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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热
流行潜势的影响
俞善贤

李兆芹

【摘要】

滕卫平

蔡剑

目的评估冬季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热流行潜势的影响程度。方法

利用海南省８

个气象站历年１月份的月平均气温资料分析海南省冬季气候变暖的趋势和幅度。以２１℃作为适于
登革热传播的最低温度，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评估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热流行潜势的影响，并从虫媒
与流行病学方向对其进行解释。结果

海南省冬季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东方的气温上升幅度最

大，为１．４℃，珊瑚岛气温上升幅度最小，为Ｏ．５℃，其他各站的气温变幅大都在０．７～１．３℃之间。至
２０５０年，２１℃等值线最大北移距离可达１９０ ｋｍ左右，近乎跨越海南省南北距离的６／７；在埃及伊蚊日
存活率Ｐ＝０．８９情况下，位于海南省北部的琼海也具备了登革热终年流行的气温条件。结论

冬季

气候变暖将使海南省半数以上的地区到２０５０年将具备登革热终年流行的气温条件。相应地区也应
注意加强冬季登革热的监测预防工作。
【关键词】登革热；埃及伊蚊；流行潜势；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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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主要由伊蚊传播登革病毒所致的一种急

万多例，死亡分别为６５和４１０例，造成了巨大损失，

性传染病，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和地区。

表明海南省登革热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登革热

２０世纪登革热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大流行，患

已被我国列为国际监测传染病。当前全球气候正经

病人数达数百万。１９９８年登革热已成为仅次于疟

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早在１９９０

疾最重要的热带传染病，在东南亚呈地方性流行趋

年，ＩＰＣＣ预测气候变暖可使登革热、血吸虫病等疾

势。我国海南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也曾发

病流行加剧ｎ１。自１８６０年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

生登革热大规模流行，病例数分别多达４４万和１６

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Ｏ．６℃±０．２℃。我国的气
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基本一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７杭州，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俞善贤、李兆
芹、滕卫平）；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蔡剑）

致幢’３ ｏ。近百年来，我国气温上升了０．４～０．５℃，从
季节分布看，我国冬季增温最为明显。１９８５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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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已连续出现了１６个全国大范围的暖冬Ｈ Ｊ。

和区域气候模式预测我国的气候还将继续变暖，到

目前，我国在登革热流行与气候因素变化的相关性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１．７℃，到２０５０

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一ｏ。但是，在气候变化可能对登

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２．２℃ｌｌ引。鉴于此，可以假

革热流行潜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主要原

定到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海南省冬季气温将上升１．０℃，

因是部门分割、信息资源难以共享和学科问的交叉

到２０５０年上升２。０℃。借助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

渗透不够旧１。我们对气候变暖后，海南省可能具备

对１９８６年前、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和

登革热流行的气温条件的地区进行了研究，为各地

２０５０年的历年１月份月平均气温的平均值Ｔ。、Ｔ，、

区的登革热监测和防治工作的宏观决策提供相关

Ｔ，＋１．０℃和Ｔ，＋２．０℃进行空间分析，对比各个

依据。

不同时期登革热传播下限温度指标所确定的等值线
资料与方法

的变化，找出受冬季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产生的风
险区域，并在埃及伊蚊日存活率Ｐ＝０．８９的条件下，

１．气候资料：由中国气象局资料室提供的海口、
东方、三亚、儋县、琼海、陵水、西沙和珊瑚岛共计８

计算各个站点不同时期感染蚊的传染性寿命，分析
气候变暖对登革热流行潜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个气象站的从建站（大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
结

２００１年的１月份的月平均气温。

果

２．登革热传播的下限温度指标：将２１℃作为登
革热传播的下限温度指标。此指标温度是埃及伊蚊
日存活率Ｐ＝Ｏ．８９情况下适合于登革热传播的最低

温度坤ｏ，也是感染蚊虫有传染性寿命（Ｐ”卜１ｎＰ）≥１
天时所需的温度。有传染性寿命指的是受感染蚊经
过外潜伏期（胛天）而具有感染性后，继续延续的寿
命。Ｐ”／＿ｌｎＰ由两部分组成，即是蚊虫的预期寿命
（１／＿ｌｎＰ）和受感染蚊虫经过咒天后仍存活的概率

或比率（Ｐ”）。有传染性寿命与媒介蚊虫传播疾病
的效能有密切正相关。有传染性寿命的长短取决于
蚊虫的日存活率（Ｐ）和感染蚊的外潜伏期天数（咒）。

１．海南省冬季气候变暖趋势和幅度：海南省８
个站点的冬季气温变暖趋势如图１所示，图中横线
分别是１９８６年前和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的冬季气温平均
值，可以看出各个气象台站冬季气温均呈较明显上
升趋势。其中以东方市的气温上升幅度最大，为
１．４℃，珊瑚岛气温的上升幅度最小，为０．５℃，其他
各站的气温变幅大都在０．７～１．３℃之间。说明海南
省冬季气温变暖幅度也较大。
２．冬季气候变暖对登革热流行潜势的影响：借

