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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热浪与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关系的
病例交叉研究
刘玲张金良
【摘要】

目的探讨北京市气温热浪（热浪）对当地居民每日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影

响。方法运用病例交义设计方法，分析北京市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期间热浪对
居民每Ｅｔ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影响，同时研究其财每１３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死亡人数的影
响。选择死亡发生前第７天作为自身对照，分别计算不同长度的危险期ＯＲ值，以最高ＯＲ值及其
对应的危险期来反映热浪过程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影响的大小、滞后天数及持续时
间。结果研究期间共发生５次热浪。第１次持续９ ｄ，最高气温为３８．８℃，平均湿度为４６．７％，居
民每１３心血管疾病夕匕亡、脑血管疾病死亡和ＡＭＩ死亡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３８４（９５％ＣＩ：１．１２８～
１．６９７）、１．７７６（９５％ｃ，：１．４５６～２．１６７）和１．２７６（９５％Ｃ１：０．９０５～１．７９９）；第２次热浪持续３ ｄ，最高气
温为３６．８℃，平均湿度为６１．０％，３种死冈每日死亡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３８５（９５％“：０．６７８～２．８２６）、
１．３００（９５％ＣＩ：０．７２６—２．３２９）和２．０００（９５％ＣＩ：０．６８４—５．８５１）；第３次热浪持续７ ｄ，最高气温为
４１．５℃，平均湿度为５８．５％，３种死因每日死亡的ＯＲ值分别为２．６１３（９５％ＣＩ：２．１１６—３．２２８）、２．３１７
（９５％ＣＩ：１．８７５—２．８６３）和３．０８８（９５％Ｃ／：２．０９８～４．５４６）；第４次持续３ ｄ，最高气温为３９．６℃，平均

湿度为３１．９％。３种死因每日死亡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３３３（９５％Ｃ／：０．７２４～２．４５７）、２．４２９（９５％ＣＩ：
１．００７—５．８５６）和３．３３３（９５％ＣＩ：０．９１７～１２．１ １２）；第５次热浪持续４ ｄ，最高气温为３７．４ ｏＣ，平均湿度

为４２．０％。３种死冈每日死亡ＯＲ值分别为２．３３３（９５％凹：１．１８７—４．５８８）、１．７２７（９５％Ｃ／：０．８２２～
３．６３０）和１．８００（９５％ＣＩ：０．６０３．５．３７１）。结论（１）热浪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有影响，且存在
滞后效应，滞后期为２．４ｄ，其中ＡＭＩ死亡的滞后期较短，为０—２ｄ；（２）热浪开始当天日最高气温
较前一天升温的幅度越大，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影响的滞后期越短，死亡风险越大，对脑
血管疾病死亡影响更大；（３）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的波动呵以增加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
【关键词】心脑血管疾病；气温热浪；病例交义研究；每日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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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暖，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特别

