数或者死亡率作为风险指标#这些
指标赋予不同年龄的死亡者相同的权重#而不同年
龄的死亡造成的疾病负担差别很大#因此这些结果
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 ’D( ) 而 >‘‘O通过期望寿命赋
予年轻死亡者更高的权重 ’#E# !A( #因此可为政策制定
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E( ) 近年来#>‘‘O逐渐得到
学术界的重视#例如 5),+7等 ’D(首次采用此指标评
估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未来气候变化对居民死亡
风险的影响#[)(等 ’!B(采用 >‘‘O评估了北京市空
气污染引起的居民超额死亡风险)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仅采
用了区域气候模型数据#未纳入全球气候模式数据#

这对分析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以往研究已经证实未来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在
不同气候模型之间差别较大 ’A# !$( ) 其次#本次研究
未考虑未来人口的变化#而人口及其年龄结构的变
化对未来气候变化健康影响具有重要的修饰效应#

尤其在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影响下其影响更为明显)
最后为气温与 >‘‘O暴露反应关系#本研究假设二

者的关系在未来保持不变#而实际上随着人群适应
能力的提高#二者的关系可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
而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热效应 ’!D( ) 因此#今后的研
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更加全面的评估未来气候
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适应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全面
的科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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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Q,41(+: K44J0MM,JJO:FK(:1+4M7K(MI,4,M/ 4K323 p

2,1+m01I pA"EC"=!"#E:

’#%(&0,+ ;))*3+ cS# /I2(+IO’# a,1+)2,]# 34,-:XK3*3J*3O3+4,U

41039(+93+4*,41(+ J,4KF,6O0 ,+ (03*013F’’(:T-12 TK,+73#

!"### #"D$# W!% 0 % WE#:

’#A(&S34N(0,/S# [,OJ,**1+1@# a1++36S‘:53,4,+I 2(*4,-1461+

<3F>(*N T146O1+934K3Y371++1+7(.4K3!"4K 93+4)*6’’(:/J1U

I321(-(76# !"#C# !%$C% 0 %%C W%A":

’#B(&S3+7Lc# c(21+191?# ‘()1OX@:](I3-9K(1931+ 4123O3*13O

O4)I13O(.,1*J(--)41(+ ,+I 2(*4,-146’’(:’L(6^4,4̂ (9^3*@

^4,4̂(9# !""A# #AD$!% 0 #BD W!"E:

’#$(&?13-I Tb# b,**(O;L# c(NN3+ c’# 34,-:T-12,43TK,+73!"#C0

R2J,94O# @I,J4,41(+# ,+I ;)-+3*,Y1-146:S,*4@0 [-(Y,-,+I

^394(*,-@OJ394O:T(+4*1Y)41(+ (.Z(*N1+7[*()J RR4(4K3?1.4K

@OO3OO23+4L3J(*4(.4K3R+43*7(03*+23+4,-S,+3-(+ T-12,43

TK,+73’](:T,2Y*1I73# \+143I a1+7I(2,+I <3F>(*N# <>#

\̂ @0 T,2Y*1I73\+103*O146S*3OO# !"#C:

’#D(&_K,+7’# ‘1XX# X,+ ’[# 34,-:R2J,94(.432J3*,4)*3(+ 2(*4,-U

1461+ 4K*332,G(*TK1+3O391413O’’(:b1(23I /+01*(+ ^91# !"#C#

!B$B% 0 C$% WCDC:

’!"(&‘1XX# b,+ ’# 5(*4(+ L]# 34,-:53,4U*3-,43I 2(*4,-146J*(G39U

41(+O.(*9,*I1(0,O9)-,*,+I *3OJ1*,4(*6I1O3,O3)+I3*4K39K,+71+7

9-12,431+ b31G1+7# TK1+,’’(:^91L3J# !"#%# %0 ##CC#:

’!#(&‘1XX# 5(*4(+ L]# b,I3*c@# 34,-:@71+7F1--,2J-1.64K3

K3,4U*3-,43I 2(*4,-146*1ON )+I3*,9K,+71+79-12,430 J*(G3941(+

.(*4K33-I3*-61+ b31G1+7# TK1+,’’( :̂ 91L3J# !"#A# A0 !$#A#:

’!!(&‘1>f# ‘1[f# _3+7h# 34,-:S*(G3941+7432J3*,4)*3U*3-,43I

63,*O(.-1.3-(O4)+I3*I1..3*3+49-12,439K,+73O93+,*1(O1+ (+3

432J3*,43237,9146# TK1+,’’(:/+01*(+ S(--)4# !"#$# !EE0

#"A$ W#"B%:

’!E(&’3+N1+Oa# 5,--’# [-3+1O;# 34,-:S*(Y,Y1-1O419OJ,41,-*1ON ,OU

O3OO23+4(.K3,412J,94O,+I ,I,J4,41(+O.(*‘(+I(+ ’’(:T-12

TK,+73# !"#C# #!C$# W!% 0 #"% W##B:

’!C(&_K,+7b># ‘1[f# ],># 34,-:S*(G3941(+ (.432J3*,4)*3U*3-,4U

3I 2(*4,-146I)34(9,*I1(0,O9)-,*I1O3,O31+ Y31G1+7)+I3*I1..3*U

3+49-12,439K,+73# J(J)-,41(+# ,+I ,I,J4,41(+ O93+,*1(O’’(:

/+01*(+ L3O# !"#$# #A!0 #%! W#%D:

’!%(&5,G,4̂ # 8rT(++(*]# a(O,4ON6X:53,-4K 3..394O(.K(4F3,4K3*0

.*(2,F,*3+3OO(.*1ON .,94(*O4(3..394103K3,-4K J*(43941(+’’(:

‘,+934# !"#"# EB%$DB#B% 0 $%A W$AE:

’!A(&‘(J3Q@c# ],4K3*OTc# /QQ,41]# 34,-:[-(Y,-b)*I3+ (.c1OU

3,O3,+I L1ON ?,94(*O’](:<3F>(*N# \̂ @0 8P.(*I \+103*O146

S*3OO# !""A:

’!B(&[)(>]# ‘1̂ ^# X1,+ _f# 34,-:XK3Y)*I3+ (.,1*J(--)41(+ (+

63,*O(.-1.3-(O41+ b31G1+7# TK1+,# !""C W"$0 *34*(OJ394103*3U

7*3OO1(+ ,+,-6O1O(.I,1-6I3,4KO’’(:b]’# !"#C# ECB0 .B#ED:

’!$(&S34N(0,/S# b,I3*c@# @+I3*O(+ [b# 34,-:53,4U*3-,43I 2(*U

4,-1461+ ,F,*21+79-12,430 J*(G3941(+O.(*#! \:̂:91413O’’(:

R+4’/+01*(+ L3OS)Y-1953,-# !"#C# ##$##% 0 ##EB# W##E$E:

’!D(&],*41+ ^‘# T,N2,N ^# 53YY3*+ T@# 34,-:T-12,439K,+73,+I

.)4)*3432J3*,4)*3U*3-,43I 2(*4,-1461+ #% T,+,I1,+ 91413O’’(:R+4

’b1(2343(*(-# !"#!# %A$C% 0 A"% W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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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健康专栏"

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温天气对职业人群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苏亚男#&何依伶#&马锐#&盛戎蓉#&马文军!&黄存瑞#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A"A!"##

作者简介!苏亚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与职业人群健康研究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BC 号中山大学北校区$邮编!%#""$"$/2,1-! O)6+AH2,1-:O6O):3I):9+

通信作者!黄存瑞%教授%主要从事气候变化健康应对(环境流行病学等方向研究$/2,1-! K),+79*H2,1-:O6O):3I):9+

摘要#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正在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环境& 高温天气是重要的职业有害
物理因素%不仅会损害职业人群的健康%还会影响其劳动生产率& 本文旨在探讨高温天气对职业人群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提出中国在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分析%高温天气可通过急性
健康事件(慢性健康损害(应激反应等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 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温热浪的发生频率
和强度将会增加%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职业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引起学术界
和政策制定者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气候变化$ 高温天气$ 职业健康$ 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B

S2-#5>+?1/3@/1\-+12-4/09+C/4V4/.F?16<61I 6012-G/01-A1/3G=65+1-G2+08-

^\>,+,+## 5/>1-1+7## ]@L)1## ^5/<[L(+7*(+7## ]@Z3+G)+!# 5\@<[T)+*)1#

&& BC,14+?10 T-12,439K,+739K,*,943*1Q3I Y67-(Y,-F,*21+7F1--,..3944K3F(*N1+73+01*(+23+4(.J*(.3OO1(+,-
J(J)-,41(+:5(4F3,4K3*1O,+ 12J(*4,+4(99)J,41(+,-K,Q,*I# +(4(+-612J,1*1+7F(*N3*O3 K3,-4K# Y)4,-O(1+.-)3+U
91+74K31*J*(I)9410146:XK1OJ,J3*,123I 4(1+03O417,434K312J,94(.K(4F3,4K3*(+ -,Y(*J*(I)9410146# ,+I J)4.(*U
F,*I O(23I1*3941(+O.(*4K3.)4)*3*3O3,*9K 1+ TK1+,1+ 4K1O.13-I:XK1O*3013F*303,-3I 4K,4K(4F3,4K3*9()-I 1+.-)U
3+93-,Y(*J*(I)94101464K*()7K ,9)43K3,-4K 303+4# 9K*(+19K3,-4K I,2,73,+I O4*3OO*3OJ(+O3:@OK3,4F,03217K4
1+9*3,O3Y(4K 1+ O303*146,+I .*3g)3+961+ 4K39(+43P4(.9-12,439K,+73# 4K39(2J*(21O3(.-,Y(*J*(I)9410146217K4
Y31+9*3,O3I# FK19K 217K4,..394I(23O41939(+(219I303-(J23+4:L3O3,*9K 9(22)+1413O,+I J(-1962,N3*O1+ TK1U
+,OK()-I J,62(*3,443+41(+ 4(4K1O,*3,:

H-I J/4.,0 9-12,439K,+73# K(4F3,4K3*# (99)J,41(+,-K3,-4K# -,Y(*J*(I)9410146

&&全球正在经历一次以地表平均气温持续升高
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过程#高温天气如高温热
浪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将会逐步增加 ’#( ) 研究发
现#高温 天 气 可 增 加 全 人 群 的 发 病 与 死 亡 风
险 ’! W%( #而职业人群由于受到生产方式*劳动强
度*工作场所热源*防护服装等因素的影响#应对
高温天气的能力有限#健康状况更易受损#从而影

响劳动能力与生产效率 ’A( )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及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核心指标#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升
级的重要因素 ’B( ) 在未来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高温
天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文旨在系统
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探讨高温天气和气候变化对
职业人群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在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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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研究方向)

$%高温天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高温天气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
中国气象学上#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

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
E%V以上的天气#持续 E 天以上即为高温热浪#而世
界气象组织将日最高气温高于 E!V#且持续 E 天以
上定义为高温热浪 ’$ WD( ) 劳动生产率既有宏观定
义#也有微观定义) 应用较为广泛的宏观定义为
+每个就业者的产出 p每个就业者一年工作的小时
数 o每个工作小时产出,) 微观定义可以用单位时
间内生产产品的数量表示#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
耗费的劳动时间表示 ’#"( ) S,*O(+ 等 ’##(指出#当气
温超过 E%V时#高温天气会严重影响职业人群的劳
动能力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 高温天
气主要通过急性健康事件*慢性健康损害*应激反应
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生产率)
#=#=#&急性健康事件&通常情况下#人体通过辐
射*对流*传导*蒸发四种方式与外部环境进行热量
交换#并将体核温度保持在 EBV左右 ’##( ) 当职业
人群从事体力劳动时#机体内部产热增加#需散发多
余的热量以平衡体核温度) 如果外部环境气温过
高*湿度过大*太阳辐射较强#或者防护服装导致机
体散热受阻时#机体不断蓄热并超过自身调节能力#

就会引发中暑*工伤*死亡等严重健康后果#从而导
致职业人群劳动时间减少*劳动能力降低甚至永久
丧失)

中暑是在高温天气中劳作的职业人群最直接和
常见的疾病#若处理不及时可发展为热射病等致命
急症#造成死亡 ’#! W#E( ) 在高温*高湿和无风的环境
中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职业人群是劳力性热射病的高
危人群#发生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衰竭*肾衰竭*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的风险较高 ’#C( )
^,--6等 ’#%(在美国的研究发现#在高温天气中从事重
体力劳动的农民发生急性肾脏损伤的风险明显增
加) X(OK12,等 ’#A(发现#日本夏季的高温热浪是户
外工作人群急性心肌埂塞的重要危险因素)

高温天气也会增加工伤发生的风险) ]9R++3O

与 f1,+7等 ’#B W#$(在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从事重体
力劳动的男性工人在高温天气中发生工伤的风险明
显增加) ^J394(*等 ’#D(在美国的研究发现#农民在高
温天气下劳作#发生热相关创伤性损伤的风险也会

增加) ^K3+7等 ’!"(在中国广州的研究发现#日间最
高气温每升高 # wT#工伤索赔人数增加 #=Cd-并发
现夜间气温较高可能影响职业人群的睡眠质量#从
而增加日间工伤发生的风险)

高温天气还会增加职业人群死亡的风险) >1+

等’!#(发现在 !"#"&!"#! 年夏季期间#持续极端高温
天气明显增加了中国户外工作人群因心血管疾病死
亡的风险) S341441等’!!(在美国的研究也发现#从事农
业*建筑业或煤矿开采业的男性工人因高温天气致死
的风险明显增加) 此外#高温天气还可加重职业人群
原有的基础疾病#使已经受损的组织器官功能下降#
且高温环境中因基础疾病加重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往
往超过中暑等直接导致的死亡数量’!E( )
#=#=!&慢性健康损害&长期在高温天气中劳作会
使机体的循环系统处于高度应激状态#血液黏度*外
周血管阻力增加 ’!C( -另外#机体脱水也是在高温天
气中劳作的人群经常出现的现象 ’!%( #这些效应可能
会增加职业人群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 高温热暴露
引起慢性健康损害#不仅会导致劳动能力逐渐降低#

还会造成职业人群过早死亡*降低劳动供给#从而影
响劳动生产率)

既往研究发现#职业人群长期在高温天气下作
业会诱发心脑血管和泌尿系统疾病#且这些疾病的
患病率一般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A WE"( ) 如
b177O等 ’E#(在南非的研究发现#伐木工人在高温天
气下劳动容易脱水#从而增加其患高血压疾病的风
险) ‘)(等 ’E!(在中国广州的研究表明#造船厂工人
尿结石的发病率与高温天气存在关联) 长期在高温
环境下劳作还会引起工人胃液分泌减少及消化不良
等症状#诱发消化系统疾病 ’EE WEA( ) 此外#室内高温
作业对职业人群的健康效应会受到外界高温天气的
影响而加重#同样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EB( )

值得注意的是#职业人群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
同时或相继接触多种职业危害因素#而高温与其它
危害因素联合作用会进一步增加职业人群的患病风
险) 例如#王秦等 ’E$(研究表明#高温与噪声对心血
管的损伤具有协同作用#同时接触高温与噪声的钢
铁厂作业工人#其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单独暴露
组) 李雪等 ’ED(发现#高温与噪声联合作用还会增加
工人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其他影响方式职业人群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
中会产生生理性应激反应) ^,K) 等 ’C"(在印度的研
究发现#砖厂女性工人在高温天气下劳动时#生理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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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指标如最大心率*血压等会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1) 等 ’C#(在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户外工作人群的
血氧饱和度*体重及睡眠质量会随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头痛和疲劳也是在高温天气下劳作的职业人群
常见的症状) 此外#暴露于高温环境的职业人群还
会产生心理性应激反应#如焦虑*烦躁等 ’C!( )

为避免健康损害#职业人群还会通过主动缩短
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等方式进行自我调节 ’CE( )

用人单位会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职业人群的连
续作业时间#甚至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全球变暖导
致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也会造成
职业人群劳动时间损失#患上营养不良*传染性疾病
的风险增加#以及职业人群的精神压力增大等#都会
对劳动生产率造成一定影响 ’#E# CC( )
#=!&高温天气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进展

当前#国际上已有少量研究开始关注高温天气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f1,等 ’C%(利用国际标准化组
织$R+43*+,41(+,-̂ 4,+I,*I 8*7,+1Q,41(+# R̂8%对不同
湿球黑球温度$Z34b)-Y [-(Y3X32J3*,4)*3#Zb[X%

指数和不同体力劳动强度分级的规定#从生理学角
度定量分析了高温天气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_,+I3*等 ’CA( 利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损害问卷
$Z(*N S*(I)9410146,+I @9410146R2J,1*23+4#ZS@R%对
职业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高温天气明显降低
职业人群的劳动生产率) _K,(等 ’CB(建造热室以模
拟现场工作环境#招募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热室研究#

同样发现了高温天气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效应) 而
^,K)’C"# C$(在印度开展现场研究#直接测量劳动产
量#发现湿球黑球温度 Zb[X$或气温%每升高 #V#
水稻收割工人与砖厂女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分别降
低 %d与 !d) ‘1与 >1等 ’C$ WCD(分别在北京和香港
开展现场研究#以建筑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衡量劳
动生产率#发现 Zb[X指数每上升 #V#直接劳动时
间分别降低 "=%Bd与 "=EEd)

以经济损失衡量劳动生产率#可能更具有实际
参考意义) _,+I3*等 ’CA( 研究指出#!"#E&!"#C 年
间#澳大利亚每个劳动者每年因高温天气损失的收
入约为 A%% 美元#全国年平均经济负担约为 A! 亿美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cS% 的 "=EEd e"=CBd)
f1,等 ’C%(评估了南京 !"#E 年持续 #C I 的高温热浪
期间的经济损失#结果显示该损失高达 !BC=D 亿元#

占城市生产总值的 E=CEd#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间
接经济损失占 AE=#d#远远超过了农业和矿业的直

接经济损失)
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

在以下不足之处0$研究数量较少#开展地域局限)

仅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开展过
几项研究#结论不足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涉及职
业类型较少#工种单一) 现场流行病学研究仅考虑
农业*建筑业*采矿业等户外职业人群#数据来源多
为某一工种或某一具体单位的现场测量数据#忽视
了其他户外作业类型与室内人群的研究) 生理学研
究与问卷调查涉及的职业人群比较广泛#但此类研
究的数量较少) &劳动生产率的定义较复杂#不便
于研究结果的比较) 如 ^,K) 等 ’C"# %"(以水稻收割工
人每小时收割水稻的捆数和搬砖工人每周搬运砖块
的数量定义劳动生产率-‘1和 >1等 ’C$ WCD(以建筑工
人的直接劳动时间定义劳动生产率-而 _,+I3*

等 ’CA(则以年人均总产值定义劳动生产率) ’研究
方法较简单) 现有研究大多仅用描述性分析或线性
关系方程探究高温天气与劳动生产率的暴露 W反应
关系#但 ‘1) 等 ’C#(近来发现非线性模型#如广义相
加模型$[@]%及随机森林模型$L?%等对数据有更
好的模拟效果) (未充分考虑其他因素对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 如工作经验*年龄*饮酒*薪资支付方式*

空调普及率等)

&%全球变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RSTT%第五次评
估报告指出#自 #$$"&!"#! 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已
升高近 "=$%wT#且未来全球变暖的趋势更加严峻)

典型浓度路径 $L3J*3O3+4,41039(+93+4*,41(+ J,4KU
F,6O# LTSO%对未来人口规模*经济活动*能源利用*

气候政策驱动等因素进行假定#根据不同温室气体排
放情景预估未来全球变暖的情况’#( ) 不同 LTS情景
下未来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同#但几乎确定的是#未
来发生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率会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
长#因而职业人群将面临更加炎热的工作环境)

目前#学术界预估全球变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
方法比较统一) 研究者一般都是基于过去几十年间
的气象监测数据以及未来$# e!%个世纪的气候预
估数据#计算空间栅格化的 Zb[X指数$气温%#并
结合 Zb[X指数与劳动生产率的暴露 W反应关系
方程#在每个栅格上计算劳动生产率损失#最终估计
区域或全球尺度上的总体损失 ’%# W%C( ) 基于不同职
业卫生标准探究 Zb[X指数与劳动生产率的暴露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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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反应关系比较常用 ’C%# %!( #但该方法有可能会高估
未来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aG3--O4*(2等 ’C"# %E# %%(汇总
了部分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来模拟暴露 W反应
关系曲线#该曲线可能更接近劳动生产率损失的实
际情况)

预估研究的结果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
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已有一定程度降低#而未来劳动
生产率可能进一步下降) 如 c)++3等 ’%!(研究指出#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每年最热月份的劳动生产率损
失已达 Ad e#"d-到 !# 世纪末劳动生产率损失更
将高达 !"d$LTSC=%%或 EBd $LTS$=%%-到 !! 世
纪末该损失甚至会达到 A#d$LTS$=%%) aG3--O4*(2

等 ’%E(研究结果表明#热带地区当前因高温天气损失
的劳动生产率尚低于 !d#但到 !# 世纪末该损失将
超过 Ad $LTS!=A % 或 #!d $LTSA=" %-同时#在
LTSA=" 情景下#美国在 !# 世纪末的劳动生产率损
失将由当前的 "=#Bd增至 #=Ed#中国将由 "=Ed增
至 !d#印度将由 !d增至 $d#柬埔寨甚至会超
过 #"d)

预估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经济损失同样重要) 非
盈利组织发展援助研究协会 $c303-(J23+4@OO1OU
4,+93L3O3,*9K @OO(91,43O# c@L@%报告称#!"E" 年
全球因劳动生产率降低造成的 [cS损失将达
!=# 万亿美元#尼日利亚和加纳的损失将占其国内
[cS的 A=Cd#印度尼西亚及泰国将占 A="d#印度
占 E=!d#中国占 "=$d#美国占 "=!d#而英国与日
本基本不受影响 ’#E( ) 德国在 !"B#&!#"" 年间由于
劳动生产率降低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预估占国内
[cS的 "=# e"=%d ’%A( ) aG3--O4*(2等 ’#E(还指出#未
来由于劳动生产率降低而造成的全球 [cS损失将
会超过 !"d#且损失主要来自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
中低收入国家)

