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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可吸人颗粒物与心脑血管疾病
急诊关系的病例交叉研究
郭玉明

刘利群

【摘要】

陈建民杨敏娟Ｗｉｃｈｍａｎｎ潘小川

目的探讨北京市大气可吸入颗粒物污染（ＰＭ．。）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影响。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心脑血管疾病急诊资料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污染物数据，应用
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设计研究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元滞后单向同顾性１：４配对病例交叉研究
的效应值（ＯＲ值）最大，在控制所选ＰＭ，。当日气温、相对湿度影响的情况下，ＰＭ。。浓度每提高
１０

ｔ＿￡ｇ／ｍ３与心脑血管疾病急诊（ＩＣＤ．１０：１００一１９９）、冠心病急诊（ＩＣＤ－ＩＯ：１２０一１２５）、心律失常急诊

（ＩＣＤ－ＩＯ：１４７一１４９）、心衰急诊（ＩＣＤ－１０：ｉ５０）和脑血管疾病急诊（ＩＣＤ－１０：１６０一１６９）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６
（９５％ＣＩ：１．００３～１．００８）、１．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９９６～１．０１０）、１．００５（９５％ＣＩ：０．９９７～１．０１３）、１．０１９

（９５％Ｃ／：１．００５～１．０３３）、１．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９９８～１．００７），其中ＰＭ，ｏ与总心脑血管疾病急诊和心衰急
诊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大气ＰＭ。。污染物浓度升高可导致总心脑血管疾病急诊

和心衰急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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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气可吸

入颗粒物（空气动力学直径＜１０ ｔｔｍ，ＰＭ。。）浓度升
高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有关¨ｊ ｏ。美国和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２０６３７０２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

洲的研究发现，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可以诱发心肌梗

境卫生学系（郭玉明、刘利群、杨敏娟、潘小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

死的发生怕’９１，Ｚａｎｏｂｅｔｔｉ和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９１研究发现大气

案摩（陈建民）；ＧＳ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ｘ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Ｍｕｎｉ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Ｗｉｅｈｍａｎｎ）
通信作者：潘小川。Ｅｍａｉｌ：ｘｅｐａｎ＠ｂｉｍｕ．ｅｄｕ．ｃｎ

ＰＭ。。浓度每升高１０ ｔＬｇ／ｍ３导致心肌梗死急诊住院
病例提高０．６５％（９５％ＣＩ：０．３％～１．０％）。韩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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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５‘

项研究证明ＰＭ。。浓度升高与缺血性死亡以及脑卒

（３）大气污染数据：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

中死亡有关【１０’ｎ】。我国上海、杭州、太原的研究同

（Ｓ０２）、二氧化氮（Ｎ０２）、ＰＭ，。的资料来源于北京市

样显示，ＰＭ。。浓度升高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升高有

环境监测中心，包括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

关ｎ２。１鲥。也有研究提示ＰＭ。。浓度升高与心脑血管

月３１日期间的日平均浓度。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期

疾病住院率升高有关¨６驯。国内外目前的研究主要

间的日均浓度是根据ＡＰＩ指数换算所得。
２．研究设计：美国学者Ｍａｃｌｕｒｅ旧¨１９９１年提出

集中在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或住院人次与大气颗粒
物的相关性研究。我国对死因统计的资料虽然相对

病例交叉设计的概念，以研究短期暴露对急性健康

较为准确，但对于短期暴露与人群死因的相关分析，

效应的影响，即每个病例就是自己的对照，其基本思
想就是比较同一研究对象在事件发生前（时）的暴露

至今在因果推断上仍存在争议和一定局限；国外对

情况和未发生事件的某段时间内的暴露情况。根据

住院率的研究在我国目前各医院持续病床紧张的状

病例交叉研究，每例病例可以看作是病例交叉研究

况下，难以准确反映短期大气污染的相关健康效应。

中的一层，病例和对照分别是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

相比之下，医院急诊的变化对于观察短期大气污染

间和病例期外特定的一段时间。由于是自身对照，

健康效应，可能是较为合适的健康终点之一。本研

可控制与个体特征有关的混杂因素，如年龄、性别、

究采用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设计分析大气ＰＭ，。与

吸烟情况及营养状况等。同时，因为研究对象的病
医院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相关关系，以此探讨ＰＭ。。