对热浪开展研究，因此以夏季为研究期间。根据中国

是热浪的频率增加和程度加剧，对城市发展和市民

气象局的规定，日平均气温高于２２℃时为夏季，最后

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热浪很容易影响患有心血

确定本研究的研究期间为１９９９年６月２日至９月１６

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导致病情恶化而死

日，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４日至６月３０日。本研究按照一般

亡…。目前国际上对热浪影响健康的研究方法较

习惯以热浪开始日（即热浪的当天）记为０ ｄ。

多，近年来病例交叉设计的方法怛＿１已被应用于心脏

（２）死亡资料：北京市８个城区居民逐日死亡资

病、伤害¨１、车祸、大气污染【５１以及气象健康等很多领

料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亡原因采用国

域，但关于热浪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病例交叉研究较

际疾病分类（ＩＣＤ一９）。本文报告热浪对居民心脑血

少，Ｓｔａｆｏｇｇｉａ等№憎利用该方法比较２０℃和３０℃不

管疾病死亡的影响以及对ＡｌＶｌＩ死亡的影响。

同温度段对居民死亡的影响。因此，为定量地反映

２．分析方法：

热浪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病例交叉方法，

（１）研究对象的确定：以研究期间所有心脑血

研究北京市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期间

管疾病死亡病例为研究对象。第３次热浪开始日与

热浪事件对居民每日心脑ＩｆｆＬ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影

第２次热浪结束日仅相差４ ｄ，为排除干扰，１９９９年７

响，同时研究其对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死亡人数的

月５－－２２日和８月３—９日期间的死亡病例不纳入本

影响，为开展预测预报工作减少或预防热浪对健康

次研究的病例范围；第５次热浪开始日与第４次结束

的危害提供科学依据。

日仅相差２ ｄ，且第５次热浪结束日与６月３０日很接

资料与方法
１．数据收集：

近，为便于比较，两次热浪采用相同的对照期，第４
次热浪选择死亡发生后第１５天为对照，而第５次热
浪选择死亡发生后第１０天为对照。

（１）热浪事件的确定：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

（２）暴露效应期的确定：根据病例交叉设计，病

６月３０日气象资料由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提供，主要

例期即危险期，是死亡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对照期为

包括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和湿度等；根据

病例期外特定的一段时间。因此，采用配对设计比

巾国气象局规定的Ｅｌ最高温度不低于３５℃，持续不

较病例期和对照期热浪天气的暴露情况。如果热浪

少于３ ｄ即为热浪的定义，确定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至７

天气与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相关，那么死亡发生时

月２日、７月１６一１８日、７月２３—２９日和２０００年的６月

（前）一段时间内热浪天气的暴露频率应该高于对照

１３—１５日、６月１８—２１日为热浪天气。由于本研究针

期内的暴露频率。如何选择暴露效应期是本研究的

！当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关键。

２日，日平均气温为２９．９℃，最热日的最高气温达

·１８１·

暴露效应期是指因为暴露导致事件发生改变

３８．８℃。期间仅６月２７日有微量降雨（表１）。本次

的时间，即因为暴露所致的危险度增加或减少的一

热浪第２天起，居民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迅速增多，

个时间段。如果暴露的效应存在延迟或滞留现象，

死于心血管疾病（包括ＡＭＩ）的人数则在热浪第４天

那么暴露效应期并不正好等于暴露期，而是事件发

才开始增多；但是死亡高峰均发生于热浪第１０天，

生前最小延迟时间与最大滞留时问之差。危险期

即热浪结束后第２天（图１）。

和暴露效应期的长度一致，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

（２）第２次热浪事件：为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６—１８

因为相对危险度（ＲＲ）的估计值直接取决于效应期

日。１７日最高气温为３６．８℃。１７、１８日有微量降

的持续时间（即危险期长短），无论过长还是过短都

雨，空气中平均相对湿度比第１次热浪时高（表１）。

会导致非特异性错分，从而降低每日心脑血管疾病

本次热浪对居民每日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影响

死亡人数与热浪的关联程度，使事件与暴露的关联

只有ｌ ｄ，其中，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高峰发生于热浪

不能得到正确评价。因此暴露效应期持续时间的

第２天，心血管疾病死亡包括ＡＭＩ死亡的高峰发生

最佳估计值应该使非特异性错分最小，也就是ＲＲ

于热浪的第３天（图２）。
（３）第３次热浪事件：为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３－－２９日。

