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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日平均气温对居民死亡数的
滞后效应研究
张景

刘学

阚海东

【摘要】目的了解上海市日均气温对居民每日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的关系。方法根据上海市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每日居民死亡资料和同
期气象指标及大气污染指标，采用非线性分布滞后模型，在控制妊期趋势、季节趋势和其他混杂因
素后，研究日均气温与日非意外死亡数、心血管疾病死亡数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上海市口均气温对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效应曲线均为Ｊ形。
冷效应具有延迟性，在滞后ｌ ｄ开始出现，４ ｄ达到最高，持续１４，３０ ｄ。热效应表现为急性效应，
以当天最高，持续２ ｄ，呈现出明显的收获效应：结论高温和低温均是上海市居民每日死亡的

危险因素，存在滞后效应．且低温效应的滞后时间长于高温：
【关键词】气温；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非线性分布滞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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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许多环境健康

２０９０－－２０９９年较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增

危害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全球平均气温是反映

加１．８～４．０℃‘“。气温升高町使极端天气发生频率

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２００７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和强度出现加剧的趋势［２：。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显

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预测

示，气温改变与人群非意外死亡有关）４］，不同国家／

地区气温对人群死亡影响模式表现有差异性－“。应
ＤＯＩ：１０ ｒ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环保公益项目（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８）：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
实验室开放基金（ＱＸＪＫ２０ １２０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

依据不同地区气温对健康影响的特点，建立区域性
预防控制体系，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为此本研究
利用上海市２００１年１月ｌ Ｅｌ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气

部重点实验室（张堙｝、刘学、阚海东）；复旦大学丁铎尔中心（阚海

象参数、大气污染物和每日死亡数据，运用非线性分

东）；上悔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阚海东）

布滞后模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ａｇ

通信作者：阚海东，Ｅｍａｉｌ：ｈａｉｄｏｎｇｋａ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分析气温对居民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ＤＬＮ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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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吸系统疾病死亡影响特点与规律。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ｕｂｉｃ

ｓｐｌｉｎｅ）；ｔｉｍｅ，观察日ｔ对应的时间变

量；ｍ。观察日ｔ对应的日平均相对湿度；嘶哑变量回
归系数；ｓｔｒａｔ锄对应变量产生影响的分层哑变量、星

（１）居民死亡资料：依据上海市死因登记报告信

期哑变量、月份哑变量等，用于处理星期、月份效
应等。

息系统收集２００１年１月１ Ｅｌ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上

采用逐步法，结合赤池信息准则（Ａｋａｉｋｅ

海市居民日死亡资料，其中非意外死亡人数按国际
疾病标准编码（２００１年ＩＣＤ一９＜８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对解释变量进行取舍并确

定自然立方样条函数和气温及滞后的自由度¨孔１４］，

年ＩＣＤ—ＩＯ：Ａ００～Ｉ王９９）进行统计。同时对心血管疾

ＡＩＣ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以此得到最佳模型，进

病（ＩＣＤ一９：３９０—４５９；ＩＣＤ一１０：１００。１９９）和呼吸系

行气温一死亡效应分析。根据ＡＩＣ最小原则，确定

统疾病（ＩＣＤ一９：４６０～５１９；ＩＣＤ一１０：Ｊ００一Ｊ９８）的死亡

ＰＭ叭ＮＯ：、ＳＯ：和Ｏ，均进入模型。参考相关文献ｎ５１

病例进行统计整理。资料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供。

及方程ＡＩＣ值，确定时间变量和日均相对湿度变量

（２）大气污染物监测资料：依据上海市区６个

的自由度分别为４和３，气温和滞后的自由度分别为
４和５。

（虹口、静安、卢湾、普陀、徐汇和杨浦区）大气污染物
固定监测点的数据，计算同时期ＰＭ。。、ＮＯ：、ＳＯ：、Ｏ，

本研究采用Ｒ２．１２．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检
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日均浓度（ｐｇ／ｍ３）。资料由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
提供。

结

（３）气象参数资料：由上海市气象局获得同时期
Ｅｔ均气温和日均相对湿度。
２．统计学分析：

果

１．资料统计描述：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观察日数为２９２１ ｄ，上海市日均非意外死
亡１２２．２１人，其中心血管疾病４６．８７人、呼吸系统疾病