例期与对照期相隔很近，从设计上控制了季节的混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杂。近年来，病例交叉设计已被用于研究大气污染
的短期健康效应旧２ｊ。因此，本研究采用配对设计的

资料与方法

病例交叉分析方法（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比较病例期

１．资料来源：

和对照期的大气ＰＭ。。污染暴露水平的差异。

（１）心脑血管疾病急诊数据：心脑血管疾病急

本研究采用单向回顾性病例交叉设计，分别选

诊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案记录，包括

择疾病发生前１～６周的时间作为对照进行大气污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每日急诊资

染水平的比较。选择以周的倍数作为时间间隔，可

料。急诊病案具体内容：急诊就诊者急诊病历号、
以控制“星期几效应”（ｄａｙ

急诊就诊科室、病例来源（海淀区或其他区／夕ｂ省市／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同时，也

考虑到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影

外国）、性别、出生日期、年龄、身份证号、职业、住址、

响的滞后效应，分别观察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后０～

电话、来诊日期、来诊时间、初步诊断。疾病分类采

３

用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方法（ＩＣＤ一１０）。选取总心脑

ｄ的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变化。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

血管疾病（ＩＣＤ－１０：１００．１９９）、冠心病（ＩＣＤ－１０：１２０一

每日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次作为权重，应用ＳＰＳＳ

１２５）、心律失常（ＩＣＤ一１０：１４７．１４９）、心衰（ＩＣＤ一１０：

１３．００：件的Ｃｏｘ回归进行拟合心引，分析心脑血管疾

１５０）和脑血管疾病（ＩＣＤ－１０：１６０．１６９）等作为分析的

病每日急诊病例在病例期与对照期大气ＰＭ，。暴露

健康效应终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为三级

的ＯＲ值。考虑到所选ＰＭ，。当日的气象因素（气温

甲等医院。９５％的总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为海淀区居

和相对湿度）对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影响心钆２ ５。，将

民，其他区以及外省市的居民占５％。由于是急诊

气温和相对湿度作为协变量与ＰＭ，。同时引入回归

资料，急诊病例一般应是当地的居民、或者在此长期

模型。首先根据ＰＭ，。单污染物模型的最大ＯＲ值

居住的外地人，因此用当地的污染暴露分析ＰＭ，。对

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最佳滞后期的基础上，根据

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影响。

ＰＭ加单污染物模型的ＯＲ值确定最佳配对设计。

（２）气象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结

果

所，为日常监测收集的气象数据，包括２００４年６月
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日均温度、日均相

，

１．研究期间心脑血管病急诊病例、大气污染物

对湿度。日均值计算方法为每天２４ ｈ整点数据值相

浓度以及气象条件：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

加后计算算术平均值。

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大气污染物Ｓ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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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０２、ＰＭ，ｏ的年平均值分别为４９．３２ ｐｇ／ｍ３、

大，每升高１０弘ｇ／ｍ３其ＯＲ值分别是１．００３

６８．２５肛ｇ／ｍ３、１５０．１５ ｆ｜ｇ／ｍ３，其中ＳＯｓ和Ｎ０２年均

（９５９６ ＣＩ：０．９９９～１．００６）、１．００１（９５％ａ：０．９９２～

浓度均符合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６０ ｐｇ／ｍ３和

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９５９６ ＣＩ：０．９９３～１．０１２）、１．００１

８０

ｕｇ／ｍａ）的要求，ＰＭ。。年均浓度则超过国家二级

（９５ ９６ＣＩ：０．９９５～１．００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标准（１００肛ｇ／ｍ３）的５０９６［２们；年平均温度为