的最大估计值一Ｊ。
本次研究的５次热浪期持续时问不同，其对居

热浪开始当天最高气温即由２２ Ｅｌ的３４．４ ｃＣ升高到

民不同死因死亡人数的影响天数也不相同，有研究

３９．４℃，２４日达到４１．５℃，２５日下降到３７．３℃，至热

发现热浪对死亡影响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８Ｊ，热浪

浪最后一天又升高到３８．４℃。本次热浪过程中每

对居民死亡影响的暴露效应期与其影响的持续天数

日最低气温均在２４℃以上，平均日温差只有

和滞后天数有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每次热浪

６．４℃。日平均气温高于３０℃，２４ Ｅｔ达到３３．８℃。

对死亡影响的暴露效应期的长短，研究中首先对每

此次热浪过程无降雨（表１）。本次热浪第２天，心脑

次热浪选择不同长度的可能危险期时（热浪持续天

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开始增多，死亡高峰均发生在热

数±３ ｄ）分别计算各死因别死亡的ＯＲ值，最后以最

浪的第６天（图３）。

大ＯＲ值对应的时间来确定每一次热浪的暴露效应

（４）第４次热浪事件：为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３一１５日。

期。根据确定的暴露效应期判断每次热浪过程对居

其中最高气温为３９．６ ｏＣ。日最低气温较低，均在

民死亡影响的滞后天数和持续时间，并以这个最大

２０℃左右。此次热浪过程无降水，且空气中相对湿

的ＯＲ值反映本次热浪对该种死因每日死亡人数的

度较低（表１）。第４次热浪的影响不明显，心脑血管

影响大小。

疾病的死亡人数只有ｌ ｄ较高，且滞后天数较短，死

３．统计学分析：利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中的配对病

亡高峰发生于热浪开始当天，ＡＭＩ死亡的高峰在热

例对照方法进行统计分析。配对病例对照研究中，

浪的第ｌ天；而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高峰发生于热浪

如果ｂ＋ｃ≤２５，运用精确概率法直接计算Ｐ值；反之

的第４天，即该次热浪结束后第２天（图４）。

则町以计算ｆ值，其中ｂ＋ｃ≥４０时，使用未校正的公

（５）第５次热浪事件：为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８－－２１日。
本次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变化不大。２０日有微量降

式；２５≤ｂ＋ｃ≤４０时，使用校正的公式。

雨，空气湿度较第４次热浪时稍高（表１）。第５次热浪
结

果

对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影响只有１～２ ｄ。心血

１．热浪事件和期间内居民每日死亡的基本隋况：

管疾病包括ＡＭＩ死亡人数的高峰均在热浪第２天；脑

（１）第１次热浪事件：为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至７月

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在本次热浪期间变化不大（图４）。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市５次热浪的具体情况

注：４第５次热浪与第４次热浪前一周相比最高气温平均升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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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目前我国有关高温天气与居民健康关
系的研究大多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建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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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该方法常用于逐日气象因素与逐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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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资料的比较分析，研究热浪与超额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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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陈正洪等ｎ¨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
逐日中暑死亡数的统计预报模型，发现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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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数与前期气象因子的相关好于与当日气
象因子的相关，≥３６～３７℃累积温度与中暑

１９９９年北京市第３次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
及居民每Ｅｌ心脑血管疾病夕匕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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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死亡的根本原因。本研究利用病例交叉

’眩囫面五爸疾描｜弟４一 父热浪ｊ葬什

第５玖热

＋Ｕ址Ｊ盘’ｔ温／ ‘＼＼

艮峰

件

设计，也证明高温热浪对死亡的影响有滞后

＿◆ＡＭＩ
～

／

—’●‘‘

。＼ ｊ卜／

一

一
霸

热浪前一
’ｒ均傅｝｜
脑向静玖
北１１：１５例

ｌ 。ｆ ｒ莺 ＿霍 一ｉ

一ｌ

热浪前‘
中ｊ５Ｊ坼Ｕ
北ｒ＝７例

图４

『 嚯 ｌ

１

］

冒

ｌ

—＼
ｒ目

方等¨２１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对北京市脑卒中死

９

３ 栅 ｜ ㈣ 、．Ｉ． 射辫
ｌ

效应，且危害程度与热浪持续时间有关。刘

、～

／ｒ

＼

’㈧ ｌ

２０００年北京市第４次和第５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
及居民每日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情况

亡与气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脑卒中
的复发主要受夏季高温影响。任传成等ｎ列的

牾∞＂如＂加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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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显示，脑梗死组发病多见于高温天
气。本研究同样发现夏季高温热浪对脑血管
疾病死亡影响很大。Ｓｕｓａｎｎａ等扣１研究意大
利２００３年热浪对７４岁以上老年人的影响时
发现，最高气温峰值和死亡率峰值相关（ｒ＝

！蛳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ｌ脚ｙ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市５次热浪与居民心脑血管疾病
死亡人数的关系

勰死因装凳要伽值（９５％ｃ，）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１８３·

幅回落２ ｄ后又升高，第５次热浪开始。虽然第５次
热浪最高气温较第４次低，但第５次热浪时的死亡高

ｆ值Ｐ值

峰高于第４次。第１次和第３次热浪中也有类似现

９．４９９

４

８

１．３８４０．１２８—１．６９７）

０．００２

象，心脑血管疾病每日死亡人数随气温变化而起落，

４

９

１．７７６（１．４５６—２．１６７）３２．４３８＜０．００１

４

但是最高峰均出现在热浪最后一天。因此热浪期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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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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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Ｒｅｉｎｈａｄ等ｎ鲫对１９９５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热浪