（１）温度指标：选择Ｅｔ均气温进行冷、热温度效

１３．６７人。同期大气污染物ＰＭ。。、ＳＯ：、Ｎ０２和０３浓度

应分析。依据：①日均气温被认为是目前反映每日

日均值分别为９６．７３、５０．０９、６４．７３和６５．３６ ｐｇ／ｍ３。气
温和相对湿度的日均值分别为１７．６９℃和７１．３７％
（表１）。

温度暴露的最佳指标，且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使用最
多ｎ。９１；②一些研究将日均气温与日最低气温、日最
高气温、表观温度（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体感
温度（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Ｔ）、热指数（ＨＩ）等温

度指标进行比较，发现日均气温是用来预测死亡效
应较好的指标ｎ ０’“］。

表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居民日死亡、每日大气污染物
及气象指标（ｎ＝２９２１）
指标

ｉ

±ｓ

ｍｉｌｌ

Ｐ２ｊ

Ｐ∞Ｐ７５

ｍａｘ

日死亡人数

（２）ＤＬＮＭ建模：根据气象参数、大气污染物指
标对健康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因每日死亡人数属
于小概率事件，其分布近似泊松分布，将泊松回归模

非意外

１２２．２１

２３．０５

５１．００

心血管疾病

４６．８７

１２．１４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１８．ｏｏ １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３．６７

６．０３

２．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７．００

４５．００

大气污染物日均值

型与ＤＬＮＭ相结合分析日均温度对死亡的影响。

ＰＭ－“｝咖３）

９６．７３ ５７．８０

１１．５０

５５．１７

８２．６０ １２１．２０ ５６６．８３

其基本形式：

ＳＯｚ（ｐｇ／ｍ’）

５０．０９ ２７．３０

８．００

２９．６７

４４．８０

６４．２０ １８９．４０

ＮＯｚ（ｐｇ／ｍ３）

６４．７３ ２４．１７

１２．８０

４８．４０

６１．３３

７７．８３ ２５３．６７

０３（ｐｇ／ｍ３）

６５．３６ ３７．６３

５．２５

３７．５６

５８．００

８５．７ｌ ２５１２５

８．８３—３．１０

１０．２０

１８．５３

２５．０８

６４．ｏｏ

７２．００

８０．０１）９７．ｏｏ

ｌｏｇＥＥ（ｇｔ）］一ａ十矿州十∑ｑＸ。十ＮＳ（ｔｉｍｅ，，ｄｆ一４）
ｉ＝Ｉ

＋ＮＳ（ｒｈ。，ｄｆ＝３）＋∑哪（ｓｔｒａｔａｉｔ）
式中Ｋ观察日ｔ当天死亡人数；Ｅ（ｙ：）观察日ｔ当天预

气象指标
日均气温（℃）

１７．６９

日均相对湿度（％）７１．３７

１１．７６

３１．ｏｏ

３４．１０

注：Ｐ：ｓ、Ｐｍ如分别为第２５、５０、７５百分位数；ｍｉｎ为最小值；
ｍａｘ为最大值

期死亡人数；仅截距；Ｚ，。由ＤＬＮＭ得到的滞后Ｚ天温

２．气象因素与大气污染物的相关性分析：气温、

度矩阵；口为Ｚ。，温度矩阵的回归系数；ｚ滞后天数，最
大滞后３０ ｄｎ２１；兄对应变量产生线性影响的解释变
量观察日ｔ当天数值及大气污染物浓度等ｍ回归模

相对湿度与４种污染物浓度之间的相关性均有统计

型中的解释变量系数；ＮＳ自然立方样条函数

相关，ｒ值分别为一０．１９４、一０．２９７、一０．３７８；与Ｏ，之问呈

学意义（Ｐ＜０．０５），气温与ＰＭ。ＳＯ：、ＮＯ：之间呈负

·Ｊ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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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

