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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上海市气温变化对医院急诊人次的影响
董英赵耐青王爱荣
【摘要】

贾洗怡

目的研究上海市日均气温与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的关系。方法应用广义相加模

型分析时间序列资料，并在模型中加入自回归模型ＡＲ（Ｐ）处理时间序列资料自相关的问题，在控制了
与时间有关的中长期趋势、星期效应、节假日效应、ＳＡＲＳ事件、大气污染等混杂因素的基础上，拟合二
次函数结合导数原理分析上海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间日均气温与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的关系。结果
当气温低于１４．７１℃时，气温每升高１ ｏＣ对应急诊人次增加ＲＲ值的９５％Ｃ／均小于１；当气温高于
１９．５９℃时，气温每升高１。ｃ对应急诊人次增加ＲＲ值的９５％ＣＩ均大于１；而在温度段为１４．７１—１９．５９％，
气温每升高１℃对应急诊人次增加ＲＲ值的９５％ＣＩ包含ｌ，称之为“最适温度段”。结论

目前上海市日

均气温偏离最适温度段时，气温变化对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有影响。
【关键词】气温；急诊人次；时间序列；广义相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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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表明气温过高过低均可直接或间接导

作为健康事件，分析气温变化的健康效应。鉴于资

致疾病发生和死亡危险增加“。５，。有关日均气温和死

料的特点，本研究应用广义相加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亡率关系的多数研究显示，两者的关系曲线大致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ＧＡＭ）分析时间序列资料，并加入自

“ｖ”形吲。“Ｖ”形曲线最低部的温度称为“最适温度”，

回归模型ＡＲ（Ｐ）处理时间序列资料自相关的问题，

离开最适温度，气温升高或降低都会导致居民死亡

模型中通过样条函数控制一系列混杂因素的影响。

或发病的增加。日均气温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是
随着不同国家、地区、时期而不同，在当前气候条件

资料与方法

下研究上海市日均气温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十分

１．资料：上海市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资料来

必要。本研究以上海市三级医院日均医保急诊人次

自于上海市医疗保险信息中心，选择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间均在医保范围的２０一８５岁并于三级医院急诊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０

就诊的对象，从中按年龄分层随机抽取５０万人进行

作者单位：２０１２０３上海中医药大学预防医学教研室（董英）；复旦大学

研究。上海市中心气象台监测数据购自上海市气象

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赵耐青）；上海市医疗保险信息中心
（王爱荣、贾洗怡）
通信作者：赵耐青，Ｅｍａｉｌ：ｎｑｚｈａｏ＠ｓｈｍｕ．ｅｄｕ．ｃａ

局，包括每日２４个时点的气温、气湿、气压、露点温
度以及相应的日平均值。大气污染资料来自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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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心网上数据库，包括我国常规监测污染

发生非线性影响的变量，时间变量、气压、相对湿

物，其中可吸人性颗粒物（ＰＭ。。）、二氧化硫（ＳＯ：）和

度、露点温度；Ｗ。（ｗｅｅｋ）为星期哑元变量，处理星期

二氧化氮（ＮＯ：）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标准换算为

效应问题；Ｗ。（秽口）为节假日哑元变量，处理节假日效

浓度值。

应ＳＡＲＳｌ、ＳＡＲＳ２为通过构造局部样条函数得到的

２．统计学分析：以ＧＡＭ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为基本
统计方法口，。对于可能存在的星期效应，模型中以哑

模型中控制ＳＡＲＳ疫情因素的变量；ｕ；为自相关解
释部分。

元变量的形式进行控制。对于时间序列的中长期趋

根据惩罚样条结合ＧＣ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势使用三次样条函数来控制。大气污染物ＰＭ，。、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值判断模型拟合优度，选择模型中包含的

ＳＯ：和ＮＯ：的混杂作用以对数线性拟合。节假日以

成分，以及各样条函数的自由度。

ｃｒｏｓｓ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ＳＡＲＳ疫情等都可能对医院

根据气温与医保急诊人次的关系特点，刻画二

的急诊人次产生影响，在本研究模型中以哑元变量

者关系的效应函数厂，（ｔｅｍｐ）取二次函数，根据导数

的方法控制假日效应，通过构造局部样条函数控制

原理最终求得日均气温每改变一个单位时，每日医

ＳＡＲＳ疫情对医院急诊人次的影响。

保急诊人次增加的ＲＲ值及其９５％ＣＩ。本研究选择

每日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资料是一个时间序

研究日当天与前６ ｄ的气温滑动平均值作为气温指

列的资料，各个观察单位之间可能是非独立的，拟合

标（记为Ｔ０６），分析在过去的一周里日均气温变化

模型时还需处理自相关性的问题，根据残差散点图

对急诊人次的影响。

和偏自相关函数（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所有统计分析在Ｓ－ＰＬＵＳ ６．２和Ｒ语言中实现。

