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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求和白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结合圆分布法
分析脑卒中死亡率动态规律
王德征江国虹宋桂德昊彤宇潘怡

张颖张辉

【导读】通过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天津市脑卒中逐月死亡率数据，应用圆分布法探讨脑卒
中死亡率的季节分布，动态变化规律，建立监测与预测的时间序列模型。通过模型辨识、参数估计及其
检验、白噪声检验、模型的拟合度分析等过程，建立求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ＩＭＡ）的季节乘积模
型（Ｐ，ｄ，ｑ）（Ｐ，Ｄ，Ｑ）。。脑卒中死亡率以年为周期，一年中１月为高发月份。建立ＡＲＩＭＡ（Ｏ，１，０）×

（０，１，１）。：模型：（１一曰）（１－－Ｂ“）ｌｎｘ。＝Ｏ．００１＋（１—０．５３７Ｂ”）％结论：ＡＲＩＭＡ乘积模型结合圆分布法
是对脑卒中死亡率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的重要方法；应用该方法可对脑卒中流行趋势及死亡率进行预
测，为卫生资源合理分配、公共卫生政策计划制定和防治结果考核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脑卒中；死亡率；时间序列；求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模型；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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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已经成为一种严重

在（１一ｒ）／＇ｒｒ，ｚ＝矿。根据以上公式计算：戈、ｙ

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准确系统分析脑卒中

值；角度离散度指标ｒ值；平均角五；角度标准差（ｓ）；

死亡率及其变动规律，对正确制定疾病控制规划，合

推算出平均角仅所在的Ｅｔ期；计算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ｐｓ Ｚ值，

理配置卫生资源，科学考核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

检验平均角仅有无统计学意义。

义。本研究采用求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ａｕｔｏ

２．ＡＲＩＭＡ法［２１：采用季节乘积模型，ＡＲＩＭＡ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砌ＭＡ）结合

（Ｐ，ｄ，ｑ）（Ｐ，Ｄ，Ｑ）。：妣（召）①，（Ｂ５）Ｖ。Ｖ‰。＝饥（Ｂ）＠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圆分布法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天津市脑卒中死亡率动
态分布规律进行探讨。
基本原理

（∥）８Ｉｏ
（１）辨识：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序列的
观察及数据的自相关系数（ＡＣＦ）和偏相关系数
（ＰＡＣＦ）来判断原始数据确定的时间序列是否平

１．圆分布法…：一年时间以圆周表示。１２个月

稳。如果不平稳，使用对数变换、一般差分（ｄ）与季

按照３６０。划分，每个月ｄ；＝３０。。名＝（∑￡ＣＯＳＯＥｉ）／

节差分（Ｄ）。的方法以达到平稳。同时确定差分阶

∑￡，Ｙ＝（∑￡ｓｉｎａｉ）／Ｘ￡，ｒ－以‘了，Ｊｓ＝１８０

数ｄ、Ｄ。转化后的序列符合ＡＲＭＡ（Ｐ，ｑ）［ＡＲＭＡ
（Ｐ，Ｑ）］模型，然后利用Ａｋａｉｋｅ准则（ＡＩＣ）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２３

Ｓｃｈｗａｒｚ准则（ＳＢＣ）确定自回归阶数Ｐ、Ｐ，移动平均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１ １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阶数ｑ、Ｑ。通过条件最小二乘法确定ＡＲＭＡ（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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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及ＡＲＭＡ（Ｐ，Ｄ，Ｏ）。序列。

定模型参数Ｑ。：＝ｌ即形式可定为ＡＲＩＭＡ（０，ｌ，０）×

（２）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检测所估计模型理

（０，１，１）。：。

想的残差序列应为一随机序列，否则，需进一步进行
残差分析并加以改进。

采用条件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结果显
示ＭＡ（１，１）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统计量ＡＩＣ和

（３）预测：利用所拟合的模型进行预测。

ＳＢＣ都较小。即模型ＡＲＩＭＡ（０，１，０）×（０，１，１）．：

３．统计学分析：统计软件为ＳＰＳＳ

拟合得较好（表３）。

１１．５。

实例分析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天津市脑卒中死亡圆分布计算表

１．资料来源及分析目的：采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１ １３至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的
天津市居民全死因监测数据，应用ＡＲＩＭＡ模型结
合圆分布法分析脑卒中死亡率动态规律。脑卒中诊
断分类按照“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ＩＣＤ）‘３·４１：ＩＣＤ一９：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８；ＩＣＤ一１０：

１６０—１６４（除外１６３．６），１６９，１６９．０，１６９．１，１６９．３，１６９．４，

壅兰垒型丛垒燕型堕釜鲑量尘三苤鎏叁塑笪盐

１６９．８。以实际死亡月份为分析时间点（１９９９年１月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共８４个时间点用于建立模型，２００５

锶扩

参数估计值《

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共１２个时间点用于模型外推

ｒＯ，ｌ’ｏ）Ｘ

验证）。以２０００年世界标准人口计算的各时间点世

（０，１，１）”ＭＡｌ，ｌ（ｑ）０．５３７

界标化月死亡率作为分析时间序列。
２．分析结果：由表１可见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天津市
脑卒中死亡率有下降趋势。
表１
监测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６