１坠坠旦

正相关，ｒ＝０．４６３；相对湿度与ＰＭ蛐、ＳＯ：、ＮＯ：和Ｏ，

约２ ｄ后下降，呈现明显的收获效应。高温对当天呼

的，值分别为一０．３ １８、一０．４７５、一Ｏ．２２５和一０．２９９。说明

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效应最强，其次是非意外死亡，对

随着气温升高，ＰＭ．。、ＳＯ：和ＮＯ：浓度有降低趋势，Ｏ，

心血管疾病死亡效应最低。

浓度有升高趋势；随着相对湿度升高，４种大气污染

（４）不同滞后冷、热对３种死亡的累积效应：根

物浓度均相对降低。４种大气污染物除ＮＯ：和Ｏ，浓

据ＤＬＮＭ得到不同滞后冷、热效应对非意外、心血

度间无相关关系外，其余两两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

管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累积效应（表３）。

（表２）。

０～２１

ｄ滞后低温对非意外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效

表２上海市日均气象因素与日均大气污染物的

应最强，分别为气温每降低１ ｃｃ死亡数增加２．００％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２．７５％。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在０—３０ ｄ滞后最大，温

指标
气温

气温相对湿度ＰＭ，。
１．０００

相对湿度

ＳＯ：

ＮＯ：０，

０＋１７９＂一０．１９４＂一０．２７９＂一０ ３７８４
１，０００

ＰＭ，。

—０．３ １８６—０．４７５。一０＋２２５４—０．２９９４
１．０００

ＳＯ：

０．６３７‘

０．７２８‘０＋１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７

Ｏ．１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０２
ｏ，

度每降低１℃死亡数增加２．６５％。３种死亡的热效

０．４６３“

１．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

应均在０—２ ｄ滞后最高，温度每升高１℃，非意外死
亡增加１．６４％，心血管疾病死亡增加２．０４％，呼吸系
统疾病死亡增加２．００％。
表３不同滞后冷、热对３种死亡的累积效应

效应掌乒

温度每升高或降低１℃死亡增加百分数（％，９５％ｃ，）
非意外

ｔｄＪ

３．ＤＬＮＭ拟合：

（１）不同滞后时间Ｅｌ均气温对Ｅｔ死亡数的影响：

冷效应０～２

０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４５（－－０．０１，０．９２）０．４９（－－０．０７，１．０５）０．３９（－０２６，Ｉ．０４）

０．９３（０＋１６，１．７咿

０～７

１．７１（１＋４０，２．０２ｙ

２．２２（１．８３．２．６１ｒ

将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日均气温与每日居民非意外、心血

０—１４

１．９４（１ ６３，２．２５ｙ

２．４９（２．０６．２９筇１．６３（ｏ．７７＋２．４卵

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数进行ＤＬＮＭ建模拟

０—２１

２．００（Ｉ．６６，２．３３ｙ

２．７５（２．２７，３．２３ｒ】．９９（１．０４，２．９３）‘

合，最大滞后时间设定为３０ ｄ，观察每一个滞后日对

０—３０

１．８５（１，４８，２２２ｙ

２．６６（２．１４，３．１盯２．６５（１．６７，３．６４ｙ

１．６４０．２６。２．０１ｙ

２．０４（１．４８．２．６１ｙ

２．００（１．００，２．９９）．

０．１０（－ｏ．７９，１．００）

Ｉ．６５（０．３２，２，９８ｙ

０．８１（－ｏ．４７，２．１０）

每日居民非意外死亡和两种疾病死亡数的影响，得
到不同滞后气温效应的三维图（图１）。由图１可见，
高温和低温均会引起死亡效应增强，高温对每日居
民非意外、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影响
主要是短期即时效应，以死亡当天效应最强，低温对
死亡的效应在滞后３～５ ｄ内最强，随着滞后时间的

热效应０～２
０—７

０一１４—２．３ｌＨ＋６５，ｏ．０３）－１．嘲一５．７３，１．８２）０．２２（＿１．５４，１．９７）
０～２ｌ－－０．６７（一３．１６，１．８２）－３．０６（－８．０５，Ｉ．９３）】．３８（－２．０７，４．８４）
０—３０

０

２．１１（－５．６６，９．８８）１．５６㈠．２５，７．３８）

１２（－３．９８，４．２２）

注：‘Ｐ＜０．０５；非意外、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温度界
值分别为２４．７、２６．７和２３．０℃

