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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气气态污染物与居民每Ｅｌ死亡
天关 津系 的时间序列分析
张衍粜周脉耕
【摘要】

胡以松张金良

贾予平

江国虹潘小川

目的研究天津市大气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ＳＯ：）和二氧化氮（ＮＯ：）与城区居民每

日死亡问的相关性。方法收集天津市城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大气丰要污染物［ＳＯ：、ＮＯ：和可吸入
颗粒物（ＰＭ．。）］日平均浓度、日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以及每日死冈别死亡人数，采用广义相加模
型，控制长期和季节趋势、气温和相对湿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探讨ＳＯ：和ＮＯ：日平均浓度与每Ｅｔ
死因别死亡问的相关性，分析ＰＭ。。及模型参数对其相对危险度估计的影响。结果大气ＳＯ：和
ＮＯ：与人群每日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问显著相关，与呼吸系统疾病问无显著关联。
ＳＯ：浓度每升高１０ １．ｔｇ／ｍ３，人群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分别增加０．５６％（０．２３％～０．８９％）
和０．４９％（０．０６％一０．９３％）；ＮＯ：浓度每升高１０ Ｉｘｅｄｍ３，人群非意外死产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分别增
加０．９４％（０．１７％～１．７０％）和１．２９％（０．２９％～２．３０％）。结论天津市大气ＳＯ：和ＮＯ：污染与城区居
民每日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显著相关。

【关键词】空气污染；时间序列分析；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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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广泛采用时间序列
分析方法于大气污染急性暴露对各种健康效应终点
的研究。目前，国内仅上海Ｊ１、武汉’２１、沈阳Ａ等城市

率事件，其实际分布近似服从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其基本
形式：
ｌｏｇＥ（Ｋ）一伽＋ｓ（ｔｉｍｅ．ｄｆ．ｔｉｍｅ）＋ｄｏｗ

开展过气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时间序列分

』

＋跏ｌｌｕｔａ行ｆ，。＋∑ｓ（ｔｅｍｐ…ｄｒ．ｔｅｍｐ）

析。本研究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基于广义相加
模型Ｈ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ｉ＝０
ｌ

ｍｏｄｅｌｓ）分析２００５—

＋∑ｓ（ｈｕｍｉｄ。，ｄｆ．ｈｕｍｉｄ）
』－一

Ｉ＝０

２００７年天津市城区大气二氧化硫（ＳＯ：）和二氧化氮
（ＮＯ：）与城区居民每日死亡之间的关系，为环境污

式中，Ｋ为观察日ｔ当天的死亡人数，Ｅ（Ｚ）为观察日

染治理及人群健康促进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ｔ日死亡人数的数学期望；ｓ表示非参数平滑函数；

资料与方法

ｔｉｍｅ是用于表示每日死亡人数先后发生次序的一列
数，如本研究中采用天津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数据进行

１．资料及来源：

分析，故ｔｉｍｅ取值为１，２，３，…，１０９５；斯ｔｉｍｅ为非参

（１）居民死亡资料：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１２

数平滑函数中控制每日死亡序列长期和季节趋势的

月３１日天津市“中心六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

自由度；ｄｏｗ表示周日变量，用于控制短期波动的影

区、南开区、河北区和红桥区）居民死因统计资料，来
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臀记报告信息系

响，是指一周内不同日人群死亡率有所不同。ｔｅｍｐ一
为第￡一ｉ日平均气温，猷ｔｅｍｐ是非参数平滑函数ｓ

统。天津市按照《全国死因登记信息网络报告工作

中控制日平均气温的自由度；ｈｕｍｉｄ，一，是第￡一ｉ日平

规范》规定的一整套规范的死囚报告和管理程序，进

均相对湿度，姒ｈｕｍｉｄ是非参数平滑函数ｓ中日控制

行死因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由于并非所有死亡案例

平均相对湿度的自由度；ｚ为气温和相对湿度最大滞

均发生在医院或相关卫生医疗机构，有相当比例的

后天数；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川表示第ｔ－－８日污染物日平均浓

案例死在家中，因此，人群死因数据的可靠性是一个

度，６为污染物最大滞后天数；口为模型估计的对应

关键问题。对于死亡地点为非卫生医疗机构（包括

于污染物的回归系数：污染物浓度每升高或降低

有或无医疗记录）的案例，其死冈根据死因推断量表

１０

进行推断，通过询问家庭成员获得的有关信息来推

Ｉ＿ｔｅｄｍ２，人群每日死亡率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本研究中选择以ｔｉｍｅ＝８／年，共收集了２００５—