ＡＭＩ

２

６

３．０８８（２．０９８～４．５４６）３２．６５６＜Ｏ．００１

４心血管疾病０
２
脑血管疾病

进行研究发现，死亡的高峰要比热浪气温最高的那

１

１．３３３（０．７２４—２．４５７）０．５９５

ｌ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ＡＭＩ

１

２．４２９（１．００７—５．８５∞

１

３．３３３（０．９１７—１２．１ １２）３．３４５

０．０６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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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３（１．１８７—４．５８８）

５．６２５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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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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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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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影响，尤其气温回落后再一次升高时的影响较大。
（３）热浪对心脑ｎｉＬ管疾病死亡的影响存在滞后

０．４４０

０

ＡＭｌ

日最高气温的波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可能会有

一０．０６４＂

天晚２ ｄ发生。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热浪引起的超
额死亡会滞后２～４ ｄ【９Ｊ。本研究发现，热浪对心脑
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均存在２～４ ｄ的滞后期。而
ＡＭＩ的超额死亡除第１次热浪滞后４ ｄ发生外，其余
几次热浪时的滞后期一般为０～２ ｄ，即ＡＭＩ患者对

０．４３０，Ｐ＜Ｏ．０１）。其对滞后期的研究中发现死亡数

热浪的发生可能更加敏感。本研究同时发现，热浪

与最高气温之间最大的相关关系为滞后３ ｄ时（ｒ＝

开始后升温的幅度越大，各死因的滞后期越短。第

Ｏ．５６８，Ｐ＜Ｏ．０１）。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热浪对

３次和第４次热浪开始当天最高气温均超过３９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影响的滞后期一般为２～４

且均比前一天升高了４．９５℃，而这两次热浪期间各

ｄ。

ｃＣ，

与时间序列分析等研究方法相比，病例交叉设

种死因的滞后期均较其他几次热浪短。因此，日最

计不是用统计学模型来控制许多潜在的混杂因素，

高气温升幅较高的天气应当警惕，其对心脑ｍ管疾

而是通过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有效地控制个体特

病死亡影响的滞后期有可能较短。且由于滞后效应

异性的混杂凶素，如年龄、遗传、社会经济因素等。

的影响，即使热浪结束后死亡人数仍然可能较高。

本研究用病例交叉研究的设计思路，得到了与其他

（４）热浪对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①对心血

研究相似的结果，即高温热浪天气与居民心脑血管

管疾病死产的影响：Ｊａｎ等¨旬对芝加哥１９９５年热浪

疾病死亡有关系，且其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并定量描

期间人院率的调查发现，心血管疾病的人院率比平

述热浪对不同死因的影响，得出确切的ＯＲ值。

时增加３０％（Ｐ＝０．０３３）。Ｒｅｉｎｈａｄ等¨纠对１９９５年芝

２．热浪对死亡的影响特点：

加哥热浪的研究发现，１６８６例超额死亡中，死于气

（１）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及其持续时间对居民

温过高的４７３例（２８．１％）中有９３．７％的病例死于心血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越
高、持续时间越长，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