延长，高温和低温效应均逐渐下降。
（２）滞后３０ ｄ日均气温对Ｅｌ死亡数的总效应：

讨

论

由图２可见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上海地区气温对死亡效应

大量研究显示，极端气温可导致大量超额死亡，

曲线为Ｊ形，低温效应持续时间较长，而高温热效应

尤其是在热浪和冬寒期间＂·Ｍ·＂］。研究也表明，气温

持续时间较短。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呼

不仅与当天的死亡，更与之后的数天甚至数十天的

吸系统疾病死亡人群对冷热效应的气温拐点分别为

死亡有关一８Ｈ引。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分布滞
后模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ＤＬＭ）对气温不同滞

２４．７、２６．７和２３．０℃。

（３）３℃和３０℃不同滞后对死亡的效应：以上

后效应进行分析，但ＤＬＭ并不能准确描述不同滞后

海市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日均气温的Ｐ，（３℃）和Ｐ。；
（３０ ｃｃ）作为低温效应和热效应的温度截点，绘制
３０ｄ滞后曲线图（图３）。低温对非意外、心血管疾病

气温对死亡的作用¨２Ｉ。ＤＬＮＭ是新近发展的一种用
于分析不同滞后气温对死亡非线性作用的方法，可

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效应在滞后１ ｄ开始出现，约
４

ｄ达最高后开始下降，对非意外和心血管疾病死亡

的滞后效应在１４～２０ ｄ达到最低，对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滞后时间最长。在滞后第４天低温对心血管疾
病死亡的效应最强，其次是非意外和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由图３可见，高温对死亡的效应以当天最高，

将气温的非线性作用和不同滞后的效应结合，以三
维图形直观反映不同滞后中气温对死亡的作用乜…。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气温对死亡的影响：近来的研究均关注并量
化气温与死亡的关系。气温一死亡率曲线形状多呈
Ｕ、Ｖ和Ｊ形。对斯波坎、匹兹堡、底特律的研究结果
显示，当滞后设定为零时，热效应和冷效应相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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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外

３

美１．３

２

晕１．２
兰１１

（｝

０

．Ｏ

１．０

图１不同滞后时间日均７ｉ温埘日死广数影响的ｉ维【纠

邑外

４·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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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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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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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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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线为相对危险度（艘）均值，阴影为ＲＲ值９５％ＣＩ
图２滞后３０ｄ日均气温对日死亡数的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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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图２
图３

３℃和３０℃不同滞后对死亡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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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温一死亡率曲线呈现ｕ形［２…。在寒冷地带，Ｊ形

反复感染的机会，由于其病程较长，以死亡作为观察

气温一死亡率曲线较为典型ｂ１。而在孟加拉国的农

终点，则需要有较长的滞后期¨６Ｉ。高温对非意外、心

村地区，由于观察不到显著的热效应，气温一死亡率

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超额死亡均有明显的

曲线呈现Ｊ形陋２。。当冷效应和热效应都比较显著

“收获效应”ｂＬ圳，为持续时间较短的急性效应，在暴

时，温度曲线即被分为两部分，此时气温一死亡率曲

露当天最高，约２ ｄ后下降，极端高温可增加敏感人

线通常呈现Ｖ形。

群的死亡风险Ｄ…。

本研究采用ＤＬＮＭ模型发现上海地区日均气

综上所述，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上海市日均气温变化

温一死亡曲线呈Ｊ形，显示低温和高温均与超额死亡

影响每日居民非意外、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密切相关，每日非意外、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人数；高温存在】～２ ｄ的滞后期，低温对非意外

死亡风险最低点的日均气温温度点分别为２４．７℃、

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滞后期为１４～２１ ｄ，对呼吸系

２６．７气和２３．０屯，且低温效应较高温效应作用时间

统疾病死亡的滞后期＞３０ ｄ。因此气温骤变时，应

长。Ｇｕｏ等‘２川报告天津地区日均气温一死亡曲线呈

根据温度变化的特点制订相应的防控措施，以减少

Ｕ形；杨军等ｍ１发现广州地区气温一死亡曲线呈Ｖ、Ｕ

其导致的健康危害。

形。上述研究结果与气温对死亡的影响具有区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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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许多研究采用０～７ ｄ作为滞后分析时间，易低
估低温的效应。国内外研究发现寒冷条件下，心血
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更易受到影响，最具关联效应的
指标是日均气温ｍ１。本研究发现寒冷对非意外和心
血管疾病死亡效应在０。２１ ｄ滞后最强，由于低温使
外周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并增加血液粘稠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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