基于不同 LTS情景预估劳动生产率损失与经
济损失#可为决策制定者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策略提
供参考#但现有研究尺度大多比较宏观#结果较为粗
略) 降低时空预估的尺度#可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如 ^)Q)N1US,*N3*等 ’%B(利用动态降尺度法对日本
东京与大阪未来劳动时间的损失进行了预估) 此
外#预估研究一般假定未来人口模式*能源利用*产
业结构等与当前保持一致#这可能降低结果的准确
性) _K,(等 ’CE(预估了未来中国高温津贴的潜在增
长趋势#结果表明在 !"E" O年以前#高温津贴增长
主要由人口增长而非气候变化决定#揭示了预估研

究纳入其他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气候变化形势十分严峻) 自 #D%#&!"#B 年
中国的地表平均温度平均每十年上升 "=!CV#升温
率明显高于全球同期平均水平#极端高温事件显著
增多 ’%$( ) 中国大陆受季风气候影响显著#夏季盛行
暖湿气流#雨热同期#且劳动力密集分布在超大*特
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D( )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当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
阶段) 探究高温天气和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

中国该领域的研究与国际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未来应着重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E=#&探究高温天气和气候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
机制与路径

探究高温天气和气候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
制和路径是全面评估劳动生产率损失的基础) 现有
研究大多仅探讨职业人群为避免健康损害损失的劳
动时间#忽视了负面健康效应带来的劳动能力与劳
动时间损失#以及洪涝*台风等自然气象灾害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初步总结了高温天气影响劳动
生产率的方式#但由于这方面的文献较少#本文的研
究结论可能并不全面#未来应重视这一方向的研究#

全面总结气候变化和高温天气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
制和路径)
E=!&研究高温天气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分异规
律%全面评估经济损失

中国在气候变化与健康方面的研究虽然紧跟国
际步伐#但在高温天气影响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
尚存在许多不足) 如研究数量少#研究地区局限#仅
在北京*南京*香港三个城市开展了几项研究-研究
对象大都为建筑业的钢筋工人#缺乏代表性等) 未
来中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研究#探讨高温天
气对不同作业类型及同一行业内不同工种的影响)

且应采用拟合能力较好的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充
分考虑工作经验*年龄因素*饮酒习惯*薪资支付方
式等其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以更准确地分析
高温天气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暴露 W反应关系)

未来#中国还应更多地开展关于高温天气影响
社会经济的研究#且评估经济损失时#不仅应考虑未
造成健康损害时损失的劳动生产率#还应纳入因负
面健康效应而损失的劳动时间和增加的医疗支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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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
应在高温天气下给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这会导致
劳动成本增加#也应纳入经济损失的范畴)
E=E&开展气候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预估研究

目前#仅 aG3--O4*(2等 ’%E(基于全球尺度的数据
预估了未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损失情况#且研究结
果比较宏观) 中国学者应重视该领域的研究#不仅
要从宏观尺度上评估全国范围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还应开展空间降尺度研究#对国家内部的典型区域
及典型城市预估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损
失) 此外#预估研究应尽可能纳入未来人口情景*产
业结构*空调普及率等因素#以更加准确地预估未来
的情况)

综上所述#高温天气不仅可通过急性健康事件*
慢性健康损害降低劳动生产率#还可通过应激反应
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极
端高温天气如高温热浪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将会增
加#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职业人群的劳动生产率) 我
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中低纬度地区#受高温天气和气
候变化的影响较大#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引起学术界
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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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的使用原则
使用阿拉伯数字或是汉字数字#有的情形选择是唯一而确定的)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原则0
$#%统计表中的数值#如正负整数*小数*百分比*分数*比例等#如 C$*AEd eA$d*#MC*#t%"")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 $ 世纪) 年份一般不用简写) 如0!""" 年不应简作

+%%年,或+"" 年,)
$E%引文著录*行文注释*表格*索引*年表等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年月日的标记可按 [bMXBC"$ WDC 的 %=!=#=# 中的扩展

格式#如 !"#! 年 # 月 E" 日和 !"#! 年 #" 月 # 日可分别写作 !"#!U"#UE" 和 !"#!U#"U"# )
$C%时*分*秒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如 C 时*#C 时 #! 分 EA 秒)
$%%物理量量值必须用阿拉伯数字#如 $BEA=$" N2$$ BEA=$" 千米% )
$A%非物理量一般情况下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如 %%" 名)
$B%引文标注中版次*卷次*页码#除古籍应与所据版本一致外# 一般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多位整数与小数的分节#从小数点起#向左和向右每三位数字一组#组间空四分之一个汉字$二分之一个阿拉伯数字%

的位置#不使用千分撇+#,分节的办法) 四位以内的整数不分节) 年份*部队代号*仪器型号等非计量数字不分节)
!=汉字数字的使用原则0
$#%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如十滴水*四氧化三

铁*一%五九$农药内吸磷%等)
$!%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必须使用汉字#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得用顿号+*,隔开#如二三米*一两个小时)
$C%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及中国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 B!! 年%)
$%%含有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如+一.一七,批示$# 月 #B 日%)
$A%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的#可以用汉字#如四种产品*五个百分点)
$B%部队医院编号有+第,字者#其编号用汉字#如解放军第三%四医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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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张掖市甘州区传染病发病情况及其与干旱天气的关系研究
李盛#&薛华!&王金玉E&李顺承!&王龄庆#&贾清#&王宇红#&李守禹E

基金项目!兰州市民生科技计划项目"!"#A WE W#"D%!"#$ W# W#!##$兰州市城关区科技计划项目"!"#A WB WE#

作者简介!李盛%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与健康研究

作者单位!# 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张掖市甘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联系方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DD 号$邮编!BE""""$/2,1-! F,+7G1+6H-Q):3I):9+

摘要#目的&了解张掖市甘州区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分析传染病发病率与干旱因素的关系%为政府和卫
生部门决策和采取防疫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张掖市甘州区 !"#!’!"#A 年常见传染病发病资料
及同期干旱因素资料%分析该地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并分析结核病和细菌性痢疾的发病率与干旱因素之间的
关系& 结果&!"#!’!"#A 年张掖市甘州区居民各类传染病中%肺结核发病人数在 A% 岁以上年龄段所占比
例最高%而细菌性痢疾发病人数"" e#%#岁儿童比例最高%且主要分布在春(夏季$其他感染性腹泻和其他传
染病"" e#"#岁发病人数占比最大& !"#!’!"#A 年甘州区五年各种传染病发病率分别为肺结核"%BD=EAM#"
万#(细菌性痢疾"!D="DM#" 万#(肝炎"B=A#M#" 万#(其他传染性腹泻"!AA=A%M#" 万#(其他传染病"!#!=E$M
#" 万#%且各种传染病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同时%!"#!’!"#A 年甘州区肺结核发病率与各季节连续无降雨
天数呈正相关"7p"=%CE%:p"="#E#%细菌性痢疾发病率与各季节连续无降雨天数呈负相关"7pW"=%#B%
:p"="!"#& 结论&!"#!’!"#A 年甘州区居民传染病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且该地肺结核和细菌性痢疾
的发病率与各季节连续无降雨天数有关%同时提示婴幼儿(儿童和老年人是该地传染病的重点防控人群&

关键词#传染病$ 发病率$ 干旱天气
中图分类号#L#$E=#
!"#!#"=#EC!#MG:9+N1:KGFOPQQ:!"#$="%=""$

#0?6.-0?-/3#03-?16/F,!6,-+,-,60R+0P2/F!6,146?1/3]2+08I-G61I +0.S2-64
E-=+16/0,26>J612!4I \-+12-4

‘R̂ K3+7## f\/5),!# Z@<[’1+6)E# ‘R̂ K)+9K3+7!# Z@<[‘1+7g1+7!#
’R@h1+7## Z@<[>)K(+7## ‘R̂ K()6)#

&& BC,14+?10 "CD-?16<-,&X()+I3*O4,+I 4K33J1I3219*37)-,*146(.1+.3941()OI1O3,O3O1+ [,+QK() I1O4*194(.
_K,+763# ,+,-6Q34K3*3-,41(+OK1J Y34F33+ 4K31+91I3+93O(.1+.3941()OI1O3,O3O,+I I*()7K4.,94(*O# ,+I J*(01I3
O913+41.19Y,O1O.(*4K37(03*+23+4,+I K3,-4K I3J,*423+4O4(2,N3I391O1(+O,+I 4,N3J*303+410323,O)*3O:;-12Q
/.,&XK3I,4,(+ 4K31+91I3+93O(.9(22(+ 1+.3941()OI1O3,O3O,+I I*()7K4.,94(*O.*(2!"#! 4(!"#A 1+ [,+QK()
I1O4*194(._K,+763F3*39(--3943I 4(,+,-6Q34K33J1I321(-(719,-9K,*,943*1O419O(.1+.3941()OI1O3,O3O# ,OF3--,O4K3
*3-,41(+OK1J Y34F33+ 4K31+91I3+93O(.4)Y3*9)-(O1O,+I Y,91--,*6I6O3+43*6F14K I*()7K4.,94(*O:E-,F=1,&c)*1+7
!"#! W!"#A 1+ [,+QK() I1O4*194# 4K31+91I3+93*,43O(.4)Y3*9)-(O1OF3*34K3K17K3O41+ 3-I3*J3(J-3,Y(03A% 63,*O
(.,73# ,+I 4K31+91I3+93*,43O(.Y,91--,*6I6O3+43*6F3*34K3K17K3O4,2(+79K1-I*3+ ,73I $" e#%% 63,*U(-I#
FK19K ,JJ3,*3I 2,1+-61+ 4K3OJ*1+7,+I O)223*:TK1-I*3+ ,73I $" e#"% 63,*O,99()+43I .(*4K3-,*73O4+)2Y3*
(.J,413+4O9,)O3I Y6(4K3*1+.3941()OI1,**K3,,+I (4K3*1+.3941()OI1O3,O3O:XK31+91I3+93(.(4K3*1+.3941()OI1O3,U
O3O1+ [,+QK() ,*3,1+ !"#! W!"#A F3*3%BD=EAM#"A .(*4)Y3*9)-(O1O# !D="DM#"A .(*Y,91--,*6I6O3+43*6#
B=A#M#"A .(*K3J,4141O# !AA=A%M#"A .(*(4K3*1+.3941()OI1,**K3,,+I !#!=E$M#"A .(*(4K3*1+.3941()OI1O3,O3O# *3U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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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394103-64K3*,43(.,--(.4K3O3I1O3,O3OOK(F3I ,I(F+F,*I 4*3+I 1+ 4K3O363,*O:XK31+91I3+93(.J)-2(+,*64)U
Y3*9)-(O1OF,OJ(O14103-69(**3-,43I F14K 4K3+)2Y3*(.9(+O39)4103I,6OF14K()4*,1+.,--1+ ,O3,O(+ $7p"=%CE#
:p"="#E%# FK1-34K31+91I3+93(.Y,91--,*6I6O3+43*6F,O+37,4103-69(**3-,43I F14K 4K3+)2Y3*(.9(+O39)4103
I,6OF14K()4*,1+.,--1+ ,O3,O(+ $7pW"=%#B# :p"="!"%:G/0?=F,6/0,&XK31+91I3+93O(.1+.3941()OI1O3,O3O
1+ *3O1I3+4O(.[,+QK() I1O4*194OK(F3I ,I(F+F,*I 4*3+I 63,*Y663,*1+ !"#! W!"#A# ,+I 4K31+91I3+93O(.4)Y3*U
9)-(O1O,+I Y,943*1,-I6O3+43*61+ 4K1O,*3,F3*3*3-,43I 4(4K39(+41+)()O+(*,1+ I,6O1+ ,O3,O(+:XK3*3O)-4O)7U
73O43I 4K,41+.,+4O# 9K1-I*3+ ,+I 4K33-I3*-6F3*34K3N36J(J)-,41(+ .(*J*303+41(+ ,+I 9(+4*(-(.1+.3941()OI1O3,O3O
1+ *3O1I3+4O(.[,+QK() I1O4*194:

H-I J/4.,0 1+.3941()OI1O3,O3# 1+91I3+93# I*()7K4F3,4K3*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通过相应途径传播#会
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一类疾病) 由于生活环境
及卫生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国许多地区肠道及呼
吸道传染病发病率仍然较高) 李俊等 ’#( 分析
!"#C&!"#A 年上海市金山区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
特征#发现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此外#各地区传
染病的发病还具有显著的地区和人群差异) 杨振
等 ’!(报道#我国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具有西部高*
东部低和中部居中的趋势) 章志红等 ’E(分析了抚
州市细菌性痢疾的发病情况#结果发现其发病具有
人群和时空分布特点#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e
C%岁年龄组发病数最多#职业分布以农民*散居儿
童为主#发病高峰为 A&#" 月) 汪德华等 ’C(研究发
现南昌市肺结核发病以中老年人和农民为主)

气候是传染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干旱持续时间
较久会使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降低#会加剧空气*
水源的污染及食品中细菌*霉菌等病原体的孳生#构
成一些传染病流行所需要的条件#给人类健康带来
负面影响 ’%( ) 韩德彪等 ’A(筛选了山东省干旱敏感
的传染性疾病#发现细菌性痢疾和麻疹的发病与干
旱程度成正相关) 施海龙等 ’B(探讨了干旱地区影
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关键气象因子#发现流行性
脑膜炎的发病率与平均气压*平均降水量呈负相关)
由此可见#干旱因素与传染病的发病有较强的关系)

甘州区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
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降雨量少#干旱
灾害很容易发生) 有关张掖市甘州区近年来各类传
染病#尤其介水传染病和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状况
如何#目前尚未见详实报道) 因此#本文拟以该地区
居民为研究对象#了解该地区 !"#!&!"#A 年传染病
的流行分布情况#分析传染病发病率与各季节平均
降雨量*平均蒸发量和连续无降雨天数之间的关联

性#为该地区政府和卫生部门采取防疫措施和开展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A 年法定传染病监测数据#包
括细菌性痢疾*肝炎*结核病*疑似结核病*其它感染
性腹泻和其他传染病不同年龄月发病人数) 月平均
降雨量*月平均蒸发量和连续无降雨天数来自甘肃
省张掖市甘州区气象局 !"#!&!"#A 年气象资料)
#=!&研究内容

分析 !"#!&!"#A 年甘州区传染病流行状况#包
括人群年龄*季节性分布及流行趋势#以及各年份传
染病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及其与干旱因素的关联性)
#=E&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数据双录入 /P93-!"#E#用 ^Ŝ^ !C=" 进行
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和率来描述) 以季
节平均降雨量*平均蒸发量和连续无降雨天数为自
变量#以结核和细菌性痢疾各季节发病率为因变量#
所有数据通过对数转换后进行单因素线性相关
分析)

&%结果

!=#&!"#!’!"#A 年甘州区传染病年龄别分布情况
由表 # 所示#!"#!&!"#A 年甘州区肺结核各

年龄段人群均有发病#其中 A% 岁以上人群新发病
人数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 % 年 依 次 为 C%=!!d*
CE=%%d*CE=ECd*C"=!!d*C"=#Ad% #%% eA% 岁
次之 $ % 年 依 次 为 E$=C#d* C"=%Dd* E$=$Ed*
C#=%Ad*E$=B$d% #而 " e岁人群新发病人数所占
比重最小)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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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K$^ 年甘州区肺结核各年龄别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年龄段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 岁 e " "="" " "="" " "="" # "=#$ # "=!"
#% 岁 e #% !=#B #C !=#$ #E !=#B B #=EE D #=BB
!% 岁 e #E #=$$ B #="D A #="" B #=EE #C !=B%
E% 岁 e #A !=E! !# E=!B !A C=EE #C !=AA #" #=DB
C% 岁 e AD #"="" A" D=E! A! #"=EE AA #!=%! BE #C=EB
%% 岁 e !A% E$=C# !A# C"=%D !EE E$=$E !#D C#=%A #DB E$=B$
A% 岁以上 E#! C%=!! !$" CE=%% !A" CE=EC !#E C"=C! !"C C"=#A

合计 AD" #""="" ACE #""="" A"" #""="" %!B #""="" %"$ #""=""

表 &%&K$&$&K$^ 年甘州区细菌性痢疾各年龄别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年龄段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 岁 e !B ED=#E #% C"=%C % !!=BE C EA=EA E E"=""
#% 岁 e C %=$" ! %=C# ! D="D # D="D # #"=""
!% 岁 e #! #B=ED E $=## # C=%C # D="D " "=""
E% 岁 e # #=C% % #E=%# E #E=AC # D="D " "=""
C% 岁 e #! #B=ED C #"=$# C #$=#$ " "="" " "=""
%% 岁 e E C=E% ! %=C# % !!=BE E !B=!B E E"=""
A% 岁以上 #" #C=CD A #A=!# ! D="D # D="D E E"=""

合计 AD #""="" EB #""="" !! #""="" ## #""="" #" #""=""

表 ’%&K$&$&K$^ 年甘州区乙型肝炎各年龄别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年龄段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 岁 e # C=%% " "="" " "="" # !"="" # !"=""

#% 岁 e E #E=AC " "="" # !"="" " "="" " "=""

!% 岁 e " "="" " "="" # !"="" # !"="" " "=""

E% 岁 e C #$=#$ " "="" # !"="" " "="" " "=""

C% 岁 e D C"=D# ! #""="" " "="" " "="" # !"=""

%% 岁 e C #$=#$ " "="" # !"="" " "="" # !"=""

A% 岁以上 # C=%% " "="" # !"="" E A"="" ! C"=""

合计 !! #""="" ! #""="" % #""="" % #""="" % #""=""

&&由表 ! 所示#!"#!&!"#A 年张掖市甘州区细菌
性痢疾 " e岁人群新发病人数所占比重最大#分别
为 ED=#Ed*C"=%Cd*!!=BEd*EA=EAd*E"=""d)

由表 E 所示#!"#!&!"#A 年甘州区乙型肝炎各
年龄别发病所占比例无明显规律)

由表 C 所示#!"#!&!"#A 年甘州区其他感染性
腹泻 各 年龄段 人群均有发 病# 但主要 集 中 在
" e岁人群#% 年分别为 CB=""d*BD=BCd*$%=!"d*
$B=#"d*D"=C%d)

由表 % 所示#!"#!&!"#A 年甘州区其他传染病
" e岁人群新发病人数所占比重最大#% 年依次为
AB=C"d*A"=CDd*D!=E$d*$A=A"d*B$=%Bd#提示

" e岁人群为其他传染病的重点防控对象)
!=!&!"#!’!"#A 年甘州区细菌性痢疾季节性分布
情况

由表 A 所示#!"#!&!"#A 年甘州区细菌性痢疾
夏季 新 发病人数 所 占比 重最大# 五年 分 别 为
ED=#Ed*C"=%Cd*C"=D#d*AE=ACd*%"=""d-其次
为春季#说明甘州区居民细菌性痢疾发病主要分布
在春*夏季#且于夏季达到高峰)
!=E&各类传染病的顺位

由表 B 所示#!"#!&!"#A 年甘州区各传染病构
成顺位五年波动不大#肺结核发病顺位五年均居首
位#所占比重分别为 %A=EEd* A"=#%d* CA=BE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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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K$^ 年甘州区其他感染性腹泻各年龄别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年龄段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 岁 e #"! CB="" !CC BD=BC !#E $%=!" !CE $B=#" !$C D"=C%

#" 岁 e B E=!E C #=E# E #=!" # "=EA # "=E!

!" 岁 e D C=#% D !=DC B !=$" A !=#% % #=%D

E" 岁 e ## %="B % #=AE C #=A" % #=BD E "=DA

C" 岁 e E# #C=!D #$ %=$$ C #=A" $ !=$B % #=%D

%" 岁 e EE #%=!# D !=DC A !=C" E #="$ % #=%D

A" 岁以上 !C ##="A #B %=%A #E %=!" #E C=AA ## E=%"

合计 !#B #""="" E"A #""="" !%" #""="" !BD #""="" E#C #""=""

表 )%&K$&$&K$^ 年甘州区其他传染病各年龄别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年龄段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 岁 e #%E AB=C" CD A"=CD EBA D!=E$ #$# $A=A" AA B$=%B

#" 岁 e ## C=$% % A=#B ## !=B# E #=CC C C=BA

!" 岁 e #C A=#B $ D=$$ C "=D$ ## %=!A " "=""

E" 岁 e ## C=$% $ D=$$ % #=!E A !=$B # #=#D

C" 岁 e !" $=$" C C=DC C "=D$ ! "=DA B $=EC

%" 岁 e #C A=#B ! !=CB ! "=CD C #=D# ! !=E$

A" 岁以上 C #=BA % A=#B % #=!E ! "=DA C C=BA

合计 !!B #""="" $# #""="" C"B #""="" !"D #""="" $C #""=""

表 ^%&K$&$&K$^ 年甘州区细菌性痢疾各季节的新发病人分布情况

季节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例数M例 构成Md

春季 #$ !A="D A #A=!! #" C%=C% # D="D ! !"=""

夏季 !B ED=#E #% C"=%C D C"=D# B AE=AC % %"=""

秋季 #C !"=!D #! E!=CE ! D="D # D="D ! !"=""

冬季 #" #C=CD C #"=$# # C=%% ! #$=#$ # #"=""

合计 AD #""="" EB #""="" !! #""="" ## #""="" #" #""=""

表 L%&K$&$&K$^ 年甘州区各传染病构成顺位

传染病

!"#! 年 !"#E 年 !"#C 年 !"#% 年 !"#A 年

例数M
例

构成M
d

顺
位

例数M
例

构成M
d

顺
位

例数M
例

构成M
d

顺
位

例数M
例

构成M
d

顺
位

例数M
例

构成M
d

顺
位

肺结核 AD" %A=EE # ACE A"=#% # A"" CA=BE # %!B %#=#! # %"$ %%=#A #

细菌性痢疾 AD %=AE C EB E=CA C !! #=B# C ## #="B C #" #="D C

乙型肝炎 !! #=$" % ! "=#D % % "=ED % % "=C$ % % "=%C %

其他感染性腹泻 !#B #B=B# E E"A !$=A! ! !%" #D=CB E !BD !B="A ! E#C EC="D !