管疾病。Ｒａｊｐａｌ等¨７ ３在英国的研究发现，１９９９年热
浪相关疾病死亡中有７１％是心血管疾病。除热浪事

越大。５次热浪中，第３次持续时间较长，且７ ｄ中有

件对居民心帆管疾病死亡有影响外？本研究同时发

ｄ最高气温超过３７℃，该次热浪对心脑血管疾病

现，心血管疾病死亡可能与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的

死亡的影响最大。而第２次、第４次和第５次热浪的

起伏有关，Ｅｌ最高气温波动较大的第３次热浪和经

影响较小。Ａｂｂａｓ等ｈ４１的研究发现，气温高于最低

过小幅降温后日最高气温又升高的第５次热浪中，

５

死亡温度（Ｔ删）时，死亡率随温度上升而升高显著，

心ｍ管疾病死亡的ＯＲ值均较高。Ｓｕｓａｎｎａ等ｂ１的研

温度平均每升高１℃，死亡率增加１２．３％（９５％ＣＩ：

究发现，意大利２００３年热浪期间ＡＭＩ死亡人数占全

５．７％。１９．４％）。刘方等ｎ２１用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周

死凶死亡的２．８％，而２００２年同期该比例只有１．４％。

平均气温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呈“ｕ”形关系。脑卒

本研究发现，第３次热浪埘ＡＭＩ死亡影响的ＯＲ值为

中发病除受低温影响外，还与夏季高温有关，且高温

３．０８８。②对脑ＩｆｆＬ管疾病死亡的影响：Ｒｏｏｎｅｙ等¨副在

天气时，温度越高，发病危险越大。

英国的研究显示，１９９５年一次持续５ ｄ的热浪中，超

（２）气温小幅回落后再次升高会增加心脑ｍ管

额死亡大部分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和脑血管疾病。

疾病死亡的风险：本研究发现，高温期间日最高气温

Ｓｕｓａｎｎａ等归３研究２００３年意大利热浪对７４岁以上老

的波动可能对死亡有影响。第４次热浪结束，气温小

年人的影响时发现，老年人的主要死因依次为脑血

·１８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Ｂ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管疾病、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严重肾脏疾病和痴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
２００３，２４（１０）：８６３—８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本研究也发现热浪持续时间较长且日最高气温
较高的第１次和第３次热浪，对居民脑ＩｆＩＬ管疾病死
亡影响较大。同时发现，热浪开始当天升温幅度较
高，脑血管疾病死亡受影响可能更大，第１次、第３次
和第４次热浪开始当天的日最高气温与前一天相比

阚海东．陈秉衡．贾健．上海ＩＨ大气污染与居民每日死亡关系的
病例交叉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１０）：８６３—８６７．
【６ Ｊ Ｓｔａｆｏｇｇｉａ Ｍ，Ｆｏｒａｓｔｉｅｒｅ Ｆ，Ａｇｏｓｔｉｎｉ Ｄ，ｅｔ ａ１．Ｖｕｌｂ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ｈｅａ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 ｍｕｌｔｉ—ｃ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ａｎｎｌｙｓｉ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ｌ ７：３ ｌ ５－３２３．
【７ Ｊ Ｚｈａｎｇ Ｚ，Ｚｈａｎ ＳＹ．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
２００Ｉ，２２（８）：３０４－３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政，詹思延．病例交义设计．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８）：

的升幅均＞４℃，这几次热浪期问脑血管疾病死亡
的ＯＲ值也较高。③热浪期问空气相对湿度对心脑

３０４—３０６．

【８ Ｊ Ｓｕｓａｎｎａ Ｃ．Ｐａｏｌａ Ｍ，Ｇｉａｄａ Ｍ，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３ ｈｅａｔ ｗａｖ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Ｅｎｖｉｒｏｎ

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黄明北等ｎ引在武汉地区研究
发现，脑血管疾病与湿度呈正相关。董蕙青等乜叫在

Ｒｅｓ，２００５，９８：３９０—３９９．

【９ Ｊ Ｓｕｓａｎｎａ Ｃ．Ｍａｒｉａ Ｍ，Ｐａｏｌａ Ｍ，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ｈｅａｔ

南宁市的研究发现，脑梗死死亡人数与相对湿度呈
正相关（－ｒ＝０．２６６９）。而韩健康等怛¨在湖州市的研究
发现，心脑ＩｆｆＬ管疾病日发病数与湿度（ｒ＝一０．０３８，

为第３次，但第２次热浪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均
未见明显影响，可能与该次热浪事件的温度不高及

谈建国，殷鹤宝，林松柏，等．上海热浪与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应
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２，３（１３）：３５６—３６３．
［１１ ｊ Ｃｈｅｎ

ＺＨ，Ｗａｎｇ ＺＣ，Ｙａｎｇ ＨＱ，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ｈｅａｔ ｒｉｓｋ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２．２（３０）：
９８—１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正洪，土祖承，杨宏青，等．城市暑热危险度统计预报模型．气
象科技，２００２，２（３０）：９８—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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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ｉＩｔ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１１）：９６２—９６６．

持续时间较短有关。而持续时间均较长的第１次和
第３次热浪中，后者的热浪影响要大于前者。因此，

１３

可能会越大。

ｄｉｓｃａｓｅｓ．Ｓｔｒｏｋｅ Ｎｅｒｖｏｕｓ

对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
后期为２～４ ｄ，而ＡＭＩ死亡的滞后期较短，一般为
０～２

ｄ。同时发现热浪期间日最高气温越高，升温

越急，热浪持续时间越长，对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
响越大，若期间温度有所回落后再次升高，影响可能
会更大。这对今后根据热浪的不同特点，对居民健
康的影响进行预测预报工作可能有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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