ＰＡＣＦ）诊断残差相关性。如果残差散点图呈零均值

结

随机分布，且偏自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０．１，可以认

果

为对模型参数的统计推断基本没有影响；如果不满

１．大气污染、气象指标及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

足，则采用下列ＧＡＭ＋ＡＲ（Ｐ）随机回归模型进行统

次的分布：表１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大气污染

计推断：

物、气象指标及三级医院日均医保急诊人次分布情
况。可见，多数大气污染、气象相关指标年平均值在

ＥＩ。。“Ｐｏｉｓｏｎ“Ｉ蜥）

３年间变化不大或多呈波动变化，而ＳＯ：、日均急诊

ｍ

ｇ

ｌｏｇ缸。ｈ）＝ｄ＋∑屈五＋ｆ＇（ｔｅｍｐ）＋∑Ｚ（弓）
Ｉ。１

医保人次在３年间似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因本研

Ｊ２１

＋Ｗｔ（扎Ｂ幽）＋Ｗｔ（抛）＋ＳＡＲＳｌ

究利用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所以更多关注的是
（１）

＋ＳＡＲＳ２＋ｕ。
ｕｌ＝ａＩ／ｚｔ—ｌ＋吼ｕ‘．２＋…＋％地一口＋占Ｉ

占‘～Ｎ（０，·丁２。）

指标的时序变化）。
２．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的时序图：图１显示

式中：Ｍ ｈ为观察日ｔ当天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

上海市每日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是呈一定的周期

Ｚ ｈ服从总体均数为Ｅ（Ｋ）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ＯＬ为截

性和随机波动，并且在所研究的３年间呈现一个逐

距；Ｘ为对因变量产生对数线性影响的解释变量，

渐上升的趋势，急诊人次随时间的波动和上升趋势

大气污染物浓度等；届为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系

需通过样条函数拟合时间变量来控制。

数；ｆｆ（ｔｅｍｐ）为刻画气温与居民死亡人数的效应函

３．日均气温与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关系：在

数；八）为３次样条函数（ｃｕｂｉｃ ｓｐｌｉｎｅ）；Ｚ为对应变量

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以样条函数拟合气温指标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大气污染物、气象指标及日均医保急诊人次分希隋况

注：日均急诊人次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均在医保范围的２０～８５岁并于三级医院急诊科就诊的对象中按年龄分层随机抽取５０万人进行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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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０６和急诊人次对数关系（图２）。根据图２显示日
均气温与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的关系特点，选择
刻画二者关系的效应函数为二次函数。
２

２
２
１
ｌ
１

延迟天数

图４
加∞ｍ∞如加蚰∞∞０

（Ｐ）模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三级医院日均医保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气温对三级医院医保急诊
人次的当日效应ＧＡＭ残差偏自相关图

ｍ

ｇ

急诊人次时序图

ｌｏｇ“ｈ）＝ｄ＋∑卢ｆ五＋广（ｆｅ唧）＋∑彳（弓）
１２ｌ

Ｊ。ｌ

＋ＩＯｔ（ｗｅｅｋ）＋埘ｆ ｖａ）＋ＳＡＰＳｌ＋ｓＡＲｓ２＋地
¨ｌ＝ａＩＭＩ一１＋啦Ｍ卜２＋…＋嘶ＨＩ。＋Ｆｔ

占‘～Ｎ（０，（Ｌ２）

５．定量估计日均气温对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的
影响：在ＧＡＭ＋ＡＲ（Ｐ）中拟合气温与三级医院医保急
诊人次对数的二次函数关系，根据导数原理求得各温

度点对应的急诊就诊艘值及其９５％ＣＩ，结果见表２。
表２

拟合气温效应各温度点对应的Ｅｌ均急诊
医保人次ＲＲ值及其９５％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气温与三级医院

图２

医保急诊人次对数关系

４．模型评价与修正：首先拟合ＧＡＭ模型：
ｍ

ｇ

ｌｏｇ“ｈ）＝ａ＋∑屈五＋厂（￡ｅ唧）＋∑石（弓）
＋批（ｗｅｅｋ）＋叫。（ｖａ）＋ＳＡＲＳｌ
（２）

＋ＳＡＲＳ２

绘制气温效应ＧＡＭ模型残差散点图和偏自相关图
（图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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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序号

图３

结果显示，在气温约低于１４．７１℃时，ＲＲ值均
小于１（９５％ＣＩ不包含１）；在气温约高于１９．５９。Ｃ时，

●

●

０

注：结果按气温排序，由于篇幅所限只给出了部分结果，体现“适
温段”的两个端点，表中以粗体显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气温对三级医院医保急诊
人次的当日效应ＧＡＭ残差散点图

ＲＲ值均大于１（９５％ＣＩ不包含１）。而在这两个温度
范围内气温变化引起急诊人次ＲＲ值的９５％ＣＩ包
含１。由此得到对三级医院Ｅｔ均医保急诊人次无显
著性影响的温度段为１４．７１～１９．５９℃，称之为“适温

模型残差散点图提示残差呈零均值随机分布，

段”。在此温度范围内ＲＲ值的９５％ＣＩ包含１，不能

但偏自相关图显示７阶以内残差偏自相关系数大于

认为气温在此范围内的改变对急诊人次有影响，随

０．１，存在自相关性。因此，进一步拟合Ｇ心＋ＡＲ

气温升高或降低而偏离此温度段，都引起急诊人次

主堡速堡痘堂苤查！！Ｑ！笙！旦笙！Ｑ鲞箜！塑壁也！旦ｉ堕！里ｉ！！！！型！型！Ｑ！！！№！：ｉ！！堕壁：！

的自相关，通过拟合ＧＡＭ＋ＡＲ（Ｐ）模型进行统计推

的增加（图５）。

１．０３

智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５

！。：钐

＿。

删譬矿
Ｏ

１０

混杂因素的影响。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由于无法得到研究期间逐日流感发病资料，没有对此
因素进行控制；另外，研究日当天的天气情况诸如是

多一ｒ

否降雨、风力的大小等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居民的就诊
行为，故本研究也没有做此方面的控制，但这些因素
对急诊人次的影响相对普通门诊要小。在条件允许

１４ ７ｌ

５

断校正自相关解释部分，并在模型中控制了众多可能

∥

１．０５

１．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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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盼隋况下，将迸一步进行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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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级医院医保急诊人次时间序列存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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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口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陛、回顾陛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讯应告知具体的
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
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面±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口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
法，不应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
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
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
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口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ｆ＝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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