其他传染病 !!B #$=%E ! $# B=%$ E C"B E#=B" ! !"D !"=!B E $C D=#! E

合计 # !!% #""="" # "AD #""="" # !$C #""="" # "E# #""="" D!# #""=""

%#=#!d和 %%=#Ad) 细菌性痢疾发病顺位五年均
居第 四 位#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AEd* E=CAd*
#=B#d*#="Bd和 #="Dd) 乙型肝炎发病顺位五年
均居 末 位#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d* "=#Dd*

"=EDd*"=C$d和 "=%Cd)
!=C&!"#!’!"#A年甘州区各种传染病发病情况比较

由表 $ 所示#!"#!&!"#A 年甘州区五年各种传
染病的发病率分别为肺结核 $ %BD=EAM#" 万%*细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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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K$^ 年甘州区各传染病发病率’$X$K 万(比较

年份
人口数
M人

肺结核 细菌性痢疾 乙型肝炎 其他感染性腹泻 其他传染病

例数M
例

发病率M
#" 万

例数M
例

发病率M
#" 万

例数M
例

发病率M
#" 万

例数M
例

发病率M
#" 万

例数M
例

发病率M
#" 万

!"#! 年 %#% "E# AD" #EE=DB AD #E=C" !! C=!B !#B C!=#E !!B CC="$

!"#E 年 %#$ $!# ACE #!E=DE EB B=#E ! "=ED E"A %$=D$ $# #%=A#

!"#C 年 %"A CB$ A"" ##$=CB !! C=EC % "=DD !%" CD=EA C"B $"=EA

!"#% 年 %"$ #B" %!B #"E=B# ## !=#A % "=D$ !BD %C=D" !"D C#=#E

!"#A 年 %#! D!$ %"$ DD="C #" #=D% % "=DB E#C A#=!! $C #A=E$

合计 %#! !$A ! DA$ %BD=EA #CD !D="D ED B=A# # EAA !AA=A% # "$$ !#!=E$

菌性痢疾$!D="DM#" 万%*肝炎$B=A#M#" 万%*其他
感染性腹泻$!AA=A%M#" 万%和其他传染病$!#!=E$M
#" 万%-且除其他感染性腹泻外#其他各种传染病均
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 年甘州区各种传染病发病率与干旱因素
的相关性

由表 D 所示#!"#!&!"#A 年甘州区肺结核各季
节发病率分别与其平均降雨量 $7pW"=EAC#:p
"=##%%和蒸发量$7pW"=EAC#:p"=C%$%均无相关
性#但与季节连续无降雨天数呈正相关$7p"=%CE#
:p"="#E%) 细菌性痢疾各季节发病率分别与其平
均降雨量 $7p"=!E$#:p"=E#E % 和蒸发量 $7p
"=!B$#:p"=!EA%均无相关性#但与季节性连续无
降雨天数呈负相关关系$7pW"=%#B#:p"="!"%)
表 Z%&K$&$&K$^ 年甘州区传染病季节发病率与干旱

因素相关情况

干旱因素
肺结核季节
发病率

细菌性痢疾季节
发病率

7 : 7 :

季节平均降雨量 W"=EAC "=##% "=!E$ "=E#E

季节平均蒸发量 W"=#BA "=C%$ "=!B$ "=!EA

季节连续无降雨天数 "=%CE "="#E W"=%#B "="!"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传染病防控的规范
实施#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在逐年降低#但要彻底控
制和消灭肺结核*细菌性痢疾*病毒性肝炎等传染
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贺湘焱等 ’$(报道#新疆 A" 岁以上人群肺结核发
病占比最高且具有季节性分布特征) 本文结果显示
!"#!&!"#A 年甘州区肺结核患者以 A% 岁以上人群
发病人数占比最大#但无季节性分布特点 $本文数
据未列出%#结果提示老年人群是甘州区肺结核的

重点防控对象) 朱海等 ’D(研究显示#沈阳市浑南区
肺结核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发病率为
C$=A%M#" 万-但甘州区 !"#!&!"#A 年肺结核平均
发病率为 %BD=EAM#" 万#提示该地肺结核发病率明
显偏高#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应引起当地卫生行政和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高度重视)

李海娇等 ’#"(研究发现#北京市房山区细菌性
痢疾$" e#"%岁人群发病比例最高#且夏*秋季多
发) 本文结果显示#张掖市甘州区细菌性痢疾好
发人群为$" e#%%岁#夏季达到发病高峰#与前述
结果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婴幼儿*儿童自身免疫力
低且卫生习惯差以及夏季致病机会增多所致) 崔
树峰等 ’##(研究发现#北京市朝阳区 !""A&!"#% 年
细菌性痢疾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发病率
为 #!#=A! M#" 万) 本文结果显示 !"#!&!"#A 年甘
州区细菌性痢疾发病率亦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
发病率为 !D="D M#" 万#这与当地政府强化饮水卫
生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以及居民卫生
意识逐年提高有关)

李源菁等 ’#!(研究发现#北京市东城区 !"#A 年
其他感染性腹泻$!" eC" %岁人群发病占比最高#
B 月和 $ 月为发病高峰) 本文结果显示#甘州区其
他感染性腹泻发病主要集中在$" e#"%岁人群#无
明显季节发病特点#这可能与地理环境差异和生
活方式不同有关) 刘晓玲等 ’#E(报道#深圳市宝安
区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率逐年呈较小幅度下降趋
势#年发病率在$#!E=A M#" e!#$=$ M#"%万之间#而
本文结果显示甘州区其他感染性腹泻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 年平均发病率为 !AA=A% M#" 万#提示甘
州区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率任然处于较高水平#

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地方气象条件*生活方式及生
活习惯等有关)

据报道 ’#C( #河北邯郸市肺结核月发病率与月
."#C.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94:!"#$# ;(-:$ <(=%

小型蒸发量相关) 本文结果显示张掖市甘州区肺
结核季节发病率与其降雨量*蒸发量均无相关性#
但与季节性连续无降雨天数呈正相关) 这可能是
由于甘州区全年蒸发量大#且干燥的空气有利于
肺结核的传播) 研究发现 ’#%( #北京市细菌性痢疾
发病率与降水量呈正相关) 本文结果显示甘州区
细菌性痢疾季节发病率与季节平均降雨量*蒸发
量不相关#但与连续无降雨天数呈负相关#究其原
因可能与甘州区干旱气候有关#其原因还有待于
进一步探讨)

建议0$张掖市甘州区相关部门应以 $ " e
#%%岁儿童为预防细菌性痢疾和其他感染性腹泻
的重点人群#夏*秋季重点做好儿童饮水和食品安
全的管理和监测-此外#加大当地卫生资源投入及
针对儿童预防细菌性痢疾和其他感染性腹泻宣传
力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饭前便后勤洗手#夏
秋季少进食生冷*凉拌食品和饮品等) %以 A" 岁
以上人群是防控肺结核的重点对象#采取针对性
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强化该地该人群肺结核相关
知识宣传的力度#如老年人居住房屋的勤通风换
气*减少到人群聚集区活动#接触过结核病人者应
积极去医院做痰检等#同时加强该地传染病监测
和结核病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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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河南省三市一般人群血浆中铜和锌分布特征及铜锌比值研究
武鑫#%!&潘亚娟!&赵玮!&闫慧芳!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Cb@R#!b""(!""Ab@R"Ab""#

作者简介!武鑫%从事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研究

作者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D 号$邮编!#"""%"$/2,1-!#"AA%"#B##Hgg:9(2

通信作者!闫慧芳%研究员%从事职业卫生检测研究$/2,1-!6,+nK)1.,+7H 63,K:+34

摘要#目的&了解河南省三市一般人群血浆中铜(锌分布特征%并分析其分布特点& 方法&采取整群随机
抽样的方法%于 !""D’!"#" 年在河南省濮阳(焦作及平顶山 E 个城市的区县中%抽取了 # $AA 名"A eA"#岁人群
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及血液样品采集& 应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检测样品中铜(锌浓度%分
析河南省三市一般人群血浆中铜(锌浓度在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的分布特征& 结果&调查对象血浆铜均数为
DEE !7M‘%中位数为 D!E !7M‘%:!=%和:DB=%分别为 A#! 和 # E%% !7M‘& 男性血浆铜浓度低于女性%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i"="##& 不同年龄组血浆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其中"CA eA"#岁年龄组最高"中位数
# ""E !7M‘#%"#B e!"# 岁年龄组最低"中位数 $#" !7M‘#$河南省濮阳(焦作和平顶山等三市一般人群血浆
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其中焦作市最高"中位数 DEE !7M‘#%平顶山市最低"中位数 $DE !7M‘#&

调查对象血浆锌均数为 $B$ !7M‘%中位数为 $%D !7M‘%:!=%和 :DB=%分别为 A#$ 和 # !#B !7M‘& 男性血浆锌浓度
高于女性":i"="##$不同年龄组血浆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其中"!# eE"#岁年龄组最高"中位
数 DEC !7M‘#%"#E e#A# 岁年龄组最低"中位数 $"% !7M‘#$河南省濮阳(焦作和平顶山三市一般人群血浆锌
中位数分别为 $$B($$C 和 $"# !7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 不同性别(年龄(地区之间血浆铜锌比
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i"="##& 结论&河南省三市一般人群血浆铜(锌和铜锌比值在不同性别(年龄以及
地区间均存在差异&

关键词#一般人群$ 血浆$ 铜$ 锌$ 铜锌比值
中图分类号#L#!A=$
!"#!#"=#EC!#MG:9+N1:KGFOPQQ:!"#$="%=""D

!6,146CF16/0+=G2+4+?1-46,16?,/3G/>>-4+0.]60?60V=+,5+ +0.GFX]0E+16/ 60
R-0-4+=V/>F=+16/0/3S24--G616-,60@-0+0V4/<60?-

Z\f1+##!# S@<>,G),+!# _5@8Z31!# >@<5)1.,+7!

&& BC,14+?10 "CD-?16<-,&X()+I3*O4,+I 4K3I1O4*1Y)41(+,-9K,*,943*1O419O(.9(JJ3*,+I Q1+91+ J-,O2,(.73+3*U

,-J(J)-,41(+ 1+ 4K*3391413O(.53+,+ J*(01+93:;-12/.,&@4(4,-(.# $AA $A eA" 63,*U(-I% O)YG394OF3*3O3-394U

3I Y6,9-)O43**,+I(2O,2J-1+7234K(I 1+ !""D W!"#" .*(2E 91413O(.53+,+ J*(01+930 S)6,+7# ’1,(Q)(,+I

S1+7I1+7OK,+:h)3O41(++,1*3# ,+I Y-((I O,2J-3OF3*39(--3943I:T(JJ3*,+I Q1+9-303-O1+ J-,O2,F3*3I343*21+3I

Y61+I)94103-69()J-3I J-,O2,(J419,-321OO1(+ OJ394*(2343*$RTSU8/̂ %:XK3I1O4*1Y)41(+,-9K,*,943*1O419O(.9(JU

J3*,+I Q1+91+ J-,O2,1+ I1..3*3+4,73# 73+I3*,+I *371(+ 7*()JO1+ 53+,+ S*(01+93F3*3,+,-6Q3I:E-,F=1,&XK3

23,+ ,+I 23I1,+ -303-O(.J-,O2,T) F3*3DEE ,+I D!E !7M‘# ,+I 4K323,+ ,+I 23I1,+ (.:!=% ,+I :DB=% -303-O

F3*3A#! ,+I # E%% !7M‘*3OJ394103-6:XK3-303-O(.J-,O2,9(JJ3*1+ 2,-3F,O-(F3*4K,+ 4K,41+ .32,-3$: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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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9(JJ3*F,OI1..3*3+41+ I1..3*3+4,737*()JO$:i"="#%# 14F,O4K3K17K3O41+ $CA eA"% 63,*U(-I

7*()J $23I1,+ # ""E!7M‘%# ,+I 14F,O4K3-(F3O41+ $#B e!"% 63,*U(-I 7*()J $23I1,+ $#" !7M‘%- S-,O2,9(JU

J3*1+ ’1,(Q)(F,O4K3K17K3O4$23I1,+ DEE !7M‘% ,+I 4K,41+ S1+7I1+7OK,+ F,O4K3-(F3O4$23I1,+ $DE !7M‘%#

14F,OO17+1.19,+4-6I1..3*3+41+ 4K*3391413O$:i"="#%:XK323,+ ,+I 23I1,+ (.J-,O2,_+ F3*3$B$ ,+I $%D !7M‘#

,+I 4K323,+ ,+I 23I1,+ (.:!=% ,+I :DB=% F3*3A#$ !7M‘,+I # !#B !7M‘*3OJ394103-6:XK3-303-(.J-,O2,_+

F,OK17K3*1+ 2,-34K,+ 4K,41+ .32,-3$:i"="#%- S-,O2,Q1+9-303-F,OO17+1.19,+4-6I1..3*3+41+ I1..3*3+4,73

7*()JO$:i"="#%# 4K3K17K3O4F,O1+ $!# eE"% 63,*U(-I 7*()J $23I1,+ DEC !7M‘%# ,+I 4K3-(F3O4F,O1+ #E W

#A 63,*U(-I 7*()J $23I1,+ $"% !7M‘%- XK323I1,+ (.J-,O2,Q1+91+ S)6,+7# ’1,(Q)(,+I S1+7I1+7OK,+ F3*3

$$B# $$C ,+I $"# !7M‘# *3OJ394103-6# ,+I 4K3I1..3*3+93F,OO4,41O419,--6O17+1.19,+4$:i"="#%:S-,O2,T)M_+

*,41(F,OO17+1.19,+4-6I1..3*3+41+ I1..3*3+473+I3*# ,73,+I *371(+ 7*()JO$:i"="#%:G/0?=F,6/0,&XK3-303-(.

J-,O2,9(JJ3*# Q1+9,+I T)M_+ *,41(1+ 4K373+3*,-J(J)-,41(+ (.4K*3391413O1+ 53+,+ J*(01+93F,OI1..3*3+41+

I1..3*3+473+I3*# ,73,+I *371(+ 7*()JO:

H-I J/4.,0 73+3*,-J(J)-,41(+# J-,O2,# 9(JJ3*# Q1+9# T)M_+ *,41(

&&铜*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为细胞或组织

代谢所必需) 如果摄取不足或排泄过多#会导致

生理功能或形态结构的异常改变#使体内失去稳

态#从而导致各种疾病) 铜广泛分布于生物组织

中#是机体内蛋白质和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

要的酶需要微量铜的参与和活化) 铜缺乏会对心

血管系统#脂质代谢等造成不良影响) 绝对或相

对铜缺乏可使血清 XT*X[水平升高#引起高胆固

醇血症 ’#( ) 有流行病学实验显示#扩张型心肌病

患者体内铜代谢失衡#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 WE( ) 另

有研究表明#铜缺乏与糖尿病发生有关 ’C( ) 锌分

布于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含锌最高的组织是

眼球的视觉部分和前列腺) 锌缺乏相较于锌中毒

来说更加普遍#锌缺乏会对生长发育#神经元发

育#免疫系统等造成严重影响 ’% W$( ) 目前#我国关

于正常人群血浆中铜*锌元素浓度的研究相对较

少#且多为特殊人群 ’D W#"( ) 而参考值的建立#对于

评估人群健康状况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

意义) 本研究于 !""D&!"#" 年对河南省三市一

般人群血浆中铜*锌及其流行病学分布进行调查

分析#得到了当地一般人群血浆中铜*锌的浓度水

平#为一般人群中铜和锌参考值区间的建立及进

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数据)

$%材料和方法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D&!"#" 年在

河南省 E 个城市的部分区县中#抽取了 # $AA 名
$A eA"% 岁人群作为调查对象) 经过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开展了血液样品的采集和问卷调查) 采样地

区的选择#人群选择和伦理学审查均严格按照本课

题组制定的现场采样及质量控制方案进行 ’##( ) 调

查对象的纳入标准为0在抽样地区居住满 % ,-居住

地周边 % N2范围内无铜*锌相关污染企业-年龄范围

为$A eA"% 岁#并将其分为$A e#!%岁*$#E e#A%岁*

$#B e!"%岁*$!# eE"%岁*$E# eC%%岁*$CA eA"%岁

等 A 个年龄组) 剔除有接触职业有害因素人群#

自述患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甲亢及肿瘤

等慢性消耗性疾病以及在 E 个月内服用过复合微

量元素类药物和保健品的研究对象) 最终对符合

条件的 # $AA 名调查对象进行了血浆中铜*锌含量

的测定)

#=!&主要仪器与试剂

肝素锂抗凝剂采血管$美国 bc公司% #冻存管

$美国 @P673+ 公司% #去离子水 $"#$=" 2)% #硝

酸$优级纯#德国 ]3*9N 公司%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8SXR]@$"""c;型#美国 S/公司% #

血清痕量标准物质$‘W!#批号 #E"DC#A#挪威 ^3U

*(+(*2公司% )

#=E&检测方法

取 "=% 2‘血浆#加入 C=% 2‘稀释液$体积分

数为 #d硝酸% #充分振荡混匀)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铜*锌浓度) 标准曲线法定量#

T) 和 _+ 的标准曲线测定范围均为$%" eE""% !7M‘)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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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检出限分别为0#%=# 和 $=! !7M‘#定量下限

分别为 %"=! 和 !B=E !7M‘’#!( )

#=C&质量控制

在样品采集*运输*存储及实验室检测等环节#

均依照本课题组制定的质量控制方案进行 ’##( ) 从

事样品采集和检测的人员均经过统一技术培训#对

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培训#对承担检测参数的实验室

人员进行了现场实际操作的技术培训-样品采集的

容器和用品均经检测低于检测限#并由项目组统一

配置与发放至各个采样点-样品采集在洁净的环境

进行#避免环境污染和交叉污染) 同时为保证实验

结果的可靠性#本实验采用有证血清痕量标准物质
$挪威 ^3*(+(*2公司#‘W!#批号 #E"DC#A%进行质量

控制#每$%" eB"%个样品间加入一个质控样#以保

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 #D=" 软件进行统计检验#以 :i

"="% 为有统计学意义) 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采

用均数和标准差对其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4检验对

性别间差异进行统计学检验#采用方差分析对年龄

和地区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学检验-对于不符合正态

分布的资料#采用百分位数对其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UZK14+36\检验对性别间差异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 a*)ON,-UZ,--1O5检验对年龄和地区间差异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质量控制结果

本次共测定 CB 个 O3*(U‘W! 质控样#铜和锌的

测定结果均位于证书给定的参考值范围之内) 其中

铜的证书标准值为 # D!% !7M‘#参考值范围为
$# %E$ e! E#!% !7M‘) 质控样中铜的测定结果在
$# A$C e! "!!% !7M‘之间#平均值为 # $C! !7M‘-

锌的证书标准值为 # %E! !7M‘#参考值范围为
$# !!E e# $C"% !7M‘) 质控样中锌的测定结果在
$# CD# e# $#B% !7M‘之间#平均值为 # AB$ !7M‘)

!=!&血浆铜的分布特征

调查对象血浆铜中位数为 D!E !7M‘#:!=% 和

:DB=%分别为 A#! 和 # E%% !7M‘) 男性血浆中铜浓度

的中位数为 D"E !7M‘#女性血浆中铜浓度的中位数

为 DE% !7M‘#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女性高于男性$表

#%) 不同年龄组血浆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CA eA"%岁年龄组最高$中位数 # ""E !7M‘%#$#B e

!"% 岁年龄组最低$中位数 $#" !7M‘%) 分别将各年

龄组按性别分组后发现# $ #B e!" % 岁年龄组和
$!# eE"%岁年龄组性别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女性

高于男性#其余各年龄组性别间均无显著性差别
$表 #%) 河南省濮阳*焦作和平顶山三市一般人群

血浆铜中位数分别为 D!E*DEE*$DE !7M‘#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表 #%)

!=E&血浆锌的分布特征

调查对象血浆锌中位数为 $%D !7M‘#:!=% 和

:DB=%分别为 A#$ 和 # !#B !7M‘) 男性血浆中锌浓度

的中位数为 D"C !7M‘#女性血浆中锌浓度的中位数

为 $E! !7M‘#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男性高于女性$表
!%) 不同年龄组血浆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 eE"%岁年龄组最高$中位数 DEC !7M‘%#$#E e

#A%岁年龄组最低$中位数 $"% !7M‘% ) 分别将各

年龄组按性别分组后发现#除 $#B e!" %岁年龄组

性别间无差异外#其余各组性别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 其中$A e#!%岁年龄组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

其余各年龄组均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 $表 !% ) 河

南省濮阳*焦作和平顶山三市一般人群血浆锌中

位数分别为 $$B*$$C 和 $"# !7M‘#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 !% )

!=C&血浆 T)M_+ 比值

调查对象血浆 T)M_+ 比值中位数为 #="A#:!=%

和 :DB=%分别为 "=AC 和 #=AB) 男性血浆中 T)M_+ 比

值中位数为 "=DD#女性血浆中 T)M_+ 比值中位数为
#=#E#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高于男性$表 E%)

不同年龄组血浆 T)M_+ 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

中$A e#!%岁年龄组最高$中位数 #=#D%#$!" eE"%岁

年龄组最低$中位数 "=DB%) 分别将各年龄组按性别

分组后发现#各年龄组性别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其

中$A e#!%岁年龄组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其余各

年龄组均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 $表 E%) 河南省濮

阳*焦作和平顶山三市一般人群血浆 T)M_+ 中位数

分别为 #="%* #="C 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E%)

’%讨论

铜*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不能自身合成#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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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_̂ K(岁不同性别人群血浆铜的分布特征 ’"8X9(

组别 人数M人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 :DB=% 统计值 :

性别 MpWE=!%# :i"="#

&男 $AD D#% #D# D"E %BD # E%C

&女 DDB DC$ #D! DE% A%C # EA"

年龄 #! pE""=D%" :i"="#

&A e#!& !CA # ""C #B$ D$$ A%C # ED% MpW#=!AC :q"="%

&&男 #!A # "!" #BA DD" A%E # C"!