０．２３

０．８２０

５．０６

０．０００

ＡＩｃ

ｓＢｃ

０－１２５．３２５—１２０．８
１２

模型拟合后对残差为白噪声原假设进行检验，
各个延迟期）ｃ２值均较大（１ａｇ：１２，）ｃ２＝１７．６４，Ｐ＝
０．０９０；ｌａｇ＝２４，）ｃ２＝２４．９，Ｐ＝０．３５６）。所以不能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天津市脑卒中死亡粗率
及世界标化死亡率（／１０万）

死亡粗率（９５％Ｃ１）

ＭＵ

￡值Ｐ值Ｌａｇ

世界标化死亡率（９５％Ｃ１）

绝拟合模型的残差为白噪声，说明残差中蕴涵的信
息已经完全被提取出来了。模型为：ＡＲＩＭＡ（０，１，
０）×（０，１，１）ｔ：，（１一曰）（１－－Ｂ１２）１眦，＝０．００１＋（１—
０．５３７

Ｂ１２）％其中，筑为月死亡率（世界标化），曰为后

移算子，￡为随机干扰。
由ＡＲＩＭＡ（０，１，０）×（０，１，１），：模型对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年间逐月脑卒中死亡率时间序列数据的拟合情
况以及对２００６年逐月死亡率的外推预测情况（图１、表
４），可以看出模型预测值的动态趋势与实际情况基本
应用圆分布法分析显示各年度脑卒中死亡高峰
多发生于冬季的１月份（１月３—１８日），具有明显的

一致，各月份的预测值都落入了预测值的可信区间范
围，同时高发月份为１月，预测结果令人满意。

集中趋势（Ｐ＜Ｏ．００１），见表２。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
见，各时间点脑卒中死亡率为非平稳序列，拟对原始
数据（标化月死亡率魁）对数变换（１０９）后进行一次一
般差分（ｄ＝１），然后一次季节差分（Ｄ＝１，Ｓ＝１２）使
之形成平稳序列。差分后序列趋于平稳，对序列进
行白噪声检验Ｚ＝２７．３３，Ｐ＜Ｏ．００７，表明该序列是平
稳非白噪声序列，说明还蕴藏着相关信息，需要提取
出来，因此该序列有一个ＡＲＩＭＡ模型。
由ＡＣＦ和ＰＡＣＦ图（图略），可见在ｌａｇ为ｌ和１２
附近有两个大的峰，ｌａｇ为１附近ＡＣＦ、ＰＡＣＦ均截
尾，ｌａｇ为１２附近ＡＣＦ截尾ＰＡＣＦ拖尾，因此初步确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天津市脑卒中世界标化月
死亡率实际值、预测值的动态趋势

表４应用模型预测２００６年天津市脑卒中
世界标化月死亡率（／ｌＯ万）

方面，天津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脑卒中粗月死亡率相比
世界标化月死亡率，下降趋势不明显（表１）。而我
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未来还将面临快速进入老龄化
社会的挑战，天津市脑卒中粗死亡率仍然不容低估。
本研究表明，天津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脑卒中死亡
率在冬季（特别是１月份）呈现高水平，有明显的季
节性，提示低温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表
明【８１，冬季低温对不同类型脑卒中均增加发病风
险。脑卒中死亡的季节分布提示在高发季节应加强
监测和医疗资源的配置，同时出台有针对性的预防
控制、急诊救治措施，减少脑卒中的死亡。
本研究建立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不完全相
同，但实际值大都落人了预测值的９５％ＣＩ，显示模型

讨

论

良好的效力。同时该模型还具有对干预措施效果预
测和评估的可扩展性圆，这对科学考核脑卒中死亡

人群脑卒中死亡率分布具有季节波动性，大多

防治措施也将具有重要意义。应注意，脑卒中死亡

数传统假设各变量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的回归模

率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以及观测时间的有限陛决定

型，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圆分布分析是将具

了该模型应为动态模型，今后必须继续收集、不断补

有周期性变化的资料，通过三角函数的变换，使原

充脑卒中死亡信息，才能进一步提高该模型的稳健

始数据呈线性资料的一种计算方法，可检验数据在

度、增加预测精度、延长预测周期。

一个周期内的集中趋势，并可计算具体数值一，。
一定时间内人群脑卒中死亡率是一组随机变
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可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间序
列模型有多种，较常用的有灰色模型和ＡＲＩＭＡ乘
积模型。前者对于小样本以及隐含指数函数变化趋
势的资料预ｉ见０具有优势嗍，后者应用局限是样本不
能太小（ｔ＞２０），否则预测误差可能会较大；优势是
可以综合考虑序列演变的趋势、周期变化和随机干
扰因素，借助模型参数的变化对数据进行量化表达，
特别适用于找不到预测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或者虽
然知道影响因素但没有相关数据的预测分析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结合圆分布分析可以充分利用两
种统计方法的各自优势，判断脑卒中死亡率周期性，
获得最佳预测模型。
天津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脑卒中世界标化死亡率
的分布总体呈下降趋势，与许多国家研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采用实际死亡日期的世界标化月死亡率
作为分析时间序列，特别是考虑到人口构成的影响，
研究结果增加了模型预测的真实性与可比性。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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