断死因，该量表的准确性已经得到研究证实。死亡

２００７年３年的数据，故ｄｆ．ｔｉｍｅ＝２４；根据日平均气温

人数按照死亡日期进行汇总。每日死亡人数按国际

和相对湿度对人群死亡影响的特点选择姒ｔｅｍｐ＝３

疾病分类（ＩＣＤ一１０）根本死凶编码进行分类，其中纳

和觚ｈｕｍｉｄ＝３分别作为日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的

入本研究的疾病分类包括循环系统疾病死亡

自由度№ＪＪ。采用Ｒ ２．１０．１软件中的ｇａｍ软件包拟合

（ＩＣＤ一１０编码：１００一１９９）、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广义相加模型估计模型参数，并计算ＲＲ值及其９５％

（ＩＣＤ一１０编码：Ｊ００一Ｊ９９）和非意外死亡（ＩＣＤ一１０编

可信区间（凹）；模型拟合时严格收敛标准（ｅｐｓｉｌｏｎ＝

码：Ａ００一Ｒ９９）。

Ｊ『ｅ—ｌＯ，够ｅｐｓｉｌｏｎ＝ｌｅ－－１０，ｍａｘｉｔ＝１０００，够ｍａｘｉｔ＝

（２）环境空气质量数据：ｆ＿Ｊ期该地区每１３空气质
量监测资料，来源于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

１０００），采用ｇａｍ．ｅｘａｃｔ函数估计回归模型系数及其
标准误…。

日报数据，根据我国空气污染指数定义及分级限值

在单污染物模型的基础上，同时纳入其他污染

换算为污染物浓度，大气污染物指标包括可吸人颗

物拟合多污染物模型，评价其他污染物对所关注污

粒物（ＰＭ。。）、ＳＯ：和ＮＯ：日平均浓度。

染物效应估计的影响；改变模型中控制长期和季节

（３）气象监测数据：同期该地区气象监测数据来

趋势的非参数平滑函数的自由度班ｔｉｍｅ（取值为３，

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ｃｄｃ．ｃｍａ．

４，５，…，１５）的取值，评价不同自由度取值对ＳＯ：和

ｇｏｖ．ｅｎ／）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气候资料日值数据
集。气象要素包括日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

ＮＯ：回归系数估计的影响。

２．统计学分析：时间序列的广义相加Ｐｏｉｓｓｏｎ回

结

果

归模型已用于研究空气污染或气象因素对人群健康

１．空气质量、气象要素和居民每日死亡概况：

事件（如死亡、发病和住院）的急性损害效应ｂ】。对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天津市“中心六区”年平均人口３９３．７３

于总人口来说，每日人群健康事件发生人数是小概

万人，每年因疾病死亡（意外及伤害除外）２０ ６２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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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ｌ，Ｎｏ．１０

年粗死亡率约为５２３．７１／１０万；平均每日死亡５７人，

高１０ ｇｇ／ｍ３，人群每日因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

其中循环系统疾病死亡３０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４

病死亡的Ｒ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５６（９５％Ｃｈ

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大气ＰＭ。。、ＳＯ：和ＮＯ：年平均

１．００８９）和１．００４９（９５％ＣＩ：１．０００６～１．００９３）。见表３。

浓度分别为１０５、６８和４７ ｐｇ／ｍ３，接近《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ＧＢ ３０９５—１９９６）规定的年平均浓度二级

联以ＮＯ：当日浓度（Ｌａ９０）最为显著，滞后１ ｄ（Ｌａ９１）

标准限值（表１）。

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ＮＯ：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间的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天津市“中心六区”空气质量、气象要素
和居民每日死亡情况

１．００２３～

ＮＯ：与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间的关

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以当日浓度（Ｌａ９０）估计

ＮＯ：与人群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间的艘
值：ＮＯ：浓度每升高１０ ｇｇ／ｍ３，人群每日因非意外死
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Ｒ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９４（９５％
Ｃ，：１．００１７～１．０１７０）和１．０１２９（９５％ＣＩ：１．００２９～
１．０２３０）。见表４。

４．多污染物模型ＳＯ：和ＮＯ：与人群疾病别死亡
关联的ＲａＹ：当模型中同时纳入ＮＯ：时，ＳＯ：与非意外
死亡间的关联强度减弱，但不改变关联的方向和统
计学检验的结果；当模型中同时纳入ＰＭ，。和ＮＯ：时，
ＳＯ：与非意外死亡问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同时纳
入ＰＭ。。和（或）ＮＯ：时，ＳＯ：与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和呼
吸系统疾病死亡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模型中同
２．大气污染物日平均浓度与气象要素间的