&&女& #!" D$B #$" DBA ACE # ED#

&#E e#A E"" $AE #AA $%% %!! #!A$ &pW"=!E# :q"="%

&&男& #EE $A" #$% $C% %#% # E"C

&&女& #AB $AC #%" $AC %B" # !ED

&#B e!" E"E $!% #C! $#" %A$ # #%" MpWA=B"% :i"="#

&&男 #CC BAD #E! B%! %CE # "%B

&&女 #%D $BA #E! $%B AE% # #A"

&!# eE" !D$ D!$ !!A $$C %DD # C#E MpWC="$E :i"="#

&&男 #C" $AB #A" $ED %$% # !"#

&&女 #%$ D$! !A" DCD A!E # B""

&E# eC% EC$ DC$ #%D DC! ABC # E#A MpW"=C%C :q"="%

&&男& #A# DC! #CE DEA ABB # !EC

&&女 #$B D%E #B# DCA AA$ # EEB

&CA eA" EB# # "#D #DE #""E AB% # CA" MpW"=A%" :q"="%

&&男 #A% # "!! !"% # ""B AED # CA#

&&女 !"A # "#B #$E # ""# B!# # CDD

地区 #! p#D=### :i"="#

&濮阳 %C! DCC !"# D!E A"B # C#"

&焦作 $!! DCB #D# DEE AEA # E%C

&平顶山 %"! $D$ #BD $DE %AD # !$"

合计 # $AA DEE #D! D!E A#! # E%%

&&注0+ & ,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只能通过食物摄取) 人体吸收的元素主要跟随血液
运送到身体各个组织和器官#进入血液的金属元素#
能立即在血浆中得到显示) 血浆中金属元素的含量
可以为人体的营养水平和环境暴露$职业暴露%水
平提供一个基础的参考) 欧盟国家针对一般人群微
量元素的研究开展较早且研究较多 ’#E W#A( #而我国目
前对一般健康人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人群) 本
研究通过对河南省三个城市一般人群血浆中铜*锌
含量进行检测分析#反应该地区一般人群血浆中铜*
锌负荷水平)

本研究调查显示#河南省一般人群血浆铜中位

数为 D!E !7M‘#这与瑞典 ’#B( *德国 ’#$( *伊朗 ’#D(以及
我国济南 ’!"(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低于
另外一些国家0较希腊 ’!#(一般人群低 !#d#丹麦 ’!!(

低 !!d#西班牙安达卢西亚 ’!E(低 EEd) 河南省女
性血浆铜含量大于男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这与
巴西里约热内卢 ’!C(的研究结果不同#该研究显示血
浆在 性 别 间 无 差 别) 但 和 国 外 大 多 数 研
究 ’#D#!##!E#!% W!A(相一致#国外大多数研究均显示女性
血浆铜显著高于男性)

河南省一般人群血浆锌中位数为 $%D !7M‘#

与伊朗 ’#D( *挪威 ’!A( 等地研究结果相似#但明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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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_̂ K(岁不同性别人群血浆锌的分布特征 ’"8X9(

组别 人数M人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 :DB=% 统计值 :

性别 MpWD=#E$ :i"="#

&男 $AD D#% #A% D"C AC# # !B$

&女 DDB $C% #C% $E! A## # #!A

年龄 #! p#$#=EAA :i"="#

&A e#!& !CA $!D #E! $#A A"% # ##B &pW!=%DD :i"="%

&&男& #!A $"$ ##! BD% %$! # "CE

&&女& #!" $%# #CB $%D A"C # #%E

&#E e#A E"" $!% #%A $"% A## # ##! MpWC=DBB :i"="#

&&男& #EE $A" ##D $%% A%# # #C$

&&女 #AB B$D #B% BB% %$D # "A!

&#B e!" E"E $!B #!$ $#A A"B # #!E MpW"=C#" :q"="%

&&男& #CC $!E #E" $#D A"E # #!A

&&女 #%D $E" #!B $#A A#" # #%!

&!# eE"& !D$ DE% #%C DEC A%C # !EC &p!=#DA :i"="%

&&男& #C" D%A #%A DCC AD# # !BC

&&女& #%$ D#A #%# D#! A!# # #$!

&E# eC% EC$ D!% #%A D!" AA$ # !A$ MpW#"="$A :i"="#

&&男& #A# # "#% #CD # "#! BEC # E!C

&&女 #$B $CA ##C $C# ACE # "B"

&CA eA" EB# D"C #AD D"C A"# # !D# MpW$=%B$ :i"="#

&&男& #A% D$B #BA D$! A#D # E"B

&&女 !"A $EB #E# $E" %!D # #EC

地区 #! p##C=ADB :i"="#

&濮阳 %C! D"C #A" $$B AC! # !%B

&焦作 $!! $DA #C$ $$C AE$ # #DE

&平顶山 %"! $#$ #%D $"# %D" # #%C

合计 # $AA $B$ #%$ $%D A#$ # !#B

&&注0+ & ,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低于德国 ’#$(及我国济南 ’!"(等地区的研究结果) 河

南省男性血浆锌含量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国外大多

数研究结果一致#但与挪威 ’!A( *加拿大 ’!B( *西班牙

加纳利群岛 ’!$(等地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以上地区

研究均显示男女间血浆锌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对河南省三个地级市血浆铜*锌分析发现#不

同地区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

同地区间环境本底值不同以及生活习惯不同

所致)

铜和锌均作为重要成分参与体内生理活动#

铜和锌的平衡对维持机体正常运转有着重要作

用) 有许多研究表明#在一些恶性肿瘤及慢性病

中#如膀胱癌*胆囊癌*内源性哮喘*病毒性肝炎*

风湿性关节炎及糖尿病中#血清铜明显升高#血清

锌则降低#由此导致血浆 T)M_+ 比值升高) 因此

可以考虑将血浆 T)M_+ 比值作为某些疾病的生物

标志) 本研究显示#河南省一般人群血浆 T)M_+

比值中位数为 #="A#女性显著高于男性#不同年龄

组中#除$A e#!%岁年龄组外#$C% eA" %岁年龄组

血浆 T)M_+ 比值高 于其 他年 龄组) 本研究 属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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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_̂ K(岁不同性别人群血浆 GFX]0比值的分布特征

组别 人数M人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 :DB=% 统计值 :

性别 MpW#"=ACE :i"="#

&男 $AD #="E "=!B "=DD "=A# #=AA

&女 DDB #=#% "=!D #=#E "=B# #=A$

年龄 #! p#AD=$D! :i"="#

&A e#! !CA #=!E "=!B #=#D "=$" #=$% MpW!=BE" :i"="#

&&男 #!A #=!D "=!$ #=!! "=$C #=D%

&&女& #!" #=#$ "=!C #=#A "=B% #=AD

&#E e#A E"" #="B "=!A #="A "=%B #=AE MpWE=B%# :i"="#

&&男 #EE #="! "=!A "=DB "=%% #=A!

&&女 #AB #=## "=!% #=#C "=%D #=AA

&#B e!" E"E #="! "=!E "=D$ "=A! #=%$ MpW%=#!# :i"="#

&&男 #CC "=D% "=!! "=DE "=%D #=%E

&&女 #%D #="$ "=!! #="% "=B# #=A#

&!# eE" !D$ #="! "=E# "=DB "=A# #=%$ MpW%=#CE :i"="#

&&男& #C" "=DE "=!" "=D# "=%B #=C!

&&女 #%$ #=#" "=E% #="A "=A$ #=$C

&E# eC% EC$ #="% "=!% #="! "=AB #=%% MpW$=#DD :i"="#

&&男 #A# "=D% "=!" "=D! "=A! #=EA

&&女 #$B #=#C "=!% #=## "=BA #=AC

&CA eA" EB# #=#B "=EE #=#E "=AA #=$# MpWA=%$D :i"="#

&&男 #A% #="A "=!B #="E "=AC #=B!

&&女 !"A #=!% "=E% #=!# "=BA #=$C

地区 #! p#B=D"# :i"="#

&濮阳 %C! #="A "=!E #="% "=A% #=%%

&焦作 $!! #="$ "=!D #="C "=A% #=AB

&平顶山 %"! #=#C "=EE #=#! "=A# #=BE

合计 # $AA #="D "=!D #="A "=AC #=AB

&&注0+ & ,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于现况调查#只能对河南省一般人群血浆 T)M_+ 比
值进行客观描述#以此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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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南昌市地铁一号线运营前地下车站空气质量调查
章英&赖肖&谢许情&陈应平&邓志强

基金项目!江西省卫生计生委科技计划"!"#BA"EE#

作者简介!章英%高级工程师%从事公共卫生监测工作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江西省南昌市丽景路 $EE 号$邮编!EE""E$$/2,1-! #EDBD#DB#B"H#ED:9(2

通信作者!邓志强%主管医师%主要从事公共卫生监测研究$/2,1-!I3+7QK1g1,+7C%C"H#AE:9(2

摘要#目的&了解南昌市地铁一号线运营前地下车站空气卫生质量状况%为地铁卫生管理和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开展提供依据和建议& 方法&!"#% 年 #"’#! 月%对南昌市地铁一号线"共 !C 座地铁车站#
随机抽样检测了 #! 座车站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可吸入颗粒物(噪声(照度(空气细菌总数指标%
按照+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 "[bDAB! W#DDA#评价空气卫生质量& 结果&南昌地铁一号线候车区
"站台和站厅#内全部合格项目为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其余指标甲醛(可吸入颗粒物(噪声(照度(
空气细菌总数合格率分别为 DD="Bd% #""d% EA=%Bd% #""d% D#=EDd及 #""d% DB=ADd% %#=$%d%
DD="Bd%DD=B!d& 结论&南昌市地铁一号线运营前地下车站空气卫生质量总体状况良好%但噪声是地
铁站台和站厅中需要重视的卫生学问题&

关键词#地铁车站$ 运营前$ 空气卫生质量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

TF4<-I /0B64‘F+=61I 6070.-484/F0.T1+16/0,/3:/a$ ;-14/ 960-60:+0?2+08
C-3/4-">-4+16/0

_5@<[>1+7# ‘@Rf1,(# fR/f)g1+7# T5/<>1+7J1+7# c/<[_K1g1,+7

&& BC,14+?10 "CD-?16<-,&X()+I3*O4,+I 4K3O,+14,*6g),-146(.,1*1+ )+I3*7*()+I O4,41(+O(.<(:# 234*(-1+3
1+ <,+9K,+7Y3.(*3(J3*,41(+# ,+I 4(J*(01I3O913+41.19301I3+93,+I O)773O41(+ .(*K6713+19,I21+1O4*,41(+ ,OF3--
,OI1O3,O39(+4*(-,+I J*303+41(+:;-12/.,&@1*O,2J-3OF3*3*,+I(2-6O3-3943I .*(2#! O4,41(+O(.<(:# 234*(
-1+31+ <,+9K,+7I)*1+7894(Y3*4(c3932Y3*1+ !"#%:R+I19,4(*O.(*,1*g),-146# O)9K ,O9,*Y(+ I1(P1I3# 9,*Y(+
2(+(P1I3# .(*2,-I3K6I3# 1+K,-,Y-3J,*419)-,43O# +(1O3# 1--)21+,41(+ ,+I Y,943*1,1+I3P3O# F3*3I343943I:XK3O,+U
14,*6g),-146(.4K3,1*F,O30,-),43I ,99(*I1+74(4K3*3g)1*323+4O(.4K30"&3(#"/26)3%#3$1&"#>"7> ?(7:LN/3$
.7"#EO(7&8"3&3#) ’((4$[bDAB! W#DDA%:E-,F=1,&T,*Y(+ 2(+(P1I3,+I 9,*Y(+ I1(P1I31+ 4K3F,141+7,*3,
$J-,4.(*2,+I O4,41(+ K,--% (.O)YF,6O4,41(+OOK(F3I 4K3g),-1.13I *,43O(..(*2,-I3K6I3# 1+K,-,Y-3J,*419)-,43O#
+(1O3# 1--)21+,41(+ ,+I ,1*Y,943*1,1+I3PF3*3DD="Bd# #""d# EA=%Bd# #""d ,+I D#=EDd 1+ J-,4.(*2O,+I
#""d# DB=ADd# %#=$%d# DD="Bd ,+I DD=B!d *3OJ394103-61+ O4,41(+ K,--O:G/0?=F,6/0,&XK3O,+14,*6g),-1U
46(.4K3,1*1+ )+I3*7*()+I O4,41(+O(.<(:# 234*(-1+31+ <,+9K,+7F,Og)143F3--# Y)4OK()-I I30(432)9K ,443+U
41(+ 4(4K3J-,4.(*2,+I K,--(.O4,41(+O:

H-I J/4.,0 O)YF,6O4,41(+# Y3.(*3(J3*,41(+# O,+14,*6g),-146(.4K3,1*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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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地铁一号线共 !C 座地铁车站#均为地
下车站#于 !"#% 年 #! 月 !A 日开始运营#为江西省
内首条地铁线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铁成为
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行工具) 地铁车站内环境相对封
闭#且人流量大#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人群健康) 为
了解我市地铁地下车站运营前空气卫生质量#本研
究于 !"#% 年 #"&#! 月随机抽样检测了 #! 座车站
二氧化碳$T8!%*一氧化碳$T8%*甲醛*可吸入颗粒
物$S]#"%*噪声*照度*空气细菌总数)

$%材料与方法

#=#&采样布点及频次
参照!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 $[bDAB! W

#DDA% ’#(与!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A 部分0卫生
监测技术规范"$[bMX#$!"C=A W!"#E% ’!(每个车站
站厅和站台分别按梅花布点法各设置 % 个空气微
生物检测点-采用对角线布点法#设置 E 个物理因素
及化学污染物监测点-在车站两侧小站台 $隧道出
入口%处分别设置 ! 个对照点#同时在车站室外地
面设置 # 个对照点) 每天检测$采样%# 次#连续检
测$采样%E I#所有项目均采集平行样$同时读取 !
个数据或采集 ! 份样品%)
#=!&检测指标和仪器

采用便携式红外 T8$[f5UE"##b%分析仪 $上
海圣科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检测范围 $" e%"="" %
27M2E%检测室内空气 T8#X/‘B""# T8! 分析仪$美
国 [/公司#检测范围 " e#="""d%检测 T8!#^hTU
#""" 智能大气采样器 $盐城天海电子仪器有限公
司#该方法检测检测范围%采集空气用于检测甲醛#
微电脑激光粉尘仪$‘cUET$b%% $北京宾达绿创科
技有限公司#检测范围 "=""# e#" 27M2E %检测空气
中的 S]#"#六级空气微生物采样器$h)19N X,N3E"%
$美国 ^aT公司#流量范围 #" eE" ‘M21+ % 采
&&&&

集空气用于空气细菌总数的检测)
#=E&评价标准

所有检测结果按照 !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
准" ’#( $[bDAB! W#DDA%规定T8##" 27M2E*T8!#
"=#%d*噪声# B" Ib$@%*照度" A" -P*S]#" #
"=!% 27M2E*甲醛#"=#! 27M2E*空气细菌总数$撞
击法%#B """ 9.)M2E 进行判定)
#=C&质量控制

所有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并现场考核合格后上
岗#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每个人负责的仪器固
定) 所有样品均采集平行样)
#=%&统计分析

采用 ^Ŝ^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
指标$细菌总数求对数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
验水准 *p"="%)

&%结果

!=#&一号线车站卫生指标检测结果情况
南昌地铁一号线车站的空气微生物*物理因素

及化学污染物各项指标基本符合!公共交通等候室
卫生标准"$[bDAB! W#DDA% ’#(标准) 其中全部监
测点合格项目为 T8! 和 T8#部分监测点合格项目
为甲醛*可吸入颗粒物*噪声*照度和空气细菌总数
$表 #%)
!=!&不同车站卫生指标检测结果的比较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 个地铁站之间的所有检
测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进一步经
^<a检验可得#换乘站八一广场站的 T8! 浓度及噪
声分贝较高#外墙仍在粉刷的万寿宫站*滕王阁站和
珠江路站的甲醛浓度较高$表 !%)
!=E&不同区域卫生指标检测结果的比较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室外*站厅*站台*小站台不
同区域除 T8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它各项检
&&&&表 $%一号线车站站台和站厅卫生指标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参考
标准

站台 站厅

检测
数M份

范围 均值
合格
率Md

检测
数M份

范围 均值
合格率M
d

二氧化碳$T8! %Md #"=#% !#A "="C! e"=#"A "="%B #""="" !#A "="C# e"=#"% "="%D #""=""

一氧化碳$T8%M$27M2E % ##" !#A "="! e!=DE "=$B #""="" !#A "="# eE=#% "=D# #""=""

甲醛M$27M2E % "=#! !#A "="#E e"=#C! "="%C DD="B !#A "="!! e"=##D "="%! #""=""
S]#" M$27M2

E % "=!% !#A "="!# e"=#DE "="$# #""="" !#A "=""E e"=ED# "="$" DB=AD

噪声MIb$@% #B" !#A %D=% eD"=# B#=A" EA=%B !#A %%=B e$%=! AD=$" %#=$%

照度M-P "A" !#A $C eA#D !DB="" #""="" !#A C% eAE! !$"="" DD="B

细菌总数M$T?\M2E % B """ EA" B e#E A%C ! D!!="" D#="" EA" " eB "CA # CE#="" DD=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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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号线各站卫生指标检测结果’’$ b%(

站名
指标

二氧化碳$T8! % 一氧化碳$T8% 甲醛 S]#" 噪声 照度
空气细菌总

数$对数%
瑶湖西站 "="%C j"="B" "=CB j"=C% "="ED j"="!C "="D% j"="C# B#=# jC=E !D" j#!" B=A j"=$

高新大道站 "="B! j"=""C #="# j"=%B "="ED j"="#" "="D# j"="%C BE=! j!=D !A% j##$ C=B j#=A

丁公路北站 "="%E j"="## "=ED j"=!$ "="C% j"="#$ "=##E j"="AE AB=# jE=% !EA jB" B=A j#="

八一广场站 "="$D j"=""$ "=DE j"=C" "="EA j"=""$ "="B# j"="#$ B%=$ jE=# EEC j#ED %=C j#=#

万寿宫站 "="%" j"=""C !=!! j"=EC "="BA j"="#" "="$% j"="!B B#=! j%=D E"! jDD $=# j#="

滕王阁站 "="%" j"=""! !="! j"=ED "="BB j"="## "="B# j"="E! B!=A jA=A ECC j##" $=" j"=A

秋水广场站 "="%% j"=""B "=EA j"=!! "="C! j"=""D "="$! j"="E! AD=C j!=$ EBA j#CB B=B j"=B

庐山南大道站 "="B" j"=""E "=B" j"=C! "="EE j"=""A "="BD j"="EE AD=D j!=% !A% j##B %=" j"=D

珠江路站 "="CD j"=""C !=E! j"=EC "="BC j"="#! "="$! j"="E" B!=D jE=D EC% jDD B=D j"=$

长江路站 "="CD j"=""! "=#! j"="C "="A! j"="!C "="%C j"="#E AD=C jC=E #B# jD# B=! j"=$

孔目湖站 "="%# j"=""E "=#! j"="E "="%B j"=""D "="%% j"="!B AA=$ jC=! !%C j#!B B=# j"=D

双港站 "="%# j"=""E "=## j"="!E C "="%B j"="## "="$D j"="$C AD=# j!=D !$E jD! B=E j#="
?值 #$D=B$ !#D=#A C$=$E %=CC #C=$$ D="C D$=B%
:值 i"=""# i"=""# i"=""# i"=""# i"=""# i"=""# i"=""#

表 ’%一号线所有监测车站不同区域卫生指标检测结果’’$ b%(

监测区域
指标

二氧化碳$T8! % 一氧化碳$T8% 甲醛 S]#" 噪声 照度 空气细菌总数
室外 "="%# j"="#" "=$#" j"=B%" "="BA j"="DD "=##B j"=#CE B#=D jC=A #B EC! j#C #%" # "%" j$$B

站厅 "="%D j"="#C "=D#A j"=$B! "="%! j"="!" "="$" j"="%E AD=BD jC=$ !$" j#E% # CE# j# E"B

站台 "="%B j"="#! "=$BB j"=$A! "="%C j"="!# "="$# j"="E% B#=A jC=A !DB j### ! D!# j! B#A

小站台 "="%B j"="#E #="$A j#=##D "="%" j"="#D "=#!A j"="AB BE=E j%=B #!# j!B C $DC jC "D$
?值 A="" !="E $=$A #D=#A D=A# !!$=E! B$=$!
:值 i"=""# "=#"D i"=""# i"=""# i"=""# i"=""# i"=""#

测指标各不同区域之间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进一步经 ^<a检验可得#室外的甲醛
浓度与照度值较高#小站台的细菌总数较高$表 E%)

’%讨论

从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南昌市地铁一号线随机

抽检的 #! 座车站全部合格项目为 T8! 和 T8浓度#

不合格项目有噪声*照度和细菌总数#尤其是噪声的
合格率较低) 所有站台与站厅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浓度的监测值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即表明站台或
站厅污染物浓度分布比较均匀#没有滞留区存在)

本次调查总体结果显示#南昌地铁 # 号线车站
各公共区域整体空气卫生质量良好#但车站空气卫
生质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结合地铁运营前地下车
站空气卫生现场质量调查#总结如下0$ 噪声合格
率较低) 噪声是影响车站环境质量的重要物理因素
之一#较高的噪声会对敏感人群造成不舒适感#甚至
对其健康造成危害#更可能对站厅*站台工作人员及

列车驾驶员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E W%( ) 列车在高速
运行过程中车轮与轨道冲击以及车身与空气摩擦是
噪声产生的主要原因#另外车站内广播音量较大#也
是导致地铁站内噪声较高的原因之一) 建议从以上
方面加强噪声控制-%车站内照度不达标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个别车站照明装修工程未彻底完工#在后
期运营中#需要特别留意未达标的区域照明设施应
安装到位-&有部分站点空气细菌总数超标#现场调
查发现部分站点内施工尚未结束#工人来往频繁#保
洁工作不及时#这可能与空气细菌总数超标率很大
关系 ’A( ) 从结果中还能看出#小站台内空气细菌总
数较高#这也可能是造成车站内空气细菌总数超标
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个别站台检测点甲醛超标#

其原因可能是部分站点未完成装修施工#其挥发的
有机污染物通过列车车厢或隧道活塞风造成的跨站
污染)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运营后加强站内清洁和消
毒#同时增加集中空调系统新风量来改善-’一般情
况下#室内 S]#"主要来源有室外空气和室内人员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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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B( #个别站厅检测点可吸入颗粒物超标原因主要
可能与室外空气及室内施工有关#现场调查发现个
别站厅内施工尚未完全结束#进出站口周围地面尚
未硬化与绿化#施工未完成可能造成可吸入颗粒物
超标) 提示在地铁正式运营后#应减少地铁站周边
的不必要施工#防止施工中产生的污染物进入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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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学杂志,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