助ＧＩＳ，作Ｌ，Ｔ，，丁，＋１．０℃和Ｔ】＋２．０℃的空间

其中，咒主要取决于温度，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温

等值线分析。图２中ａ，ｂ，ｃ，ｄ分别为丁。，Ｔ，，丁，＋

度越高，规就越小。根据Ｗａｔｔｓ等ｕ叫的实验，计算

１．０℃和丁．＋２．０℃的２１℃等值线。从图２可知，丁。

埃及伊蚊体内登革热病毒发育时间，ｚ与温度Ｔ之

的２１℃等值线在三亚市以南，而随着气候逐渐变

间的关系式为咒＝Ｋ／（丁一Ｃ）＝１６５．２／（Ｔ一１１．８），

暖，２１℃等值线不断北移。１９８６年前，位于海南省

其中Ｋ为登革热病毒在蚊体内发育成熟所需的有

南部的三亚市已基本具备登革热终年流行的气温条

效积温１６５．２℃；Ｃ为病毒在蚊体内发育所需的最低

件。至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三亚市已完全具备登革热终

温度１１．８℃。一般情况下埃及伊蚊的日存活率较

年流行的气温条件。而至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南至保

高，Ｆｏｃｋｓ等ｎ“在登革热模型中使用的日存活率Ｐ

亭，北至万宁都已具备登革热流行的最低气温条件。

值为０．８９。有传染性寿命（Ｐ”／＿ｌｎＰ）≥１天的温度

到２０５０年，北至清兰、琼海都极可能具备登革热全

亦即适宜登革热传播的最低温度。在此日存活率Ｐ

年流行的气温条件。

值为０．８９的条件下，则适于登革热传播的最低温度
为２１℃。

海南省的南北跨度约为２２０ ｋｍ。利用ＧＩＳ进
行不同时期２１℃等值线的北移距离分析可知，与

３．评估方法：我国近百年来气温呈波动上升趋

１９８６年前的等值线相比，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的等值线北

势。自１９８５年起，冬季增温更加明显¨ｏ。因此，主

移距离约为３８ ｋｍ。至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等值线北移

要评估１９８６年后冬季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热流

最小距离已达７０ ｋｍ左右，最大距离高达８０ ｋｍ。

行潜势的影响。最近我国科学家借助全球气候模式

而到２０５０年，等值线北移最大距离竟高达１９０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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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０

左右。此时，海南省半数以上

１９

的地区均已处于登革热流行风

１８

险区。

１７
１６

为了从虫媒与流行病学方

１５

向解释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

１４

毖孔∞均埔＂埔坫¨ｎ

１３

热流行潜势的影响，我们计算

§§ｌ垂§§§莹§§ｇ萋§

了不同时期不同气温下８个气

２２
２ｌ

象站所在地的埃及伊蚊的传染

２０

性寿命，结果见表１。

１９
１８

由表１分析可知，地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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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霍布斯金卫生学和公
共卫生学的Ｐａｔｚ指出全球气

年份
ａ：海口．ｂ：东方；ｃ：儋县；ｄ：琼海；ｅ：三亚；ｆ：陵水；ｇ：西沙；ｈ：珊瑚岛
图１

海南省８个气象站冬季气温变化分析’

候变暖是导致美国和全球的传
染病明显增多的原因，登革热
是对气候敏感的疾病。曾四

清ｕ到也指出了登革热的发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气候变化通过虫媒的地理分布范围发生变化、提高
繁殖速度、增加叮咬率以及缩短病原体的潜伏期而
直接影响疾病传播。气候变暖的趋势能使登革热的
分布扩散到较高纬度或海拔较高地区。气温还影响
登革热的传染动态。在蚊虫的生存范围内，温度的
小幅度升高就会使蚊虫叮咬更加频繁，增加传染性。
易彬樘等¨４１研究发现登革热的传播主要受媒介蚊
虫密度的影响，而影响蚊虫密度的主要气象因子是
气温和湿度，其中气温是决定因子。亦即气温是登
革热传播的决定因素。登革热患者的病程或传染期
图２

海南省不同时期的２１℃等值线

很短，约为５—７天，因此患者不可能作为长期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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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海南省８个气象站不同时期冬季蚊虫传染性寿命的变化

注：蚊虫日存活率Ｐ＝０．８９

病毒者或传染源，同时，感染性蚊虫的寿命也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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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必须终年均具备一定气温条件的地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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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成为地方性流行区。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我们利用２１℃作为登革热传播的下限温度指

３秦大河，丁一汇．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

标，研究冬季气候变暖对海南省登革热流行潜势的

２００２．
，

影响。并从虫媒与流行病学方向进行了解释。指出

４许小峰，任国玉，王守荣，等．气候变化问题与我国的应对战略．
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４，（１）：２３—２７．

不同时期可能具有登革热终年流行潜势的地区，对
于制定预防控制登革热传播流行的策略具有重要意
义。借助ＧＩＳ分析了海南省１９８６年前、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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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７，海南省一半以上的地区极有可能成为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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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及其影响因素．海峡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７：６—９．

２１℃等值线最大北移距离近乎南北跨越海南省距离

热地方性流行区。从虫媒与流行病学方向出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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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和２０５０年的冬季平均气温
的２１℃等值线的空间变化情况，得知到２０５０年，

Ｓｔｏｎ

８俞善贤，滕卫平．我国气候与主要传染病研究的现状分析．气候
变化与生态环境研讨会文集．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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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陈文江，李才旭，林明和，等．海南省全年适于登革热传播的时间

候变暖导致感染蚊虫传染性寿命的增加也有利的证

以及气候变暖对其流行潜势影响的研究．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０２，

明了这一点。有预测我国整个范围，未来１００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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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继续上升，且在未来５０—１００年变暖的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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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增加ｕ ５｜。为此，到２０５０年，海南省冬季气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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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幅度可能会超出保守估计的２．０℃，这样将会更加
增强登革热的流行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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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有关部门应加大预防控制力度。其他地区虽然
还不具备终年流行潜势，但与地方性流行的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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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曾四清．全球气候变化对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国外医学医学地

地区相毗邻，因此应警惕和防止登革热输入并引发
的流行。目前，海口市和东方市虽不具备登革热终
年流行潜势，但在１９８６年两地冬季各月均持续出现
一定数量的病例。因此，应特别警惕登革热在暖冬
年份突发，更要警惕其形成常年传播的地方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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