时纳入ＳＯ：或（和）ＰＭ．。时，ＮＯ：与非意外死亡、循环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ＰＭ，。日平均浓度与气态污染物

系统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间的关联均无统

ＳＯ：和ＮＯ：浓度间存在正相关，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

计学意义。

０．３７４（Ｐ＜０．０１）和０．５７０（Ｐ＜０．０１），与气象要素气

５．敏感性分析：不同非参数平滑函数自由度对

温、气湿及气压等无关；ＳＯ：和ＮＯ：与气象要素气温和

ＳＯ：和ＮＯ：与每日疾病别死亡关联程度估计的影响

气压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与气温均呈负相关，而与

如图１、２所示。ＳＯ：与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

气压呈正相关（表２）。大气污染物与气象要素问较

间的关联相对稳健。随着非参数平滑函数自由度

强的关联，反映了空气污染物与气象因素『、ＨＪ存在的固

（自由度／年）的增大，ＳＯ：和ＮＯ：每增加１０“∥ｍ３，ＲＲ

有的理化特征，提示气象凶素是研究大气污染物对人

值估计逐渐减小，当自由度／年≥８时，ＲＲ值估计趋

群健康影响的重要的混杂因素或效应修饰因素。

于平稳，且不会改变ＲＲ值估计方向及其统计学检验

表２天津市“巾心六区”大气污染物日平均浓度
与日气象要素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
变量ＰＭ。。

ＳＯ：

Ｎ０２

平均气温平均气湿平均气压

的结果（图ｌａ、ｂ和图２ａ、ｂ）。随非参数平滑函数自
由度（自由度／年）的增大，ＳＯ：和ＮＯ：与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图ｌｃ和图２ｃ）。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天津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大气ＳＯ：和
ＮＯ：与城区居民每Ｒ死亡之间的时间序列分析，发
现ＳＯ：和ＮＯ：日平均浓度与人群每日非意外死亡和
注：４Ｐ＜０．０１

３．ＳＯ：和ＮＯ：与疾病别每日死亡间关联的ＲＲ值

循环系统疾病死亡之间显著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估计：ＳＯ：与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间的关

宋桂香等一。研究了上海市大气气态污染物与居

联以ＳＯ：当日浓度（Ｌａ９０）最为显著，滞后ｌ ｄ（Ｌａ９１）

民每日死亡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大气ＳＯ：和ＮＯ：浓度

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ＳＯ：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间的

与城区居民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系

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以当日浓度（Ｌａ９０）估

统疾病死亡间显著关联，ＳＯ：浓度每增加１０肛咖３，

计ＳＯ：与人群疾病别死亡间的ＲＲ值：ＳＯ：浓度每升

每日总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道疾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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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表３大气ＳＯ：和ＮＯ：Ｈ平均浓度每升高１０ ｇｇ／ｍ’

人群健康影响问相对危险度的估

人群疾病别死亡率的ＲＲ值

计，例如，上海市ＮＯ：污染水平明显
高于天津市，而天津市ＳＯ：污染水
平略高于上海市；我国人群年龄构
成和疾病谱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存
在较大的差异等。不同的统计分
析模型及其参数设置以及暴露指
标的选择等因素也会影响相对危
险度的估计。
由于大气污染物之间存在较

注：Ｌａ９０为当天污染物浓度；Ｌａｇｌ为滞后ｌ ｄ污染物浓度；Ｌａ９０１为当人和滞后１ ｄ污染

物浓度均值

强的相关性，当模型中同时纳入其
他污染物，尤其是ＰＭ，。时，ＳＯ：或

表４多污染物模型ｓｏｚ和ＮＯ：日平均浓度每升高１０ ｇｇ／ｍ３
人群疾病别死亡率的ＲＲ值

ＮＯ：与人群每日疾病别死亡间的
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Ｓａｍａｔ等¨２’１３１
研究发现，在研究ＰＭ：，人群健康
效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固定监测

Ｓ０２（Ｌａ９０）
ＳＯ：＋Ｎ０２

１．００５２（１．０００７，１．００９７）！．００２２（０．９９６４，１．００Ｓ１）１．０１１３（０．９９６５，１．０２６４）

Ｓ０２＋ＰＭ，ｏ

１．００３５（ｏ．９９９８，１．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９（０．９９７１，１．００６８）１．００６７（０．９９４５．１．０１９１）