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办的!环境卫生学杂志"#于 !"#B 年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收录)

!环境卫生学杂志"作为综合性卫生类研究学术期刊#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家级环境卫生学术交流和信息

共享的平台#便于科技人员及时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拓宽业务人员的视角和思路#为卫生行

政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传播环境卫生信息#积极推进环境卫生事业发展) 自创刊以来#始终严把

审稿关#对于提升学术质量毫不懈怠)

近年来#在编委会*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在主办单位*读者*作者的共同支持下#!环境卫生

学杂志"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我们正以不断提高的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质量为读者与作者们服务#今后

我们将更加的开拓进取#为环境卫生学科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6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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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宜昌市臭氧对人群死亡急性效应
明小燕&李燕&杨勇&余青

作者简介!明小燕%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卫生方向研究

作者单位!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联系方式!湖北省宜昌市开发区大连路 E 号$邮编$CCE""%$/2,1-!#$B!$D$!# Hgg:9(2

通信作者!余青%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研究

摘要#目的&评估宜昌市大气重点污染物臭氧"8E #对人群死亡的急性影响& 方法&收集 !"#C’!"#A 年
宜昌市逐日气象(空气污染物和人群死亡资料%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采用基于 h),O1US(1OO(+ 回归的广义线性模
型"[‘]#%控制长期趋势和季节趋势(气象因素(星期几效应(节假日效应进行 8E 与逐日人群总死亡率的

单污染物模型分析(滞后效应"‘,7# e‘,7B# & 计算污染物浓度每升高 #" !7M2E %总死亡率增加的 /L
"3P93OO*1ON#及 D%d@A"D%d 9(+.1I3+931+43*0,-# & 敏感性分析实施双污染物模型和多污染物模型分析&
结果&!"#C’!"#A 年宜昌市逐日 8E 及人群死亡数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浓度每升高 #" !7M2E%8E
"‘,7A#可使人群总死亡率增加 "=A"d"D%d@A!"="#d e#=#Dd#& 结论&宜昌市大气污染物 8E 对人群死
亡效应存在显著性急性影响&

关键词#臭氧$ 死亡$ 急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

B?F1-M33-?1/3"P/0-/0!-+12/3V/>F=+16/060Y6?2+08

]R<[f1,(6,+# ‘R>,+# >@<[>(+7# >\h1+7

&& BC,14+?10 "CD-?16<-,&X(30,-),434K3,9)433..394(.(Q(+3$8E%# ,2,G(*,42(OJK3*19J(--)4,+4# (+ I3,4K
(.J(J)-,41(+ 1+ >19K,+7:;-12/.,&c,1-62343(*(-(719,-I,4,# ,1*J(--)4,+4O,+I 4K3I3,4K 1+ J(J)-,41(+ 1+
>19K,+71+ !"#C W!"#A F3*39(--3943I ,+I ,+,-6Q3I I3O9*1J4103-6:\O1+7,73+3*,-1Q3I -1+3,*2(I3-$[‘]% Y,O3I
(+ h),O1US(1OO(+ *37*3OO1(+# 9(+4*(--1+74K3-(+7U43*24*3+I ,+I O3,O(+,-4*3+I# 2343(*(-(719,-.,94(*O,+I 4K3
3..394(.4K3I,6(.,F33N ,+I K(-1I,63..394O# 4K3*3-,41(+ (.4K39(+93+4*,41(+ (.8E1+ 4K3,1*F14K I,1-6I3,4K .*(2
*3OJ1*,4(*6I1O3,O3O,+I 14O-,73..394$‘,7# e‘,7B% F3*3,+,-6Q3I Y6,O1+7-3U9(+4,21+,+42(I3-:/L$3P93OO
*1ON% ,+I D%d @A$D%d 9(+.1I3+931+43*0,-% (.4K34(4,-1+9*3,O3(.I3,4K *,43F3*39,-9)-,43I .(*303*6#" !7M2E

1+9*3,O3(.4(4,-J(--)4,+4O:XK3O3+O1410146F,O,+,-6Q3I Y6)O1+7,I()Y-3UJ(--)4,+42(I3-,+I ,2)-41UJ(--)4,+4
2(I3-:E-,F=1,&X123O3*13O,+,-6O1O(+ 4K3*3O)-4(.I,1-68E ,+I 4K3I3,4K (.J(J)-,41(+ 1+ >19K,+71+ !"#C W

!"#A OK(F3I 4K,44K31+9*3,O3(.303*6#" !7M2E 8E $‘,7A% F()-I 1+9*3,O34K32(*4,-146*,43Y6"=A"d $D%d
@A0 "="#d e#=#Dd%:G/0?=F,6/0,&XK31+9*3,O3(.(Q(+3J(--)41(+ 1+ >19K,+7F()-I K,03,O17+1.19,+4,+I
,9)433..394(+ 4K3I3,4K (.4K3J(J)-,41(+:

H-I J/4.,0 (Q(+3# 2(*4,-146# ,9)433..394

&&空气污染是困扰我国环境健康的焦点问题#世界
卫生组织$Z58%!"#! 年评估认为#全球城市大气污

染造成每年约 B"" 万例居民死亡#我国有 $E% e
%"%万例) 近年来#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机动车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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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显著增加#大气 8E 污染也逐渐变得较为严
重#部分研究发现大气臭氧浓度上升可增加居民死
亡例数的增加 ’# W!( #但研究地区局限在珠三角地区*

上海等沿海地带 ’E( ) 选择我国地理位置及区域规
模均具有代表性的中部城市宜昌作为研究区域#并
以最显著的健康效应指标 W死亡 ’C( #作为观察结
局#探讨臭氧暴露对居民健康的急性影响#从而促进
我国采取合理的管理控制措施降低我国 8E 污染水
平#保护人群健康)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收集 !"#C&!"#A 年宜昌市常住人口逐日死亡

个案资料#关键指标包括死亡时间*性别*年龄*根本
死亡原因*根本死因编码 $@e>%) 死因资料来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排
除意外死亡人数#数据收集地区覆盖城区范围#关键
变量齐全*数量完整) 收集同期宜昌市空气污染和
气象指标的逐日数据) 大气污染物包括 S]!=%

$!7M2E %* S]#" $ !7M2E %* ^8! $ !7M2E %* <8!
$!7M2E%*8E$$ K% $!7M2

E %*T8$!7M2E %A 项指标#
数据来源于宜昌市环保局城区 A 个环保监测站点日
报数据#以 A 个监测站点均值作为全市水平代表)
气象指标包括日均温 $V%*日均相对湿度$d%*日
平均气压 $ NS,%*日平均风速 $2MO%#数据来源于
宜昌市气象局)
#=!&方法
#=!=#&描述性分析&研究期间的气象指标*大气污
染物浓度均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但由于波动较大#均
采用均值与标准差 $!DjE%*最小值 $]1+%*最大值
$],P%和分位数$:!%*:%"*:B%%进行统计描述) 每日
人群死亡数服从半泊松回归 $h),O1US(1OO(+%分布#

为便于结果表达#也采用上述指标进行描述) 大气
污染物之间及与气象指标的相关性采用 ^J3,*2,+

相关分析#相关系数 *E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提示两
者相关性越强)
#=!=!&回归模型分析&采用基于 h),O1US(1OO(+ 回
归的广义线性模型$P!;%分析逐日死亡数与大气
污染物$8E%M&的相关性) 采用自然样条平滑函数
$#E%拟合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和季节趋势#自由度
选择 BM,’%( ) 模型中同时控制气象因素*星期几效
应$<98%*节假日效应$2(/3>"6%的混杂影响#日均
温$X32J%*日均相对湿度$’2%*的拟合使用自然样

条平滑函数拟合#自由度的选择基于 @RT法则确定
$时间自由度选择 B#平均温度和平均相对湿度均选
择 E%#<98*2(/3>"6效应以分类变量形式纳入模
型) P!;模型见公式$#%0
-(7*$+&% p"M&u#E$4123# B&E% u#E$X32J# I.% u
#E$’2# I.% u,O:.,94(*$<98% u,O:.,94(*$2(/3>"6%
uA#&%7$%O& $#%
式中0*$+&%&当日的期望死亡人次-

"&回归系数-
M&&当日 8E 浓度-
c8Z$I,6(.F33N%&星期几效应-
#E&自然样条平滑函数#其中 I.为自由度)
对当日$-,7"%的污染物浓度与人群死亡数进行

分析#然后再进行滞后效应$-,7# e-,7B%分析$同时
考虑 协 变 量 滞 后 性 %) 计 算 8E 浓 度 每 升 高

#" !7M2E#死亡率增加的 *’$/P93OOL1ON%及 D%d
@A$D%d T(+.1I3+93R+43*0,-%#采用最大效应值作为
污染物对人群死亡效应的暴露风险估计值) 敏感性
分析选择人群死亡风险当日滞后效应为最大效应值
时#实施双污染物模型和多污染物模型分析评估主
模型的稳定性)
#=E&统计学处理

采用 LE=E=! 软件完成#显著性水平 :i"="%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情况
!"#C&!"#A 年间#宜昌市 8E $ $ K%日均值为

B# !7M2E#期间共计 !# I$#=D!d%超过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bE"D% W!"#!% ’A(日均值 #A" !7M2E#
E 年年均值呈上升趋势$年均值依次为 B"=%*B%=B*
B%=$ !7M2E%) !"#C&!"#A 年 8E $$ K%逐日浓度变
化趋势主要呈现夏季高*冬季低的趋势 $图 # %)
!"#C&!"#A 年期间#日均温的年均值为 #A=AV$范
围值0 W#=$V eE#=$V%#相对湿度的年均值为
BA=Ed$范围值0EE=Ed eDD="d%#每日人群死亡
人数均值为 #C 人$范围值0E e!% 人%#其中男性均
值为 $ 人*女性为 A 人$表 #%)
!=!&大气污染及气象因素相关性

大气污染物与气象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提示
$表 !%#8E 与温度*风速表现为正相关#与相对湿
度* 气压表现为负相关-8E 与其他污染物 $包括
S]!=%*S]#"* ^8!*<8!*T8等 % 之间#均表现出中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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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K$^ 年宜昌市气象指标%大气污染物及人群死亡情况描述性分析

指标 !DjE ]1+ :!% :%" :B% ],P

空气污染物M$!7M2E %
&8E $$ K% B# jE$ #" C" A% DA #D$
&S]!=% B$ j%E B C! AC DD ECE
&S]#" ##A jAC #E B# #"C #C$ CC%
&^8! BE j!E % #A !C C% #B!
&<8! %% j## #E E" E% CE $!
&T8 # "DB jCC" ECB $!A D$% # !#$ ! D$#

气象指标
&日均温MV #A=A j$=" W#=$ D=% #B=$ !E=% E#=$
&相对湿度Md BA=E j#C=# EE=E AA=E BB=" $B=A DD="
&气压 MNS, D$=B jD=% DB=" DB=D D$=A DD=C #"#=C
&风速 M$2MO% #=$ j"=% "=" #=% #=$ !=# E=A

死亡数$人MI%
&总死亡 #C jC E ## #C #B E%
&男性 $ jE # A $ #" !E
&女性 A jE " % A B #%

图 $%&K$($&K$^ 年宜昌市大气污染物 "’ 日均浓度变化趋势

表 &%&K$($&K$^ 年宜昌市大气污染物与气象指标的相关性

指标 日均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风速 S]!=% S]#" ^8! <8! T8 8E
日均温度温 #=""" "="EE W"=$C%& "=#$D& W"=%""& W"=EDA& W"=E%E& W"=!AE& W"=%"C& "=%DD&

相对湿度 "="EE #=""" W"=!%#& W"=EDD& W"=!A#& W"=C#!& W"=!BB& W"=EC"& W"=%"C& W"=CAC

气压 W"=$C%& W"=!%#& #=""" W"=#A#& "=C%B& "=C"C& "=EA$& "=E#B& "=C#%& W"=C#!&

风速 "=#$D& W"=EDB& W"=#A#& #=""" W"=#CD& W"="CD W"="EE W"=#CA& W"=!BC& "=CE!&

S]!=% W"=%""& W"=!A#& "=C%B& W"=#CD& #=""" "=DCC& "=A##& "=%$A& "=BAC& W"=!CE&

S]#" W"=EDA& W"=C#!& "=C"C& W"="CD "=DCC& #=""" "=A"$& "=A!B& "=A%C& W"=##D&

^8! W"=E%E& W"=!BB& "=EA$& W"="EE "=A##& "=A"$& #=""" "=EAE& "=%E$& W"=!"A&

<8! W"=!AE& W"=EC"& "=E#B& W"=#CA& "=%$$& "=A!$& "=EAE& #=""" "=EDD& W"=#C$&

T8 W"=%"C& "=""% "=C#%& W"=!B%& "=BAC& "=A%C& "=%EB& "=EDD& #=""" W"=C"B&

8E "=%DD& W"=CAC& W"=C#!& "=CE!& W"=!CE& W"=##D& W"=!"A& W"=#C$& W"=C"B& #="""

&&注0&:i"="#

等程度以上负相关性)

!=E&8E 对人群非意外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 E 为大气污染物 8E 与人群死亡风险的当日

滞后效应分析结果0大气污染物 8E 浓度每升高
#" !7M2E#可使人群总死亡率增加 "=%Ad$D%d@A0
"="#d e#=#%d%# 可 使 女 性 死 亡 率 增 加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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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K$^ 年宜昌市大气污染物 "’ 浓度每升高 $K "8X5’ 人群死亡风险’&’及 Z)U()(

‘,7I,6 总体 男性 女性
‘,7" W"="!$ W"=$"# "=AE% "=#%$ W"=D"##=!E% W"=!%$ W#=CC#"=DA%
‘,7# W"=EC$ W"=$A# "=CE% W"=CE$ W#=!##"=%C% "="E$ W"=BA##="#%
‘,7! W"=!$$ W"=$"# "=EB% W"=#%$ W"=$A#"=B"% W"=C"$ W#=EA#"=%#%
‘,7E "=#C$ W"=#$# "=%C% "=E"$ W"=C"##="%% "=#D$ W"=A$##=!A%
‘,7C "=%"$ W"=### #="C% "=!%$ W"=%"#"=$C% "=$A$ W"="B##="B%
‘,7% "=E!$ W"=#"# #=!C% "=ED$ W"=!"##="B% "=E$$ W"=E$##=!!%
‘,7A "=%A$"="## #=#%% "=E!$ W"=!A##="%% "=$$$"="###=BC%
‘,7B W"="$$ W"=A%# "=CA% W"="#$ W"=A"#"=ED% W"=##$ W#="!#"=%B%

图 &%双污染物及多污染物模型分析结果’&’及 Z)U()(

$D%d@A0"="#d e#=BCd%#并均出现在单日滞后
A I) 但总体累积滞后效应分析无统计学意义
$表 C%)
表 (%&K$($&K$^ 年宜昌市大气污染物 "’ 浓度每升高

$K "8X5’ 人群死亡风险总体累积滞后效应

‘,7I,6 总体 D%d@A
‘,7"# W"=!# $ W#=###"=B"%
‘,7"! W"=EE $ W#=!A#"=A!%
‘,7"E W"="B $ W#="E# "=D"%
‘,7"C "=!# $ W"=B$##=!!%
‘,7"% "=CE $ W"=A"##=CD%
‘,7"A "=A$ $ W"=ED##=BA%
‘,7"B "=%D $ W"=%###=B!%

!=C&敏感性分析
8E 与人群总死亡风险的双污染物及多污染物

模型分析结果如图 ! 所示# 8E 敏感性分析结果较
主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 D%d@A变化范围也较小#

均出现在滞后 A I#并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主模型拟
合结果可靠且稳定性好)

’%讨论
本研究发现0通过 !"#C&!"#A 年监测数据分

析#宜昌市大气污染物 8E $$ K%总体呈现逐年上升

趋势#日均值为 B# !7M2E#低于广州市*宁波市等
地 ’B( ) !"#C&!"#A 年宜昌市逐日 8E 及人群死亡数
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当
8E$$ K%浓度每升高 #" !7M2E#可使人群总死亡率
增加 "=%Ad$‘,7A%)

本次调查的人群总死亡率增加低于南京市
!"#E&!"#% 年评估结果 "=BDd $‘,7E % ’$( #高于珠
三角地区 !"#E&!"#C 年评估结果$广州 "=EBd*东
莞市 "=CCd*佛山市 W"="%d*江门市 "=!#d*肇庆
市 "=A%d% ’D( ) 差异可能来源与不同地区空气污染
物来源*成分特征*气候因素*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研
究人群人口结构构成等原因有关 ’#" W##( ) 本文的性
别分层分析中#臭氧对男性死亡效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对女性死亡效应存在显著性影响#这与南京
市和北京市的分析结果一致 ’#!( )

大气污染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8E 与其他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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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包括 S]!=%*S]#"*^8!*<8!*T8等%之间#均
表现出中等程度以上负相关性#敏感性分析中的双
污染物及多污染物模型与臭氧单污染物主模型的结
果基本一致#且均出现在单日滞后 A I#提示臭氧单
污染物与其他污染物对死亡的交互影响较小#主模
型稳定可靠#臭氧对人群死亡效应分析结果可信)
有动物模型发现短时间内高浓度的臭氧对体外培养
大鼠的星形胶质细胞有损伤作用 ’#E( ) 应当注意臭
氧等空气污染物对人群死亡的影响 ’#C W#%( ) 8E 暴露

的单日滞后天数与上海 ’#A( *苏州 ’#B( *广州 ’#$(等城
市不一致#可能与宜昌市的气候特征*经济社会状
况*疾病构成*年龄分布等因素有关)

综上所述#宜昌市 8E 短期暴露可使居民非意
外死亡的风险增加#其中#女性为敏感人群) 地面
8E 是光化学烟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是由车辆
以及工业释放出的氧化氮$<8P%等污染物以及由机
动车和工业释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8TO%与日
照反应而形成) 8E 作为重要大气污染物之一#建议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控制机动车辆的增加#减少氮氧
化物$<8P%和挥发性有机物$;8T%的排放量#这是
在其他国家都有过成功经验 ’#D W!"( )

本文采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大气污染物臭
氧$8E%与人群总死亡的急性效应进行了评估#其本
质上是属于生态学研究#存在如下的不足之处0一是
无法完全排除在生态学存在的谬误-二是本文选取
了宜昌市全市监测的污染物均值浓度作为人群暴露
浓度#但是没能获得个体水平上的暴露并进行分析-
三是未能进行病种分析#及进一步明确具体 RTc编
码和死因类型#以便发现特异性疾病-四是由于气象
因素间存在着较多的关联性#同时引入广义线性模
型可能会引起多重共线性#导致结果有偏估计) 除
了时间序列分析之外#还有定组研究*[R̂’!#( *评估
模型*空气质量模型 ’!#!*横断面研究 ’!E W!C( *疾病负
担 ’!%(等方法来研究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
些都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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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B%AD% 0 EAB WEB#:

’#!(&班婕#李恬恬:北京市不同度量方式下臭氧短期暴露人群急

性健康效应研究’’(:环境与健康杂志#!"#A#EE $C% 0!$B W

!D#:$R+ /+7-1OK0 b,+ ’# ‘1XX:^K(*4U43*23..394O(.I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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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CA $D% 0$AE W$A%:

$R+ /+7-1OK0 _K() <b# ?) _’# ^)+ X:/..394O(.(Q(+3(+ *,4,OU

4*(9643O1+ 014*(’’(:’̂ K,+I(+7\+10$53,-4K ^91% # !""$# CA

$D% 0 $AE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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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S(--)4L3O# !"#%# !!$##% 0 $BE$ W$BCA:

’#D(&倪洋#洪恩柱#郭新彪#等:韩国环境与健康安全体系及其对

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环境卫生学杂志#!"#C#C $#% 0DD

W#"E:$R+ /+7-1OK0 <1># 5(+7/_# [)(fb# 34,-:XK33+01U

*(+23+4,-K3,-4K ,+I O39)*146O6O4321+ 4K3L3J)Y-19(.a(*3,

,+I 14O1+OJ1*,41(+ .(**3-,43I 2,+,7323+41+ TK1+,’’(:’/+01U

*(+ 567# !"#C# C$#% 0 DD W#"E:%

’!"(&孙维哲#王焱#唐小哲#等:雾霾对人群健康效应研究0现状与

建议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A#E! $!% 0#AA W#AD:$R+

/+7-1OK0 ^)+ Z_# Z,+7># X,+7f_# 34,-:/..394O(.K,Q3,+I

.(7(+ K3,-4K (.J(J)-,41(+0 9)**3+4O14),41(+ ,+I O)773O41(+O

’’(:TK1+ ’(.S5]# !"#A# E!$!% 0 #AA W#AD:%

’!#(&吴筱音#李国星#王旭英#等:北京市大气污染与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的相关性&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时空分析’’(: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 #!"#B#CD$E% 0C"D WC#B:$R+ /+7-1OK0 Z)

f># ‘1[f# Z,+7f># 34,-:T(**3-,41(+ O4)I6Y34F33+ *3OJ1*,U

4(*6I3,4K ,+I ,1*Y(*+3J,*419-3O1+ b31G1+70 ^J,U41(432J(*,-,+,-U

6O1OY,O3I (+ O,43--143*32(43O3+O1+7I,4,’’(:’S3N1+7\+10

$53,-4K ^91% # !"#B# CD$E% 0 C"D WC#B:%

’!!(&S(O4/̂ # [*,2YO9K @# Z3,03*T# 34,-:;,*1,41(+ 1+ 3O412,43I

(Q(+3U*3-,43I K3,-4K 12J,94O(.9-12,439K,+73I)34(2(I3-1+7

9K(193O,+I ,OO)2J41(+O’’(:/+01*(+ 53,-4K S3*OJ394# !"#!#

#!"$##% 0 #%%D W#%AC:

’!E(&唐旭#黄为#代华#等:重庆市不同大气污染水平地区学龄儿

童呼吸系统症状及肺功能的比较 ’’(:环境与职业医学#

!"#B#EC$%% 0C#% WC!":$R+ /+7-1OK0 X,+7f# 5),+7Z# c,1

5# 34,-:T(2J,*1O(+ (.*3OJ1*,4(*6O62J4(2O,+I J)-2(+,*6

.)+941(+O,2(+7O9K((-U,739K1-I*3+ 1+ ,*3,OF14K I1..3*3+4-303-O

(.,1*J(--)41(+ 1+ TK(+7g1+7’’(:’/+01*(+ 899)J ]3I# !"#B#

EC$%% 0 C#% WC!":%

’!C(&汤俊#姚慈将#张健#等:大气污染暴露与某市 A 家哨点医院

围生儿出生缺陷的流行病学研究 ’’(:安徽医药#!"#%##D

$#"% 0#$$D W#$D!:$R+ /+7-1OK0 X,+7’# >,(T’# _K,+7’# 34

,-:@+ 3J1I321(-(719,-O4)I6,Y()4,1*J(--)41(+ 3PJ(O)*3,+I 4K3

J3*1+,4,-Y1*4K I3.394O1+ O1PO3+41+3-K(OJ14,-O(.,93*4,1+ 91461+

TK1+,’’(:@+K)1]3I SK,*2 ’# !"#%# #D $ #" % 0 #$$D W

#$D!:%

’!%(&赵晋丰#孙海龙#贾红#等:北京市室外空气疾病负担定量评

估研究’’(:预防医学论坛#!"#A#!! $ # % 0!E W!%#E!:$R+

/+7-1OK0 _K,(’?# ^)+ 5‘# ’1,5# 34,-:^4)I6(+ g),+414,4103

,OO3OO23+4(.()4I((*,1*I1O3,O3OY)*I3+# b31G1+79146’’(:S*30

]3I X*1Y# !"#A# !!$#% 0 !E W!%# E!:%

"责任编辑!陈钰#

.$!C.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94:!"#$# ;(-:$ <(=%

!综述"

健康气象服务现状及展望
宋建洋&吴昊&李蔼恂&张楷翊&柳艳香

基金项目!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B?>#"#!"A#

作者简介!宋建洋%工程师%从事专业气象预报与技术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CA 号$邮编!#"""$#$/2,1-! O(+7G6"!!BH#AE:9(2

通信作者!吴昊%高级工程师%从事专业气象领域技术研究$/2,1-! F)K,(H92,:7(0:9+

摘要#天气(气候和大气环境的变化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开展气象敏感性疾病监测(预测预警及人群干
预服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深受民众关注& 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查阅和互
联网搜索%梳理了影响人体健康的天气气候因素%并归纳分析了国内外健康气象服务产业现状%旨在阐述健
康气象服务能力建设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为我国健康气象研究与服务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气象敏感性疾病$ 天气气候$ 健康气象服务$ 发展$ 现状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

T1+1F,+0.V4/,>-?1/3;-1-/4/=/86?+=T-4<6?-,/0VFC=6?@-+=12

^8<[’1,+6,+7# Z\5,(# ‘R@1P)+# _5@<[a,161# ‘R\>,+P1,+7

&& BC,14+?10 ^1+934K39K,+73(.F3,4K3*# 9-12,43,+I 3+01*(+23+4F,O9-(O3-6*3-,43I 4(K)2,+ K3,-4K# .(*3U
9,O41+7# 2(+14(*1+7# 3,*-6UF,*+1+7,+I 1+43*03+1+7,94O(+ 2343(*(-(719,-UO3+O14103I1O3,O3OK,03,OO)23I 4K3*3U
OJ(+O1Y1-146(.,94103-623341+74K39K,--3+73(.9-12,439K,+73# FK19K K,I ,44*,943I 7*3,4,443+41(+ ,*()+I 4K3
F(*-I:Z3,4K3*,+I 9-12,43.,94(*OFK19K ,..3941+7K)2,+ K3,-4K F3*3O(*43I ()4,+I 4K39)**3+4I(23O419,+I (03*U
O3,OO14),41(+ (.2343(*(-(719,-O3*0193O(+ J)Y-19K3,-4K F3*39(+9-)I3I 1+ 4K1O,*419-3Y6*3013F1+73P43+O103-143*,U
4)*3O,+I O3,*9K1+7*3O)-4.*(24K3R+43*+34- 4(,12,49-,*1.61+74K3(03*,--4*3+I# I1*3941+74K3,Y1-146(.Y)1-I1+7
K3,-4K 2343(*(-(719,-O3*0193O# ,+I J*(01I1+723,+1+7.)-*3.3*3+93O.(*4K3*3O3,*9K ,+I Y)1-I1+72343(*(-(719,-U
K3,-4K O3*0193F(*NO1+ TK1+,:

H-I J/4.,0 2343(*(-(719,-UO3+O14103I1O3,O3# F3,4K3*,+I 9-12,43# 2343(*(-(719,-O3*0193O(+ J)Y-19K3,-4K#
I303-(J323+4# O4,4)O

&&天气*气候和大气环境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有些疾病发生在一定季节和特殊气候条件下#有
些则在某种天气或环境变化时诱发*加重或消
亡 ’# WC( ) 学术界将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的疾病称
为气象敏感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 $如高血
压*心肌梗死*脑卒中% *呼吸系统疾病 $如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哮喘*上呼吸道感染% *传染病 $如流
感*登革热*疟疾% *中暑*肾炎*关节炎*精神疾病*
犬咬伤等#是人类生物气象学研究与健康气象服

务的重要内容)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是 !# 世纪

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0如
果不 能 采取 有力 措施 确保 正 常气候 变 化# 到
!"E" 年#气候变暖将造成全世界每年 E" 万例额外
死亡 ’% WB( ) 为降低疾病发生风险#有必要开展基于
天气气候的健康气象研究与评价) 目前#气象敏感
性疾病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 WD( 0基于调查研究设
计和统计分析手段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动物实验*细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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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和分子实验及人体观察为主的毒理学研究) 根据
气象与疾病的关系#运用数学建模方法构建预测预
警模型#可开展人群干预服务方案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围绕气象条
件*气候变化对气象敏感性疾病与人体健康影响的
论文也日趋增多#但很少涉及健康气象服务的相关
内容) 健康气象服务是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中非常重
要的适应性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人类适应气候变
化*保护身心健康) 本文将介绍影响人体健康的天
气气候因素#综述国内外健康气象服务发展现状#以
期为气象敏感性疾病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服务的参考
借鉴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天气气候与人体健康

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调节与气象因素有关#当
天气急剧变化超出身体的承受范围就会引发多种疾
病) 河北省气象局 ’#"(经健康筛查及血液学检查证
实#冷空气过境所形成的特殊气象条件$低温*温度
骤降和大风%可引起血液黏稠度增加*血管收缩和
心肌细胞受损#致使心血管疾病发生*加重甚至死
亡) 气温骤降还会造成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及交感神
经兴奋#大风则通过风寒效应刺激人体在冷空气下
的生理变化#使脑血管*呼吸道*消化道*关节等方面
的疾病也明显增加 ’## W#!( ) 冷空气多发生在冬半年#

空气较为干燥#容易造成血粘膜出现极小的皱裂#使
细菌*病毒侵入#加重身体的疾病危害 ’#!( ) 当气温
过高时#易发生机体功能紊乱*心负荷加重*体内热
蓄积#诱发中暑和急性心脑血管病症) 如张书余
等 ’#E(通过模拟热浪天气对冠心病小鼠影响实验研
究发现#热浪可诱导冠心病小鼠心肌组织 5̂ SA" 含
量明显增加#并通过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炎症细胞因
子分泌#增加冠脉疾病风险) 同时#高温天气还可导
致空气中的污染物及过敏原水平较高#影响肺功能#

损害呼吸系统 ’#C( ) 高湿则会抑制人体表面的水分
蒸发#部分细菌*霉菌和寄生虫也更容易生长繁殖#

从而加快或加重热效应及传染性疾病对人体健康的
不利影响)

除了寒潮和热浪#疾病的高影响天气还包括雷
暴*雾和霾) 雷暴天气多发生于晚春和夏季#其特征
是浓缩地表的花粉颗粒#并经历渗透压冲击破裂后
释放进入空气#使得更多可吸入过敏性颗粒蔓延而
导致哮喘发作 ’#%( ) 大量科学研究已证实#大气污染
物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和慢性损害 ’#!##A( #低层持

续的均压场*低风速和逆温层结利于污染物累积#这
种静稳天气下持续的雾和霾还会造成严重视程障
碍*刺激神经系统#使人产生焦虑*抑郁*强迫等症
状#影响心理健康 ’#B( )

秦大河等 ’#$(研究表明#中国近百年增暖的幅度
为 "=%V e"=$V) 气候变暖为病原性媒介疾病的
宿主和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孳生环境#导致多种传
染性疾病传播的地理分布扩大*发病区域向北推移#

并可能激活某些新病毒 ’#D W!"( ) 气候变暖还会通过
加快光化学反应速度#造成大气污染物和过敏原增
多#紫外线辐射增强#致使白内障*支气管哮喘*花粉
症等疾病增加 ’!" W!#( )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温热
浪*寒潮*台风*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
发#除了直接引起中暑*冻伤及影响呼吸系统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敏感疾病发病外#还会造成环境和
水源的污染恶化#增加水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以及
精神M伤害等疾病的发生风险 ’!( )

&%健康气象服务发展历程

了解气象*环境因素对健康影响的科学事实与
定量关系#是开展健康气象预测预警与服务的基础)
!" 世纪 %" 年代#医疗气象学在欧洲迅速发展#开始
利用人工气候室模拟自然气候条件来解析疾病与气
象的关系) #D%! 年#西德率先在全国开展健康气象
预报服务#在报纸的天气预报版面预测头痛及其它
健康问题#匈牙利*日本*前苏联等随后也进行了试
验性医学气象预报 ’!!( ) B" 年代以来#随着流行病
学*毒理学*实验学以及数据挖掘等相关理论与技术
的进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解答了气象条件变化与
敏感性疾病的暴露 W反应关系问题 ’!E W!C( #近年来在
气象环境因素对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
性疼痛*糖尿病*胃溃疡等的毒性作用及生物机制上
也取得了许多确定性成果 ’!%( ) 基于医疗气象研究
提供的理论支持#健康气象预报服务也不断向多中
心*多病种*多时效*多渠道的方向发展#并通过网站
访问回复*横断面研究等方式评估服务效果#为降低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群健康危害起到了积极
作用)

中国的健康气象服务起步较晚) #D$% 年#王
衍文等 ’!A(根据逐日天气形势图来判断次日是否为
心肌梗塞高峰日#为国内开展气象敏感性疾病预
报的首次尝试) 进入 D" 年代#研究内容逐渐由概
念模型的定性向统计模型的定量转变#预报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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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初的$# e! % I 延长到月尺度#项目列表则包
含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糖尿病*消
化性溃疡*猫犬咬伤等常见的气象敏感性疾病)
!"#" 年以后#可信度更高的分析流行病学和毒理
学才逐渐得到应用 ’!D WE"(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省气象局等团队
通过建立队列开展气象环境对糖尿病*冠心病*不
良妊娠结局*儿童哮喘等的影响研究-甘肃省气象
局和上海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成立了人类生物
气象实验室#重点开展气温*大气污染物对心血管
疾病*哮喘*糖尿病和认知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同时#除了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神经网络*

决策树等机器学习方法也更多应用于气象因素与
心脑血管*呼吸道等疾病关系的模型构建中#预报
准确率提升至 B%d以上 ’E# WEE( ) 虽然科学论文显
示的预报模型准确率基本可以满足业务服务需
求#但大多仍停留在理论阶段#除少数在个别省M
市提供呼吸道疾病*中暑等发病变化的健康气象
预报服务外#并没有大范围应用过)

’%国外健康气象服务现状

E=#&高温热浪及热相关疾病
为应对热浪#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和

城市建立了基于气团分类的热浪监测预警系统) 根
据 X31OY3*7对费城热天气健康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效
果的评估#当有热浪发生时#其可以及时做出预报#

平均每天挽救 !=A 人的性命 ’EC( ) 日本 ‘bZ$‘1.3
b)O1+3OOZ3,4K3*%公司研发了基于天气的热障碍预
测系统#在夏季为公众提供高温中暑预报服务) 当
输入年龄*性别*血压*排汗*身型*室内或室外的生
活方式等个人信息后#可获取定制的中暑等级预测
信息及预防和治疗建议 ’E%( ) 日本地方政府还积极
开展热屏障预警实践) 以熊谷市为例#利用市内建
立的 E" 余个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仪监测 Zb[X$Z34
b)-Y [-(Y3X32J3*,4)*3%#对人体可能受到的热强度
做出评价和预警#可随时通过移动电话端向公众传
递信息# 并根据网站访 问者的反馈验 证 预 报
结果 ’E%( )

E=!&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德国 ]3IUZ3,4K3*X]预报服务平台 ’E%(基于德国
气象局和世界各地生物气象学家的广泛研究#为全
球 #A$ 个城市提供短期和长期的健康气象影响预
测#包含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 D 座国内城市#并

已在欧美国家广泛应用) 服务内容涵盖未来五天关
节炎*哮喘*心血管疾病*偏头痛等四类敏感疾病或
症状的气象风险以及天气对一般人群热应激*注意
力跨度和反应时间的影响预测#另外还提供血压*血
沉积率*白细胞水平*甲状腺活动*出生体重等 #% 种
生理指标的季节预测) 技术核心是利用云量*温度*

降水*气压*风等气象要素预测#按照已获取的天气
W生物健康关系与英国气象局定义的八个天气阶段
匹配#再结合延迟性等因子#预测天气对不同疾病的
影响程度) 服务平台通过咨询用户健康状况和访问
回复来收集疾病数据#用于验证预测效果-同时将这
些信息进行数据库存档#供多个研究方使用#并通过
互联网将关键数据或成果报告共享给全球客户#相
互促进发展) 近年#基于太阳活动与心肌梗塞*精神
疾病以及偏头痛发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的研究成
果#]3IUZ3,4K3*X]还开展了太阳风的健康影响
预测)

英国气象局围绕政府部门*行业和公众等不同
受众需求#为医务工作者及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健
康气象服务#以提前采取措施#有效减少住院人次)

如康沃郡卫生局通过自动电话系统#向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提供发病高峰出现的时间与地点#这种
入户健康气象预报已使当地该类疾病患者的住院率
减少 %Cd#每年节省 E" 万英镑住院费 ’EA( )

英美等发达国家还十分重视大气污染对疾病影
响的监测服务) 英国开展了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物在
空气中传播及沉淀监测*空气传播性疾病监测等健
康气象监测业务) 美国已在全国建成+空气质量与
疾病监测网络,#定期收集并分析污染物与人群健
康之间的关系#并于每年发布监测公告-医生也会根
据每日空气指数信息指导儿童*老人及支气管哮喘
和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如何减少空气污染暴露#为减
少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提供依据)
E=E&传染性疾病

为加强传染性疾病防控能力#博茨瓦纳建立了
疟疾早期预警系统) 利用欧洲多模式集合系统
$c/]/X/L%驱动动态疟疾模型#充分依据疟疾与
气候变率$特别是降雨%的关联性#对发病率进行季
节性预测 ’EB( #为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加强控制该类流
行病的建议提供数据支持#并减少低疟疾年的防控
成本) 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TcT%联合欧盟各
成员国建立集传染病监测*数据分析*信息沟通于一
体的网络系统-开发早期预警和应对系统#针对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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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存在的健康威胁快速提供风险评估#构成立
体化的欧洲防病网络) /TcT还利用互联网集合疾
病相关信息 ’E$( #并通过权限入口设置为不同身份人
群提供差异性的释用显示与综合分析功能) 如结合
/TcT网站上集成的希腊地区人口统计学指标*土
地覆盖类型*海拔*植被季节变化*温度等相关数据#
使用非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可以生成该区域疟疾风
险分布图-/E 网 $/)*(J3,+ /+01*(+23+4,+I /J1I3U
21(-(76<34F(*N% ’ED(搭建了由数据库*数据可视化及
数据渲染技术集成的在线分析平台#支持使用者对
环境*气候及社会与传染病关系的在线监测*计算分
析与绘图报告#目前已为欧洲的政府决策人员*公共
健康领域人员*欧盟及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
组织提供服务) 图 #$封三%给出了 /E 网通过遥感
手段获取海面温度等信息来监测某一种霍乱菌的分
布情况)
E=C&其他健康气象指数

日本气象厅*bTLT$b1(U9-12,43L3O3,*9K T(2U
214433%机构*泰尔茂$X/L\]8%公司等面向普通及专
业用户提供无偿或有偿的生活健康日历*医疗气象预
测*护理管理预测*食物中毒风险*舒适度预测*花粉
症气象预报*紫外线条件预测等健康气象服务项目)

预报区域在考虑不同建筑形式*服装风俗以及居民感
受的情况下划分为 ED 个地区#并对微尺度*局地尺
度*中尺度和宏观尺度匹配有差别的服务方式和频
次) 如面向国家级政府部门#将通过电视*广播*报
纸*互联网等每日 # 次提供中尺度预报-面向社区*企
业*医院*家庭及个人时#还通过手机短信每日$C eA%

次提供定制化的微尺度服务’E%( ) ‘bZ公司利用日本
气象厅提供的当日紫外线条件预测#根据由实验推导
出来的紫外线指数和皮肤类型之间的关系#预测紫外
线辐射对皮肤肌体晒伤的影响等级’C"( )

(%国内健康气象服务现状

C=#&高温热浪及热相关疾病
上海市气象和卫生部门与美国特拉华大学联合

研发了我国首个+热浪与健康监测预警系统, ’C#(并
于 !""! 年正式对外提供服务) 其算法是通过评估
极端高温*+侵入型,气团和死亡率增加之间的关
联#基于多种气象要素的数值预报结果#预测热浪健
康风险的等级并提醒公众采取合理防护措施 ’C!( )

当热浪预警发布时#上海市卫生部门同医院*社区*

供电*供水等单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和减少热浪

侵袭的影响#并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向公众
发布预警信息) !"#E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南京*深圳*重庆*哈尔滨等作为试点城市#启动+高
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 ’CE( ) 该系统基于
泊松分布的广义相加模型#利用每日气温*湿度*环
境污染物浓度等计算健康风险指数#将每日期望发
病数作为预警分级依据 ’CC( #并以社区为基础实时通
过手机短信*@SS*告示栏*电子屏*挂旗和电话等形
式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建
议) 南京市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试运
行期间#中暑风险预警灵敏度为 B!=Bd#错误预警
率为 EC=Dd ’CC( )

自 !""B 年 B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中国
气象局联合印发 !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
$卫应急发4!""B5 !!D 号%以来#我国各地气象部
门广泛开展高温中暑气象预报服务) !""D 年起#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通过电视*报纸*新
媒体等方式在每年汛期向公众发布全国范围的高
温中暑气象预报$图 !#封三% #提示特定地区发生
中暑的可能性及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程度) 该预报
模型考虑了气温与相对湿度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
响#利用炎热指数对引发中暑的气象条件进行等
级划分#同时考虑不同程度高温天气的持续时间
确定高温中暑气象等级#分别为极易*易*较易*可
能和不易发生中暑 ’C%( )

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根据气象条件*

大气污染物对不同类型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或病情加
重的作用差异#以贡献比为权重对各要素进行综合
判断#搭建我国首个感冒*儿童哮喘*慢性阻塞性肺
病的呼吸系统疾病气象风险预警发布平台#提醒儿
童*成人和老人及时防范极端天气和大气污染的健
康危害$图 E#封三%) 同时#在上海市十家幼儿园开
展感冒气象风险预报的服务效果评估#从儿童生活
质量*服务满意度和效果效益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
经过一年的服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感冒预报
比较准确#可以减少家庭医疗费用-A%d的受访者对
其表示满意-健康气象风险预报服务干预组的感冒
缺课率比对照组平均降低了 #"d ’C!( ) 湖北省气象
科研所开展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气象条件
预报#并于每周一&周五通过湖北卫视定期播出-
#D$$ 年 A 月起#杭州市气象局通过杭州人民广播电
台向公众发布杭州常见病*多发病的气象指数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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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率超过新闻节目 ’CA( ) 此外#北京*河北*黑龙
江*广西*贵州*甘肃等省级*市级气象部门也针对特
定疾病敏感人群#制订了健康气象预报技术及服务
方案#收到不错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CA WC$( )

花粉可诱发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等疾
病) 我国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始于 #DD"O末#通常
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花期*花粉种类*花粉致敏程度
及气象条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到预报服务模型#
目前已成为北京*天津*南京等城市气象部门重要的
健康气象服务业务之一) 如北京市气象局自 !""$
年起在花粉传播期通过声讯台*北京电视台*微博等
方式发布未来$# eC% I 的花粉浓度预报#向花粉过
敏者提供外出防御提示# C$ K 预 报准确率为
DA=Ad ’CD( ) 天津市气象局从预报准确率*预报时效
率*信息覆盖率和患者的预防能力系数开展花粉预
报服务经济效益评估#认为该项服务产生的最小经
济效益每年约为 !DB 万元 ’%"( )
C=E&传染性疾病

!"#B 年 A 月#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

启动+广东登革热预警系统, #可在多种时空尺度
上实时监测广东全省的县 $区 %级登革热发病情
况#包括病例分布*蚊媒密度*气象信息和基础风
险值等#并对未来$# e!%个月登革热的流行情况
及风险进行预测#为防控部门的早期预防和精准
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 )
C=C&其他健康气象指数

我国各级气象部门还面向一般人群提供健康
气象综合指数预报服务#通过给出特定城市当日
或短期时效内的指数等级 $通常分为 % 个等级% #
描述其对人体健康的可能影响并给出建议措施)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利用物理模型#每
日两次输出全国城镇逐三小时紫外线等级客观预
报产品#经省级气象部门订正后#通过中央气象台
门户网站发布) 此外#中国天气网及其省级站*墨
迹天气*甘肃气象在线等多个政府或商业主导的
气象类门户网站#每日滚动更新特定地区的感冒
$流感%指数*舒适度 $体感%指数*空气质量指数
等预报服务$图 C% )

图 (%北京市空气质量指数监测与预报

)%总结与展望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城镇化和人类对环境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气象敏感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我
国人群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健康
气象研究与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 E" 年医疗气
象学研究领域的进步#为健康气象服务提供了知识
和技术储备) 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已经可以为不
同受众提供内容专业细致*形式丰富易懂*支持互动
和定制的健康气象有偿或无偿服务) 在我国#受医
疗与气象资料共享困难*健康气象发展不平衡*服务
业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限制#健康气象服务能力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应用%拓宽健康气象服务内
容与精准水平