ＰＭ。。滞后３ ｄ的浓度对心衰急诊影响的ＯＲ值最
ＯＲ值为１．０１６（９５９６

（１４．０８±１０．１２）℃，最高、最低温度分别是３２．９０℃、

大，每升高１０肛ｇ／ｍａ

一８．７℃；年均相对湿度为４９．０１％。

０．９９８～１．０３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下面的研究中

研究期间共有８３７７例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病例，
平均每天８．８７例，标准差（ｓ）为３．７９７，其中冠心病、

ＣＩ：

我们选择急诊当天的ＰＭ。。浓度（即无滞后）分析大
气ＰＭ。。污染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影响。

心律失常、心衰以及脑血管疾病的每天平均急诊病

４．不同配对比例对大气ＰＭ，。与心脑血管疾病急

例分别为１．３５３、１．１５４、０．６１６、２．１６９例。研究期间

诊相关性的影响：选择急诊当日（无滞后）大气ＰＭｌ。

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和脑血管疾病占总心脑血管

浓度，并控制当日气温、相对湿度影响，运用单向回顾

疾病急诊病例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７６％、１３．７２％、

性１：１～１：６配对病例交叉设计进行分析（无滞后单向

３．９０％和３５．７％，其中脑血管疾病急诊病例最多

回顾性病例交叉设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应用无滞

（３５．７％），心衰急诊病例数最少（３．９０％）。

后单向回顾性病例交叉设计时，随着配对数的增多，

２．研究期间大气污染物与气象条件之间的

ＰＭ，。与各心脑血管疾病急诊关联的ＯＲ值有增大趋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如表２所示，ＰＭｌ０、ＳＯｓ和Ｎ０２

势，但是当配对数超过１：４时，ＯＲ值的增加不再明

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Ｐ＜０．０５），ＰＭ。。与温度、相对

显；所以在以下的研究中选择单向回顾性１：４病例交

湿度为正相关，ＰＭ，。与温度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

叉设计探讨ＰＭ。。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影响。结果

义；ＳＯｓ与温度、湿度之间为负相关（Ｐ＜０．０５）；Ｎ０５

表明：ＰＭ，。浓度每升高１０剧。与总心脑血管疾病急

与温度之间存在负相关（Ｐ＜０．０５），而与相对湿度

诊和心衰急诊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６（９５％ＣＩ：

之间存在正相关（Ｐ＜０．０５）。提示研究过程中应当

１．００３～１．００８）和１．０１９（９５９６ＣＩ：１．００５～１．０３３），关

控制其他污染物的影响。

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冠心病、心律失常和脑

３．大气ＰＭ，。浓度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影响的

血管疾病急诊关联的０１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３（９５％ＣＩ：

滞后效应：在控制所选ＰＭ。。当日气温、相对湿度影

０．９９６～１．０１０）、１．００５（９５％Ｃｒ：０．９９７～１．０１３）和

响的情况下，单向回顾性１：ｌ病例交叉分析的结果如

１．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９９８～１．００７），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表３所示。当日ＰＭ，。污染对心脑血管疾病、冠心

（Ｐ＞０．０５）。大气ＰＭ。。污染物浓度升高会导致总心

病、心律失常和脑血管疾病急诊影响的０Ｒ值最

脑血管疾病急诊和心衰急诊的增多。

袭ｌ

研究期间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病例、大气污染物浓度以及气象条件频率分布

注：ｔ指除冠心病、心律失智、心衰、脑血管疾病之外的心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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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研究期间北京市大气污染物、气象条件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项目

ｓ０２

Ｎ０２

ｓ０２

１

Ｎ０２

０

１

ＰＭＩｏ

Ｏ

Ｏ

温度

Ｏ

相对湿度

Ｏ

驼勰ｎ∞ 酽铲酽ｒ

ＰＭｌｏ

０．０５），与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病种急诊的关联无统计
学意义。本研究的结果和台湾Ｃｈａｎ等【２＂所做的有