ＳＯ：＋ＮＯｚ＋ＰＭ－ｏ

１．００４５（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０）１．００１４（０．９９５５，ｉ．００７４）１．０１０７（０．９９５８，１．０２５８）

点ＰＭ：，浓度与个体暴露水平间存
在较强的关联，气态污染物ＳＯ：和
ＮＯ：浓度与个体暴露水平间关联

Ｎ０２（Ｌａ９０）
Ｎ０２＋Ｓ０２

１．００１３ｒ（ｏ．９９１１，１．０１１５）

１．００９４（０．９９６０，１．０２２９）Ｏ．９９６６（Ｏ．９６３５，１．０３０７）

程度低，而ＰＭ：，与气态污染物间

ＮＯｚ＋ＰＭＩｏ

１．００２４（Ｏ．９９３３，１．０１１５）

１．００４３（０．９９０７，１．０１８０）０．９９８７（Ｏ．９６８９，１．０２９５）

存在较强的相关，因此气态污染物

ＮＯｚ＋ＳＯｚ＋ＰＭｌｏ

Ｏ．９９５７（０．９８４６，１．００６９）

１．００２Ｉ（Ｏ．９８７３，１．０１７０）０．９８２９（０．９４６７，１．０２０５）

注：模型『｜ＩＳＯ：和ＮＯ：均为当日平均浓度，ＰＭ，。为当口和滞后１ ｄ浓度均值

可能是ＰＭ：，对人群健康效应的替
代指标，而非其混杂因素。因此应

分别增加１．２５％、１．４５％０和１．７１％；ＮＯ：浓度每增加

谨慎分析和解释多污染物模型中颗粒物和气态污

ｐ∥ｍ３，每日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

染物的健康效应。Ｓｅａｔｏｎ和Ｄｅｎｎｅｋａｍｐｎ４ ｏ也认为

１０

系统疾病死亡分别增加１．０４％、１．０５％和１．４３％。

ＮＯ：可能是颗粒物粒子数的替代指标。我们认为，

Ｑｉａｎ等［２１对武汉市大气气态污染物与居民每日死亡

尽管现有的多污染物分析方法难以区分各污染物

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ＮＯ：与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

独立的健康效应，尚不能完全排除气态污染物是

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间显著相关，而ＳＯ：与

颗粒物健康效应替代指标的可能，但目前天津市

每日死亡间无显著关联。Ｓａｍｏｌｉ等ｎ叫对欧洲３０个

ＳＯ：和ＮＯ：污染对人群死亡确实存在影响，应进一

城市大气ＮＯ：浓度与每日死亡间关系的时间序列分

步开展相关研究，识别不同污染物的独立效应及

析发现，ＮＯ：１ ｈ最高浓度每增加１０ ｇｇ／ｍ３，每日非

其交互作用。

意外、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分别增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所关注的是

加Ｏ．３０％、０．４０％和０．３８％。Ｋａｔｓｏｕｙａｎｎｉ等ｎ¨在欧洲

大气气态污染物ＳＯ：和ＮＯ：浓度与每日死亡之间是

１２个城市开展的研究表明，ＳＯ：浓度每增加５０

ｐｇ／ｍ３，

否存在关联及其关联的强度，未同时考虑气态污染

每日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

物对每日死亡影响的滞后效应的结构和分布；其次，

死亡分别增加３．０％、４．Ｏ％和５．Ｏ％。

本研究假定气态污染物与每日死亡之间呈线性关

本研究未发现ＳＯ。和ＮＯ：与呼吸系统疾病间的

系，未考虑气态污染物与每日死亡之间的浓度一反应

关联；ＳＯ：与非意外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间的相对

关系曲线的形状；最后，本研究基于天津市２００５—

危险度估计小于中国上海和欧洲研究的结果；ＮＯ：

２００７年的常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不同城市空气污

与非意外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间的相对危险度估

染类型、污染程度、人群易感性及医疗卫生服务等因

计大于欧洲研究的结果，但小于中国上海和武汉研

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研究结果不宜直接外推用

究的结果。不同地区大气污染水平、不同人群对大

于其他城市大气气态污染物对人群死亡急性影响的

气污染的敏感性等因素可能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与

健康效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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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不同非参数平滑函数自由度对ＳＯ：效应估计的影响

图２不同非参数平滑函数自由度对ＮＯ：效应估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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