加强天气*气候尺度数值预报模式与疾病预测
模型的耦合释用#实现分钟到月尺度无缝隙*高时空
分辨率的健康气象预测-引入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挖
掘技术#提高健康气象风险预测精度) 同时#推动医
疗气象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挖掘社会需求#丰富
个性化*定制化的健康气象服务内容与应用推广#有
效提升我国健康气象服务质量)
%=!&加强部门交流合作%建立多领域(跨区域的健
康气象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强卫生部门*科研院校与气象服务的
交流合作#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组建多领域专

.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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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团队#实现医疗数据*气象数据*科学技术与服务
经验的共享整合-通过多学科技术融合*多部门联动
机制构建起全国分区域*分病种*多渠道的医疗气象
研究与健康气象服务体系)
%=E&重视用户反馈和效益评估%提升健康气象服务
传播能力与社会价值

开展气象敏感性疾病预测预警与人群干预服务
的效果评估) 加强评价体系与评估方案的设计研
究#定期收集用户或干预人群的反馈信息) 利用新
媒体特性#加强与受众互动#了解社会群体需求#查
找服务创新点) 同时#利用现代化*多样化的发布渠
道与手段#拓展预警信息传播范围与传播效率#充分
发挥健康气象服务潜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致谢#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
相关产品安全所的李永红博士对文中医学术语使用
规范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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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2-:

’CC(&汪庆庆#李永红#丁震#等:南京市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

预警系统试运行效果评估 ’’(:环境与健康杂志#!"#C#E#

$%% 0E$! WE$C:$R+ /+7-1OK0 Z,+7hh# ‘1>5# c1+7_# 34,-:

@OO3OO23+4(+ K3,4UF,03,+I K3,-4K *1ONO3,*-6F,*+1+7O6O4321+

<,+G1+7’’(:’/+01*(+ 53,-4K# !"#C# E#$%% 0 E$! WE$C:%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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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陈辉#黄卓#田华#等:高温中暑气象等级评定方法’’(:应用

气象学报#!""D#!" $ C % 0C%# WC%B:$R+ /+7-1OK0 TK3+ 5#

5),+7_# X1,+ 5# 34,-:@+ 30,-),41(+ 234K(I (.K3,4O4*(N3

7*,I3F14K 2343(*(-(719,-,JJ*(,9K3O’’(:’@JJ-]343(*^91#

!""D# !"$C% 0 C%# WC%B:%

’CA(&李雄#董蕙青#郭琳芳#等:南宁医疗气象预报系统’’(:广西

气象#!""%#!A$#% 0E% WEB# C":$R+ /+7-1OK0 ‘1f# c(+75?#

[)(‘?# 34,-:<,++1+723I19,-2343(*(-(76.(*39,O4O6O432’’(:

’[),+7P1]343(*# !""%# !A$#% 0 E% WEB# C":%

’CB(&甘肃气象在线:兰州气象指数预报’/bM8‘(:$!"#$ W"C W

"D% ’ !"#$ W"C W"D (:K44J0MMFFF:7OgP:9(2M-QgPQOMI34,1-:

GOJ/ 1I p!ABE#:

’C$(&吉廷艳#雷云#黄继用#等:贵州省专业气象预报制作系统

’’(:贵州气象#!""E#!B$!% 0!" W!E:$R+ /+7-1OK0 ’1X># ‘31

># 5),+7’># 34,-:XK3O6O423(.J*(.3OO1(+,-.(*39,O42,+).,9U

4)*3’’(:’[)1QK() ]343(*# !""E# !B$!% 0 !" W!E:%

’CD(&张德山#海玉龙#冯涛#等:北京地区 # eC 天花粉浓度预报的

应用研究 ’’(:气象#!"#"#EA $ % % 0#!$ W#E!:$R+ /+7-1OK0

_K,+7ĉ # 5,1>‘# ?3+7X# 34,-:@JJ-13I *3O3,*9K (+ 4K3# W

C I,6J(--3+ 9(+93+4*,41(+ .(*39,O41+ b31G1+7,*3,’’(:]343(*

](+# !"#"# EA$%% 0 #!$ W#E!:%

’%"(&吴振玲#刘爱霞#白玉荣#等:花粉预报服务社会经济效益估

算分析’’(:气象#!"###EB $%% 0A!A WAE!:$R+ /+7-1OK0 Z)

_‘# ‘1) @f# b,1>L# 34,-:^4)I6(+ 30,-),41(+ (.39(+(219

Y3+3.14O.*(2J(--3+ .(*39,O4,+I O3*01931+ X1,+G1+’’(:]343(*

](+# !"### EB$%% 0 A!A WAE!:%

’%#(&搜狐:广东登革热预警系统将在本月投入使用系统覆盖全省

每个县#可实现 !C 小时监测 ’/bM8‘(:$ !"#B W"A W#! %

’!"#$ W"E W#" (:K44J0MMFFF:O(K):9(2M,M#C$#"DCE! W

$"ADBB:

"责任编辑!鲁波#

!读者*作者*编者"

参考文献著录新规中应注意的几点
!"#% 年 #! 月 # 日起#!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bMXBB#C W!"#%%开始实施) 新标准中对于个人著录*引文页

码*网络文献*双语著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或更详细的规范#在文献实际撰写著录时应以新标准的相关规则为依据#以下为本

刊收录文章应注意的几点0

# 责任者项规范写法

个人著者一律+姓前名后,#其姓氏需全部著录且字母全部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 如 @)7)O4)O

c3](*7,+ 应著录为 c/]8L[@<#@2,Y3-Z1--1,2OU/--1O应著录为 ZR‘‘R@]̂ U/‘‘R̂ @) 责任者不超过 E 个时#应全部照录)

超过 E 个时#著录前 E 个责任者#其后加+#等,或与之相应的词#如+#34,-,)

! 参考文献页码著录要求

凡专著*从专著和期刊中析出的文献作为引文文献引用时#均应标注引用信息所在页码#即+引文页码,) 专著仅在作为

阅读型文献引用时才不标注+引文页码,) 但从文集和期刊中析出的文献作为阅读型文献引用时#应标注析出文献的起讫页

或起始页) 如0

’#( 李红梅: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及不确定度评定’](:北京0中国质检出版社#!"#Ct%!:$+%!,为引用信息所在页码%

’!(刘明寿:科技期刊主编的角式定位’’(:编辑学报#!#"%#!B$A%0%!! W%!C:$起讫页%

E 网络文献著录规范

联机网络文献的著录项目应齐全#格式应规范0+主要责任者:题名0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M8‘(:$更新或修改日

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c8R:,) +$更新或修改日期%,有则必备#如无法确认#也可不标注) c8R也是有则必备的

著录要素) +’引用日期(,是必备的著录要素) +’引用日期(,前有出版项的其他要素时#其前不加任何标识符号-否则$连同

可能有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一起% 其前应加+:,) 如0

’E( 张莉#陈颖#王秦#等:!"#A 年湖北省咸宁市公共场所空气中苯系物监测分析 ’’M8‘(:环境卫生学杂志# !"#B# B

$A%0 C!#:’!"#B W#! W!%(:K44J0MMK42-:*KKQ:+34MKGFOPQQMK42-M%!B$B:K42:

C 双语著录规范

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使用信息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 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采用信息资

源的源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 如0

’C(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W!""%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 ^(:北京0全国物理化学计量技术委员会#

!""A:$R+ /+7-1OK0 [3+3*,-,I21+1O4*,41(+ (.g),-146O)J3*01O1(+# 1+OJ3941(+ ,+I g),*,+41+3(.4K3S3(J-33OL3J)Y-19(.TK1+,:’’?

#""% W!""% X3*2O,+I I3.1+141(+O)O3I 1+ *3.3*3+932,43*1,-O’^(:b31G1+70 TK1+,SK6O19O]34*(-(76X39K+(-(76@OO(91,41(+# !""A:%

.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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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贵州 # 例熊猴类芽孢杆菌感染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汤志刚&陆洪潮&袁华芳

作者简介!汤志刚%主管医师%主要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作者单位!黔西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兴义大道中段$邮编!%A!C""$/2,1-!4Q7CDBAA"DE#H#AE:9(2

摘要#目的&探讨熊猴类芽孢杆菌侵入人体能能否致病及其他& 方法&对病例所在地现场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组织临床医师进行座谈%收集病例临床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材料& 结果&将病例关节液初始培养出的
细菌进行选择性培养%从已知文献中未查找到 S6*@阳性与土拉弗朗西斯菌的相关性%对分离出的细菌进行
#A^*L<@扩增(测序对比等检测%在 <TbR网站用 b-,O4进行对比%获得同源性最高的微生物是熊猴类芽孢杆
菌%最后判定为 # 例熊猴类芽孢杆菌感染者& 讨论&当地熊猴类芽孢杆菌的来源%病例关节肿胀久治不愈是
否是该菌所致%此菌在当地首次从人体组织液中培养出来%对当地政府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土拉弗朗西斯菌熊猴类芽孢杆菌$ 机遇$ 挑战
中图分类号#L#!
!"#!#"=#EC!#MG:9+N1:KGFOPQQ:!"#$="%="#E

BE->/41/012-M>6.-56/=/8I /3+ G+,-#03-?1-.J612V+-06C+?6==F,B,,+5-0,6,

X@<[_K17,+7# ‘\5(+79K,(# >\@<5),.,+7

&& BC,14+?10 "CD-?16<-,&X(1+03O417,43FK34K3*S,3+1Y,91--)O,OO,23+O1O9()-I 1+0,I3K)2,+ Y(I6,+I F()-I
Y3J,4K(73+19:;-12/.,&@+ 3J1I321(-(719,-1+03O417,41(+ F,O9,**13I ()4(+ 4K3-(9,41(+ (.4K39,O3Y6,+ 1+.(*U
2,-I1O9)OO1(+ F14K -(9,-9-1+191,+O,+I 9(--3941+79-1+19,-,+I -,Y(*,4(*6I,4,:XK31+141,-9)-4)*3I Y,943*1,.*(24K3
O6+(01,(.G(1+4OF3*3O3-394103-69)-4)*3I:E-,F=1,&XK39(**3-,41(+ Y34F33+ S6*@J(O14103,+I ?*,+91O3--,4)-,*3+U
O1OF,O+(4.()+I .*(2N+(F+ -143*,4)*3O- 4K31O(-,43I Y,943*1,F3*34K3+ ,2J-1.13I Y6#A^*L<@# O3g)3+93I ,+I
9(2J,*3I:T(2J,*3I F14K 4K3b-,O41+ <bTRZ3Y O143# 4K3219*((*7,+1O21O(-,43I K,I ,K17K K(2(-(76F14K S,3+1U
Y,91--)O,OO,23+O1O# ,+I .1+,--6,+ 1+.3941(+ (.S,3+1Y,91--)O,OO,23+O1O1+ 4K1O9,O3F,OI1,7+(O3I:G/0?=F,6/0,&
ZK,4F,O4K3O()*93(.-(9,-S,3+1Y,91--)O,OO,23+O1O,+I FK34K3*4K3G(1+41+.-,22,41(+ (.4K39,O3F,O9,)O3I Y6
4K3Y,943*1,:S,3+1Y,91--)O,OO,23+O1OF,O1O(-,43I .(*4K3.1*O44123.*(24K341OO)3.-)1I (.-(9,-J3(J-3:R4F()-I
Y3,+3F(JJ(*4)+146,+I 9K,--3+73.(*-(9,-7(03*+23+4:

H-I J/4.,0 .*,+91O3--,4)-,*3+O1OJ,3+1Y,91--)O,OO,23+O1O# (JJ(*4)+146# 9K,--3+73

&&!"#A 年 B 月 ! 日黔西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接到当地州中医院收治一例在其+关节液标本检出
土拉弗朗西斯菌,病例的电话报告#接到报告后#中
心分管领导本着以为今后科学防控追溯基础资料#
立即组织流行病防治*应急办*病媒生物*实验室等
相关科室人员赴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核实#经
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相关检测#最后判定为 # 例
熊猴类芽孢杆菌感染者) 为探索该杆菌感染人的途

径和发病表现等#以及为今后防控工作提供依据#现
将调查资料收集整理报告如下)

$%资料方法

#=#&资料来源
对病例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到病例就诊医

疗机构收集病历#临床实验室资料来源于就诊医院
的黔西南州中医院) 赴病家及村寨开展流行病学现

.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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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查#收集当地气象*农业*地理位置等资料)
#=!&调查内容

病人居住环境*水源*危险因素*当地医疗机构
病例主动搜索#以及当地自然疫源性疾病等)
#=E&病原检测

检测标本为病例关节腔无菌操作穿刺抽取关节
液) 检测方法为医院对患者关节液进行细菌培养#

用梅里埃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鉴定#结果为土拉弗
朗西斯菌 DAd的吻合率) 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经关
节液培养的初始菌用带有抗生素的土拉菌选择性培
养#无菌落生长) 再将关节液分离的菌株和提取核
酸进行 #A*L<@扩增#得到扩增片段#交由有资质的
某公司进行双向测序和拼接#得到完整的 # EBD YJ

的序列#再用 b-,O4对比)

实验所需仪器*试剂&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
敏分析系统$;RX/a!%*@T!UC^# 型生物安全柜$新
加坡艺思高生产%*55:TSU"# 型二氧化碳细胞培养
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aE"b型干式恒温器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L型高速冷冻离心机
$XK3*2(%*测序仪*含半光氨酸血平板$北京天一辉
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咖啡培养基*上海之江生物
有限公司提供的 #A^*L<@核酸提取试剂*原装进口
试剂$土拉热弗朗西斯氏菌血清%等)

&%结果

!=#&基本概况
病例户籍地为黔西南州晴隆县马场乡马场村三

组#现住址晴隆县马场乡前进村三组 $离马场村三
组约 # N2%#该村距乡镇约 E N2#距县城约 E" N2#

距黔西南州府所在地约 #"" N2#位于黔西南州东北
面#前进村三组共有 C% 户 !"E 人#为汉族*布依族#

苗族*彝族等民族杂居村寨#以旱地为主#水田少#海
拔 # C!" 2#年降雨量 # E%" 22左右#年平均温度
#E=BV e#B=#V#无霜期大于 !$" I#农户以饲养猪*

牛*犬*鸡为主-农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小麦*洋
芋*红苕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柑橘*花生*油菜*甘蔗
等#马场的矿产主要有陶土和煤) 晴隆县属温凉湿
润的高原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位于云贵高
原中段#苗岭山脉西部#贵州省西南面#黔西南州的
东北面#地处东径 #"%w"#�e#"%w!%�#北纬 !%wEE�e
!Aw##�之间)

患者龙某#男性#CC 岁#汉族#已婚#晴隆县人#

病例及其家属共 $ 人居住于晴隆县马场乡前进村三

组 # 栋平房和 # 栋木结构瓦房) 患者病前 E 个月从
外地务工回来#!"#A 年 # 月 C 日因+发热*咳嗽*胸
部不适,就诊于晴隆县医院## 月#" 日初步诊断为
+肺结核,## 月 #E 日按抗结核方案治疗#同时患者
口述生病期间在本县城一家私立医院进行理疗#半
月后自感膝关节出现+肿胀*疼痛#活动受限,#停药
后未改善#但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一直在家观察
休养)
!=!&临床表现及体征
!=!=#&!"#A 年 A 月 !$ 日自觉关节肿胀明显#活动
受限等#于是前往黔西南州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
断为+左膝关节结核,#意识清楚#查体0XEA=CV#脉
搏 A! 次M分#呼吸 !# 次M分#血压 ##"MB"2257#左
膝关节肿胀#皮温不高#关节周围压痛不明显#左膝
浮髌试验*过伸过屈试验阳性#肌力+级#左腘窝内
侧可触及一$$ e#!% 92包块#左侧腹股沟淋巴结肿
大) 于 !"#A 年 A 月 !D 日采集病例关节液送本院实
验室检测)
!=!=!&该病例截止到 !"#B 年 B 月#咳嗽*咳痰症状
消失#病灶处$左膝关节%无变化#但活动有好转)
!=E&家属及当地结核病发病情况
!=E=#&该病例家共计 $ 人#除病例外#其余家属无
结核病患病史)
!=E=!&当地 !"#E&!"#B 年结核病发病情况
表 $%黔西南州晴隆县 &K$’$&K$L 年结核病报告发病情况

年度
结核病总发病情况 涂阳发病情况
例数M例 率$M#" 万% 例数M例 率$M#" 万%

!"#E 年 !B% ##"=D# D# EA=B
!"#C 年 !BD ###=DC D" EA=##
!"#% 年 !B# #"D=!B $$ E%=C$
!"#A 年 E%A #CE="D #"E C#=C
!"#B 年 !CB D$=CD AD !B=%#

!=C&实验室检测及辅助检查
!=C=#&菌株鉴定结果黔西南州中医院将病例关节
液初始培养出的细菌使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
分析$;RX/a!%进行鉴定#S6*@$吡咯烷基芳胺酶%
为阳性#判定此菌为土拉弗朗西斯菌) 再用此菌进
行土拉弗朗西斯菌抗原*抗体*病原学和 #A^*L<@
扩增*测序*对比等检测#用菌种鉴定的 #A^*L<@引
物#扩增病例关节液培养出的菌株提取核酸#得到目
的扩增片段#进行双向测序和拼接#得到完整的
# EBD YJ序列#在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TbR%网
站$ K44J0MMFFF:+9Y1:+-2:+1K:7(0Mb‘@̂X%用与提
取的生物核酸片段局部序列对比检索$bR,O4%进行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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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获得同源性最高的微生物是熊猴类芽孢杆菌
$S,3+1Y,91--)O,OO,23+O1O%)
!=C=!&血常规检测结果白细胞$ZbT%数为 %=!B o
#"D$参考 C e#"%#红细胞数 C=#"$参考 C=E e%=$%#

嗜酸性粒细胞数为 "=%A$参考 "="! e"=%%#中性粒
细胞百分比$<%为 C$=%"d$参考 %" eB"%#嗜酸性
粒细胞百分比为 #"=A"d$参考值 "=% e%%#血红蛋
白浓度为 ##A=""$参考值 #E" e#B%%7M‘#红细胞压
积为 EB=%"$参考值 C" e%"%#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
为 E"D="" $参考值 E!" eEA" % 7M‘#血小板数为
!"E="" o#"D$参考值 #"" eE""%)
!=C=E&关节液生化检查结果总蛋白 ED=B$参考值 A" e
$"%7M‘#葡萄糖 A=A"$参考值 E=A eA=##%22(-#乳酸
脱氢酶 CE"="$参考值 #"D e!C%%\M‘)
!=C=C&TX检查结果右肺尖肺泡大-右上肺感染性
病变-左膝关节软组织改变#化脓感染可能性大-左
膝关节退行性变-左侧腘窝包块超声波检查示0左侧
腘窝液实混合性包块)
!=%&病原生物学特性

类芽孢杆菌属$S,3+1Y,91--)O%的种类原归在芽
孢杆菌属 $b,91--)O%#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A^
*c<@序列分析*基因探针以及类脂分析*醌类分析
等技术的应用#芽孢杆菌属已从原来的 # 个属发展
分为 $ 个属##DDE 年由 @OK 等应用 STL探针技术将
原属于芽孢杆菌属的 ## 个种分出来#建立了新属&

类芽孢杆菌属$S,3+1Y,91--)O%#此属倾向会产生膨胀
的*椭圆形的芽孢)

熊猴类芽孢杆菌通常分布在温水*土壤等环境
中#革兰染色可变#为严格需氧嗜温菌#可形成孢子#

细胞长约$#=" e!=%% !2#宽约$"=% e"=A% !2#菌
落呈圆形)
!=A&病例居住地环境及水源调查

患者家依山而建的住房为一栋木结构瓦房和一
栋砖混结构平房#位于村寨背后#房前有稻田#有一
水泥砖砌简易猪舍*一小型鸡舍及玉米地#房屋背
侧*右侧为树林和灌木丛) 该村寨的生活用水为附
近洋海田水井引到位置比较高的储水池后二次供入
每家每户#供水区自该病例发生前后无其他类似
病例)
!=B&危险因素调查

病例家室外林地*耕地常见室内鼠$黄胸鼠*褐
家鼠*小家鼠%*室外鼠$松鼠等%活动-猪舍及室内
经常见鼠活动)

病例病前日常劳动以种地*养猪*家务为主#半
年前曾到自家房屋背后的树林中伐木 E 天#但本人
否认发病前被蚊*虫等叮咬史)
!=$&病例接触史及病例主动搜索

家中其余人员近半年来未患 +发热*淋巴结肿
大,等疾病-查阅马场乡卫生院 !"#A 年 # 月 # 日以
来门诊日志 #" $BA 人次#未发现 +发热*淋巴结肿
大,病例)
!=D&自然疫源性疾病调查

自 #DB$ 年至今在晴隆县境内 ED 年间共计发现
皮肤炭疽疫情 !# 起#发病 #$E 例#其中 B 例死亡#总
病死率为 E=$Ed-无病例的年份分别是 #D$C*#D$%*
#D$B* #DDC* !"""* !""#* !""E* !""C* !""A* !""$&
!"#A 年共计 #$ 年无病例-晴隆县马场乡近 #" 年也
就是 !""% 年报告 ! 例*!""B 报告 % 例病例#两年均
无死亡病例)

’%讨论

该病例经流行病学调查*病例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测及相关辅助检查#目前尚无确切诊断标准#并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及
!农业灾害研究"等文献排除土拉弗朗西斯菌引起
的土拉杆菌病例 ’#( #在该病例膝关节液中培养出熊
猴类芽孢杆菌#其病例膝关节肿胀是否是此类芽孢
杆菌所致#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类芽孢杆菌是一类具有可作为植物病害生物防
治潜力的细菌#不少菌株还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作
用#熊猴类芽孢杆菌可以内生芽孢#芽孢又具有较强
的抗热或耐热性能#所以一旦发展作为生防菌 $指
的是那些有益微生物#可以防治植物病害的各种措
施%#就能够具备相对较长的货架期$指食品被贮藏
在推荐的条件下#能够保持安全-确保理想的感官*