温度

湿度

关空气污染与急诊住院的研究进行比较，两次研究
的结果相一致，尤其是ＰＭ，。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应用无滞后单向回顾性１：４病例

ｌ

Ｏ

扩暑ｏ

０

∞∞博 ｒ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７９。０．３４５—

１

注：４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交叉设计时，ＰＭ。。浓度每升高１０／ｘｇ／ｍ３对脑血管疾
病急诊影响的ＯＲ值为１．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９９５～
１．００７），Ｃｈａｎ等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的结果是

表３

研究期间北京市大气ＰＭ．。浓度与心脑血管疾病
急诊的ＯＲ值（每增加１０ ｂｔｇ／ｍ３的ＯＲ值）４

ＯＲ值为１．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９６９～１．０３３）。
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可以导致总心脑血管疾病
急诊以及心衰急诊的增加，将会增加总心脑血管疾
病以及心衰的发病风险。而心衰急诊人次在总心脑
血管疾病急诊中所占比例最少，可见心衰的发病对
总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影响相当大。美国加州大学的
Ｍａｎｎ等旧引研究发现在调整时间、气温和湿度的情
况下，大气ＰＭ，。浓度变化和心衰及心律失常发病有
关联，并且认为心衰和心律不齐患者是对空气污染
敏感的亚人群，容易受到大气污染的健康损害。
急诊当日的ＰＭ，。对心脑血管急诊的影响最大，
并且在１：４配对时效应值达到最大。病例交叉研究
和病例对照研究的配对方式相似，病例对照研究在
对子数达到１：４时效应值也达到最佳。病例交叉设
计虽然不涉及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是可以控制许多
偏倚，如对照期和病例期的选择会对结果产生相当

大的影响拉引。因此本研究选择无滞后单向回顾性
１：４对照设计。
注：４纳入模型的变量为帮后０～３ ｄ的值，控制当日气温、相对
湿度的影响。应用单向回顾性１：１配对设计

讨

论

在本研究中，发现单污染物模型时大气ＰＭ。。污
染对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影响高于多污染物模型
（分别控制Ｎ０２、Ｓ０２以及同时控制Ｎ０２和Ｓ０２），
可能是因为ＰＭ，。与Ｓ０２、Ｎ０５之间存在共线性，从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可以导

而使ＯＲ值降低。

致当日的总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

采用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作为研究对象评价

和脑血管疾病的急诊增加，其中ＰＭ。。与总心脑血管

ＰＭ，。对心脑血管疾病影响的优点：当心脑血管疾病

疾病急诊和心衰急诊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Ｐ＜

发作时，患者会选择立即到医院急诊室就诊，所以急

裹４

研究期间北京市每日大气ＰＭ。。与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ＯＲ值（每增加１０／．ｔｇ／ｍ３的ＯＲ值）４

注：４纳入模型的变量均为滞后０ ｄ的值，控制当日气温、相对湿度的影响，应用单向回顾性对照设计；６０Ｒ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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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可以有效评价空气污染对疾病发作的短期效应；
但仍有其局限性，如急诊资料不完整，年龄、性别、职
业等一般情况容易缺失，导致分析资料时不能分层
分析；有的病例初步诊断不明确，造成病例不能被利
用，致使样本量减少，影响研究效率。在本研究中，
天数项出现了零病例数的情况，导致研究效能的下
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增加样本量，或在样本
量固定的情况下增加配对数，由于本研究结果显示
当对子数达到１：４时，统计学效能已经达到或者接近
最大，即使再增加对子数，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进一
步的研究应该把初步诊断不明确、原因待查的部分
病例按照症状运用特尔斐法重新进行诊断，这样可
以在一定程度增加样本量。尽管本研究存在以上局
限性，结果提示大气ＰＭ，。浓度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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