理化和微生物特性-保留标签声明的任何营养值的
一段时间%-当地属温凉湿润的高原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气候温和#植被良好#较适宜熊猴类芽孢杆菌
在温水*土壤等环境中需氧嗜温菌的病原学生物特
性 ’!( #为了掌握该类芽孢杆菌为外环境的孳生繁
殖*侵入人体途径*致病机理等情况#建议当地政府
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相关调查及标本
检测#为今后防控工作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填补当
地对这一菌种认识的空白-目前国内尚无熊猴类芽
孢杆菌感染人类的相关文献记载和报道#若如难辩
梭状芽孢杆菌感染人类#近 !" 年以来在我国有逐年

.DEC.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94:!"#$# ;(-:$ <(=%

上升趋势#而且已经成为消化系统的常见病 ’E W%( #熊
猴类芽孢杆菌是否致病#该病例膝关节肿胀是否为
该菌导致等问题的提出#以及当地首次从人体组织
液中培养出熊猴类芽孢杆菌等成果#对当地政府和
卫生行政部门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次挑战#需要我
们作进一步去调查和研究-自动分析仪的结果与最
后鉴定为熊猴类芽孢杆菌存在差异#可能是鉴定方
法不一致所产生的差异而致 ’A WB( )

芽孢杆菌的研究历史已经发展到!伯杰氏细菌
学鉴定手册"#D$C 年的第九版和 #DD# 年 @OK 等研
究的 *L<@序列 ’B( #具有较强的抵抗外界环境压力
的能力#能够抵抗所生存的环境中由于干燥*热和紫
外线辐射所造成的伤害#维持自身能力不受影响)
至于熊猴类芽孢杆菌是不具有这些生物学特征#有
待进一步研究#这一生物学特性具有非常良好的应
用前景 ’$( -芽孢杆菌是一类嗜氧或兼性厌氧*能产
生抗逆性芽孢*并能在极端条件下生存的细菌) 芽
孢杆菌在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上具有巨大的潜能#现
在很多国家已经对这项课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调
查与研究#但如今该课题中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
问题0现已发现的芽孢杆菌虽然来源于不同的环境#
但是大部分都是从普通的环境中分离获得的#相信
某些环境特别是一些极端环境中还有很多未被人们
发现的芽孢杆菌#其中应该不乏人类从未对其进行
分类学鉴定的新菌) 熊猴类芽孢杆菌适不适宜在极
端条件下生存#也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衷心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艳华(张
恩民老师的大力支持和耐心的指导- 同时也感谢黔
西南州第二人民医院(晴隆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所有参与人员给予的大力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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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中国西北某县饮用水水质分析
罗妍&张珂&陈思佳&车鑫垚&李巧娥&彭慧

作者简介!罗妍%主要从事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方向研究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方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邮编!BE""""$/2,1-!#$$"DCDEBB#H#AE:9(2

摘要#目的&通过检测西北某县饮用水中九种阳离子(酸碱度和浊度等指标%了解当地饮用水质量&
方法&选择某县三个乡镇采集水样 #%D 份%依据用水比例分别抽取 C# 份窖水(#" 份泉水和 ! 份自来水水
样%进行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组分共 #E 项指标的测定& 并对不同仪器的最佳工作条件%做了方法的准确性
和精密度测试& 结果&浊度和肉眼可见物窖水和泉水均有超标%窖水的臭和味及铁含量均超标%饮用水中均
检测出钙(镁(铁(锌(铜(钠(镍(铅八种金属元素%镉在"!7M‘#级未检出& 结论&通过统计对该县饮用水质
量做出评估%为当地饮水安全工程提出科学的建议&

关键词#生活饮用水$ 窖水$ 水质
中图分类号#L#!E=#
!"#!#"=#EC!#MG:9+N1:KGFOPQQ:!"#$="%="#C

B0+=I,6,/0‘F+=61I /3!460O608 \+1-460+ G/F01I /3:/412J-,1G260+

‘\8>,+# _5@<[a3# T5/<^1G1,# T5/f1+6,(# ‘Rh1,(3# S/<[5)1

&& BC,14+?10 "CD-?16<-,&X(I343*21+34K3g),-146(.I*1+N1+7F,43*1+ ,9()+46(.+(*4KF3O4TK1+,Y63P,21+,U
41(+ (.4K3-303-O(.D 9,41(+O# J5,+I 4)*Y1I1461+ F,43*O,2J-3O:;-12/.,&@4(4,-(.#%D F,43*O,2J-3OF3*39(-U
-3943I .*(24K*334(F+OK1JO1+ 4K39()+46- C# 93--,*F,43*# #" OJ*1+7F,43*,+I ! 4,J F,43*O,2J-3OF3*3O3-3943I ,9U
9(*I1+74(4K3J*(J(*41(+ (.4K3F,43*)O3I Y6-(9,-J3(J-3:@4(4,-(.#E 1+I194(*O# 1+9-)I1+7(*7,(-3J419J*(J3*413O
,+I 73+3*,-9K3219,-9(+O414)3+4O# F3*3I343*21+3I:XK3,99)*,96,+I J*391O1(+ (.4K3234K(I F3*343O43I .(*73441+7
4K3Y3O4F(*N1+79(+I141(+ (.I1..3*3+41+O4*)23+4O:E-,F=1,&XK34)*Y1I146,+I ,JJ3,*,+931+ 93--,*,+I OJ*1+7F,43*O
F3*3,--3P933I3I 4K3O4,+I,*I -1214O# 4K3(I(*,+I 4,O43,+I 1*(+ -303-(.93--,*F,43*F3*3,--3P933I3I 4K3O4,+I,*I
-1214O# ,+I 4K3-303-O(.9,-91)2# 2,7+3O1)2# 1*(+# 9(JJ3*# O(I1)2# +19N3-,+I -3,I F3*3,--I343*21+3I 1+ F,43*
O,2J-3O:T,I21)2K,I +(4Y33+ .()+I ,4$!7M‘% -303-:G/0?=F,6/0,&XK330,-),41(+ (+ 4K3g),-146(.I*1+N1+7F,U
43*1+ 4K39()+46F()-I J*(01I3O(23O913+41.19*39(223+I,41(+O.(*-(9,-I*1+N1+7F,43*O,.346J*(G394O:

H-I J/4.,0 I*1+N1+7F,43*# 93--,*F,43*# F,43*g),-146

&&该县位于中国西北的东南部#常年降雨少*光照
强*蒸发量大#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极度匮乏) 在无法
调水的情况下#靠收集天然降水得到的窖水已经成
为当地居民生活饮用水的主要途径) 利用水窖集蓄
雨水不但可以缓解黄土高原干旱与水土流失的矛
盾#同时也是解决水资源短缺地区饮水困难的重要
途径#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 ) 随着水窖在
解决饮水保障中的大规模应用#窖水水质浊度和微

生物等指标严重超标的饮水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
注) 当地饮水不安全类型主要涉及到有高氟水*苦
咸水*+类及超+类地表水*水量及用水方便程度不
达标等 ’!( ) 自 !""% 年以来#随着国家对当地自来水
工程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善了
饮水安全问题#但受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状况不
佳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居民仍选择窖水和泉水直
接饮用#该县饮水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现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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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种生活饮用水水质进行分析比较#同时对治理
措施深入探讨#以供参考)

$%实验与方法

#=#&研究对象
!"#B 年在中国西北某县采用单纯随机抽样选

取 E 个乡镇#依据用水比例分别抽取 C# 份窖水*
#" 份泉水和 ! 份自来水水样)
#=!&采样方法

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b%BCD W!""A% ’E(

的要求进行水样的采集*保存和运送) 用 #"" 2‘聚
烯塑料桶采集 #"" 2‘水样供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
指标的测定)
#=E&仪器及试剂

上海雷磁 S5cWEc离子计*美国热电 XK3*2(
8LR8<@hC%"" 精密浊度仪*德国耶拿 9(+4*@@B""
原子吸收光谱仪)

上海沃凯生物化学试剂优级纯硝酸-蒸馏水-
_+*?3*T)*T,*]7*<,*SY*<1和 TI 标准溶液均为国
家标准溶液$<T̂ %#浓度为 #=""" 7M‘)
#=C&检测指标

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总硬度*酸碱度*铁*
锌*铜*镁*钠*镍*铅*镉 #E 项指标进行检测)
#=%&检测方法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bMX%B%"
W!""A% ’C(中的有关规定进行水样采集*保存和运
输) 总硬度的测定以 T,T8E 计#采用火焰原子分光
光度法测定钙含量)
#=A&评价标准

按照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b %BCD W

!""A% ’C(进行评价) 实验数据采用 ]19*(O(.48..193
/P93-!"#" 进行整理归纳#使用 Rb] ^Ŝ^ ^4,41O419O
!!=" 完成正态性检验 和秩 和检 验# 检 验 水准
*p"="%)
#=B&质量控制

所有水样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
样的采集与保存" $[bMX%B%"=! W!""A% ’%(要求执
行#由取得资质的实验人员进行检测-仪器设备始终
处于完好状态#严格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使用校准曲线进行精密度的控制)

&%结果

#%D 份水样一般化学指标和金属元素指标平均
水平及超标率见表 # 和表 !) 其中#E 种水样浊度窖
水超标数 E" 份 $超标率为 !C=EDd%#泉水超标数
#" 份$超标率为 EE=EEd%#自来水无超标-臭和味
窖水超标数 A 份$超标率为 C=$$d%#泉水和自来水
无超标-肉眼可见物窖水超标数 #E 份 $超标率为
#"=%Bd%#泉水超标数 B 份$超标率为 !E=EEd%#自
来水无超标-J5值和总硬度指标均无超标)

?3含量窖水超标数 ! 份 $超标率为 #=AEd%#
泉水和自来水均无超标-其余各项金属含量均在正
常范围内)

’%铁%铅%镍%镉和总硬度用农村标准-锌%铜和钠用
国家标准

&&用 Rb]^Ŝ^ ^4,41O419O!!=" 经正态性检验和多
个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可知各指标 E 种饮用水结果
不全相同#继而分别做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对 E 种
来源饮用水两两比较结果如表 E)

表 $%一般化学指标平均水平及超标率’#c$)Z(

指标
浊度$<X\U散射
浊度单位%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J5值
总硬度

$以 T,T8E 计%

限值 % 无 无 A=% eD=% %%"

窖水 中位数 #=DD W W B=D# ED=%A

检出范围 $"=!##BC=A"% $"##% $"##% $%="##D=#E% $E=%$##!D=C"%

超标率 !C=EDd C=$$d #"=%Bd " "

泉水 中位数 !=DE W W $=## $%=D%

检出范围 $#="##CC% " $"##% $A="%#D=CB% $%$=$E##E#=##%

超标率 EE=EEd " !E=EEd " "

自来水 中位数 #=!D W W $=EC #ED="#

检出范围 $#="C##=A!% " " $B=DC#$=%"% $#E!=AA##CE=E!%

超标率 " " " " "

&&注0+ W,为定性资料的平均水平无法使用中位数表示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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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金属元素指标平均水平及超标率’#c$)Z(

指标# 锌M
$27M‘%

铁M
$27M‘%

铜M
$27M‘%

钠M
$27M‘%

镁M
$27M‘%

铅M
$!7M‘%

镉M
$!7M‘%

镍M
$!7M‘%

限值! # "=% # !"" W #" % !"

窖水 中位数 "="% " "=!! #E=$$ #=!A E=%B W "=B

检出范围 $"=""##"=%%% $"#"=BC% $"=#%#"=E!% $"=E"#C"=!D% $"="!#A=DA% $#=D$#$=CA% W $"#$=!$%

超标率 " #=AEd " " " " " "

泉水 中位数 "="E "=# "=E# E$=E$ B=%C "=$ W "=CA

检出范围 $"="##"="C% $"#"=!"% $"=#A#"=EA% $!!=EB# C!=!%% $C=#E#D=DE% $"="%#!=#D% W $"##=C#%

超标率 " " " " " " " "

自来水 中位数 "="C "=#! "=E E!=$ E=$D "="# W "=B$

检出范围 $"="C#"="%% $"#"=!$% $"=!$#"=EC% $E#=B%#E!=D#% $E=!$#%=CC% $"=""D#"="#E% W $"#"=DE%

超标率 " " " " " " " "

&&注0+ W,为水样中的镍元素在$!7M‘%级未检出
#:火焰原子分光光度法测定锌*铁*铜*钠和镁#石墨炉原子分光光度法测定铅*镉和镍
!:镁*铝*镍*镉和总硬度用农村标准#锌*铜和钠用国家标准

表 ’%三种水样各指标含量水平两两比较结果

项目
窖水与自来水 泉水与自来水 窖水与泉水

统计量 :值 统计量 :值 统计量 :值
_+ W"=C#E $ "=ABD WE=%A% $ i"="% WC=BE% B i"="%
?3 W"=$B$ % "=E$ W#=""A ! "=E#C W"=$$" E "=EBD
]7 W#=A!# B "=#"% WE=A"D D i"="% WB=A"% E i"="%
T) WE=%C% E i"="% W"="$C D "=DE! WA=EED E i"="%
<, WE=#"D # i"="% W!="EB A i"="% WB=!BC C i"="%
SY WC=#!B " i"="% WE=$!" E i"="% W$=CA" ! i"="%
<1 W"=ADE % "=C$$ W#=%%B ! "=##D WE=E%D $ i"="%
J5 W!=%EE A i"="% W"=#C$ A "=$$! WE=EC$ ! i"="%

浊度 W#=B#A B "="$A WE=CE$ E i"="% W!=CBD E i"="%

总硬度 WC=#!A $ i"="% WE=$!" E i"="% W$=E#B A i"="%

&&结合表 ! 和表 E#金属铁*镉元素含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浊度*总硬度及锌*铜*钙*钠*铅*镍两两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自来水与窖水比较0自来水中的铜*钠*酸碱度*
总硬度指标均高于窖水#铅低于窖水#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自来水与泉水比较0自来水中的镁*钠*铅*浊度
指标均低于泉水#锌与总硬度高于泉水#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窖水与泉水比较0泉水中的铜*镁*钠*酸碱度*
浊度和总硬度指标均高于窖水#锌*铅和镍低于窖
水#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窖水和泉水浊度均有超标-肉眼可见物窖水和
泉水均有超标-臭和味窖水有少量超标-铁元素窖水
超标率为 #=AEd#泉水未超标) 镉元素含量在

$!7M‘%级未检测到) 综合分析#当地自来水水质优
于窖水和泉水#泉水水质最差)

)%讨论与分析

a*T,*<,*]7这 C 种金属元素在营养学被称为
常量金属元素 ’A( ) 这 C 种金属元素是人体重要的
必需营养素#在调节人体体液酸碱平衡和酶的活化
发挥重要生理功能) 钙具有稳定蛋白质的作用#镁
对血管张力及血管反应性有直接的作用#可改善心
肌能量#有效清除氧自由基)

?3*T)*_+*<1*TI 为过渡金属离子#虽然在人体
内存在的量很低#每种金属微量元素的标准量不足
人体总重量的万分之一#却在低浓度下具有非常重
要生物学功能) 能影响人体免疫功能和胎儿的生长
发育#还与激素的合成*癌症的发病率等有关 ’A( )
人体缺铁可导致缺铁性贫血*口腔炎*头发脱落等)
长期摄入过量的铁剂或富铁食物可造成慢性铁中

.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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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损害肝脏) 慢性镉中毒可引起 +痛痛病,#可表
现出肾损伤和骨骼改变 ’B( #镍过量的临床表现为眩
晕*恶心*呕吐症状#直接作用于心肌#可引起冠
心病)

SY 属于有害金属元素#仅微小的量进入人体就
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毒害作用) 如铅在细胞内可与
蛋白质的巯基结合# 通过抑制磷酸化而影响细胞膜
的运输功能# 抑制细胞呼吸色素的生成# 导致卟啉
代谢紊乱# 使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功能紊乱#引起
神经系统的病变) 铅中毒还可累积血液*造血*消
化*心血管和泌尿系统 ’$( )

本次实验发现#自来水为硬度偏高的软水#窖水
多为极软水#泉水多为软水#有少量极软水) 长时间
饮用硬水对泌尿系统结石的形成可能有促进作用-
水总硬度过低可能引起循环系统的疾病#如饮用硬
水比软水者之心脑血管疾病罹患率要低#软水地区
居民之中风及心肌缺氧的死亡率随饮用水中硬度增
加而减少 ’D( ) 窖水和泉水硬度均明显低于自来水#

故在饮用水总硬度限值范围内#应适当提高饮用水
的总硬度#可能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产生影响#降低
其发病率)

武福平等 ’#"(对该县农村集雨水窖微生物指标
研究表明#初雨过后#集雨面为屋顶庭院窖水的细菌
总数为 DD C"" T?\M2‘#严重超标) 仇文轩 ’##(对白
银市农村饮用水水质分析表明#全市有 AC=CEd 的
人口使用分散式供水#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
绝大多数微生物超标水样中均检出了总大肠菌群和
耐热大肠菌群#造成了农村肠道传染病的流行) 本
项目将会继续跟进研究)

当前农村分散式供水存在的问题是 ’#!( #一方
面#农户饮水安全意识淡薄#未考虑到社会发展对身
边饮用水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程
度不够#饮水安全宣传和检测机制不完善) 水窖虽
是解决缺水地区人畜饮水问题的好办法#但雨水在
集流过程中往往将泥砂和人畜粪便等污染物质带入
窖中#加之水在地窖中需贮存较长时间#致使地窖水
腐败变质#产生大量的微生物#甚至产生肉眼可见的
水生动植物#并有强烈的腥臭味#且易受季节*降水
和环境的直接影响 ’#E( )

^%建议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浊度*臭和味及肉眼可见
物超标严重) 该地区饮用水细菌总数也存在超标现

象#应及时对该地区饮用水体系进行相关的建设与
整治#完善合理安全的消毒途径#当地居民饮用水
时#应坚持沉淀*高温消毒和煮沸后饮用) 另外#定
期投入漂白粉也是常用的消毒方法#当水质浊度居
高不下时也可投加一定量的明矾 ’#C( )

本项目研究表明#当地居民饮用的窖水与泉水
中铁元素有少量超标#可能与铁制水龙头和水桶有
关#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均在国家安全要求范围内#有
害金属元素铅*镉*镍含量较低) 但浊度与酸碱度的
问题严重#如若着手对这些方面进行改善#可显著提
高当地饮用水水质) 针对当地自来水尚未普及和居
民对自来水消费的接受程度不高这一现状#应积极
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强化饮水消毒工作#在消毒时
间上尽量做到连续消毒#重视饮水工程的选址和污
染源的监管#避免农牧业及生活污染 ’#%( #长期保障
该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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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环境卫生学杂志,编辑委员会
全体会议在无锡召开

&&!"#$ 年 #" 月 #! 日#第二届!环境卫生学杂志" $以下简称!杂志"%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无锡召开)
全体编辑及编委共 %!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施小明主编主持) 由于目前国内外与环境卫生领域相关的杂
志很多#且影响因子在逐年提高#说明环境卫生越来越受到重视) 此次会议针对如何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将一
本学术期刊办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编辑部主任史黎薇研究员对!杂志"创刊以来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汇总了近五年的期刊传播*被
引*影响因子等变化趋势-总结了!杂志"目前存在的问题#希望编委组织优质稿源-同时介绍了新一届编委
会的组建原则#对新一届编委提出了要求及希望)

针对!杂志"发展面临的困境与难题#参会编委进行了热烈讨论#认为!杂志"的前身是!国外医学.卫生
学分册"#有着良好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基础) !杂志"的发展需要宣传的平台#充分加强编辑部与作者的联
系#让更多的读者作者认识!杂志") 此外#!杂志"应着眼整个环境科学领域#吸引更广泛的稿件来源*增加
知名专家的综述*组建重点号*丰富杂志的文章类型) 再次#充分利用!杂志"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如雾霾*气
候变化与健康等通俗易懂的内容#扩大影响力)

主编施小明研究员也对编辑部提出了要求0增强与编委的联系*优化审稿流程*缩短审稿周期*改进采编
系统的评定结果*不定期召开定稿会*多参加学术会议#提高编辑对稿件的初审水平) 此外#还要充分掌握
!杂志"作者群的分布情况#有针对性地对薄弱的作者地区进行努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写作培训#人才培养)

会议结束后#参会的编委一致认为此次会议加强了编辑部与编委*编委与编委之间的联系#是!杂志"发
展的好开端) 希望 ! eE 年后#!杂志"在全体编委的大力支持下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并期待!杂志"能够早日
成为+双核心,杂志)

!环境卫生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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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学杂志,稿约

!环境卫生学杂志"是综合性卫生类研究学术期刊#向国内外公开征稿和发行) 本刊致力于建立国家级

环境卫生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平台#便于科技人员及时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拓宽业务人员

的视角和思路#为卫生行政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传播环境卫生信息#积极推进环境卫生事业发展)

刊登内容 及时报道国内外大学及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各级疾控中心及医院与环境卫生相关的

学术论文) 内容涉及环境流行病学*环境毒理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危害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研

究*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卫生经济效益分析*环境危害因素防控技术研究*环境卫生政策法规标准等的制

$修%订及国内外科技动态等)

重点栏目&专家论坛*论著*调查研究*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短篇报道*卫生标准*专业信息*会议纪要*

热点导读及国际学术交流等)

投稿要求&采用电子版投稿#来稿要求0$论文内容真实*数据准确#无泄密#有创新或有实际意义-%论

文无一稿两投#文责自负#并同意编辑部作必要的文字修改-&涉及人体研究的应说明程序合法*得到相关伦

理委员会批准及受试者知情同意#涉及动物的研究也需注明喂养符合相关标准和程序*实验过程符合相关保

护法-’原创性论文其科研设计及数据处理需经统计学专家认可#英文摘要及涉及英文的内容也需经过相关

专家认定-(请在投稿时填写论文版权转让协议书#经所有作者签名后#连同单位推荐信#尽快邮寄给本刊编

辑部)

论著*调查研究及研究报告类文稿字数一般限 %""" 字 eA""" 字以内$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结构式中

英文摘要%-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类文稿字数一般限 C""" 字以内$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结构式中英文摘

要%-其他报道一般限 #""" 字 e#%"" 字以内)

投稿地址&K44J0MMFFF:KGFOPQQ:9(2

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D 号环境所!环境卫生学杂志"编辑部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E#E!EE#

/2,1-& KGFOPQQH#!A:9(2

hh& !$%DDC#ECC-& 微信公众号 KGFOPQQ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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