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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可吸人颗粒物对脑血管疾病
死亡影响的病例交叉研究
王旭英董凤呜金明好潘小Ｊ
【摘要】

目的分析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ＰＭ。。）浓度与暴露人群脑血管疾病死亡的相关性，

探索ＰＭ．。对人群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方法收集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气象因素、大
气污染物（ＰＭ。ＳＯ：、ＮＯ：）水平以及人群脑血管疾病死亡数据，采用双向对称性病例交叉设计和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大气中ＰＭ．。水平与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结果调整气象因素（日
平均气温和日平均相对湿度）后，单污染物模型ＰＭ．。的滞后效应不明显。调整ＳＯ：、ＮＯ：和ＳＯ：＋
ＮＯ：后的多污染物模型，ＰＭ。。对人群脑血管疾病的效应ＯＲ值比单污染物模型大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Ｏ．０５）。分层分析显示，大气ＰＭ。。浓度对女性、≥６５岁的脑血管疾病和冬季脑血管疾病
病例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男性和≥６５岁的脑血管疾病病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调整其他大气污染物和气象因素后，ＰＭ。。浓度与脑血管疾病死亡呈正相关。
ＰＭ。。浓度升高会导致女性、≥６５岁和冬季脑血管疾病死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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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物如可吸人颗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

粒物（ＰＭ，。）、二氧化硫（ＳＯ：）和二氧化氮（ＮＯ：）对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死亡具有一定影响ｎ＇“，ＰＭ。。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１１９００５１）

度升高可引起心血管疾病急诊和死亡增加ｂ‘７］。但

作者单位：１１３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国内学者对ＰＭ，。与脑血管疾病相关研究报道较少，
结论也不尽一致Ｈ＇８Ｉ。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患者人

（王旭英、董凤鸣、潘小川）；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金明好）
通信作者：潘小川，Ｅｍａｉｌ：ｘｃｐａ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群检测方案——北京项目报道，北京社区人群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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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事件的发病率逐年攀升，标准化发病率由

疾病死亡人数为权重，利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的Ｃｏｘ

１９８４年的２６８．４／１０万增长至１９９９年的３６４．１／１０万，

回归模块进行拟合，考虑到气象因素对脑血管疾病

平均年增长率达９％阳１。２００９年脑血管病位居北京

死亡率的影响，将日平均气温和日平均相对湿度作

市居民死因顺位第一位，因此探索北京市大气污染

为控制变量与待研究变量一起选人回归模型，分析

物尤其是ＰＭ．。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单污染物和多污染物条件下，每日脑血管疾病死亡
人数在病例期与对照期大气ＰＭ。。暴露的效应值（ＯＲ

材料与方法

值）。国内的大多数研究均采用大气ＰＭ。。每改变

１．资料来源：①大气污染物资料来源于北京市

１０ ｐ，ｇ／ｍ３、１００肛ｇ／ｍ３、ｌ

ｍｇ／ｍ３等引起的效应改变，而

环境监测中心，包括常规监测收集的北京市“城八

国外研究多采用大气ＰＭ。。每改变四分位数间距

区”的ＰＭ。ＳＯ：、ＮＯ：日平均浓度。②脑血管疾病死

（ＩＱＲ）引起的变化。国内外各个城市、地区大气中

亡资料白北京市某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时

ＰＭ，。浓度不同，增加固定单位引起的效应值不能直

间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 Ｅｔ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死亡病

例均为北京市常住人口，死亡信息包括性别、出生日

接比较，因此本研究采用每改变ＩＱＲ的大气ＰＭ。。浓
度计算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ＯＲ值。所有统计学

期、死亡日期、死因等。死亡病例的疾病分类均按照

检验均为双侧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ＩＣＤ一１０）进行编码，本研究选

为调整性别、年龄及季节等混杂因素对结果的

择编码为１６０～１６９的脑血管疾病作为疾病变量，其

影响，按照性别（男、女）、年龄（＜６５岁，≥６５岁）、

中脑内出血１６１，脑梗死１６３，脑血管后遗症１６９为本

季节（春、夏、秋、冬）进行分层。季节定义为春３—

研究的分析重点。③气象资料来源于国家气象中心
公布的地面气象资料数据库，包括同期日平均气温

５月，夏６—８月，秋９—１１月，冬１２—２月。分别分
析对上述因素分层后，大气ＰＭ。。浓度对暴露人群的

和日平均相对湿度等。

影响。

２．分析方法：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为短期

结

急性事件，国内外研究ＰＭ．。对脑血管疾病影响多采

果

用病例交叉和时间序列两种方法。病例交叉分析由

１．一般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脑血管疾病共死亡

于采用自身做对照，从而可有效控制遗传、社会经济

５９１１人，男性３１３７人、女性２７７４人，６５岁以上占

状况、生活习惯等个体特异性混杂因素的影响ｎ…。

８４．４４％（表１）。图１和图２显示，脑血管疾病死亡人

对称性双向病例交叉是通过研究事件发生前后的暴

数大体呈逐年增长趋势，２００７年脑内出血和脑血管

露情况，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效控制时间趋势带来

后遗症的死亡人数上升明显。冬季的脑血管疾病死

的影响。Ｂａｓｕ等ｎ¨对美国２０个城市６５岁以上老年

亡人数最多，其次为春季。脑血管疾病死亡以脑梗

人进行温度与死亡关系的研究，结果提示双向病例

死和脑内出血为主。

交叉研究和时间序列分析与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研
究得出的结果相似，而单向病例交叉研究与其他的
研究结果相悖。因此，本研究应用对称性双向病例
交叉研究分析大气ＰＭ。。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死亡发生前１周和发生后１周作为
对照期，以死亡发生当天（２４ ｈ内）为病例期。选择
以周的倍数作为时间间隔控制“星期几效应”（ｄａｙ
ｏｆｗｅｅｋ，ＤＯＷ）。有研究显示，大气污染对死亡的影
响存在滞后效应ｎ２。，因此本研究采用滑动平均滞后
模型分别观察大气ＰＭ。。当天（１ａｇ ０）以及滞后１～７

表１
特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脑血管疾病死亡情况
脑内出血

脑梗死

譬墨薹

麒

合计

性别
男

９５９（１６．２２）１４３０（２４．１９）５４７（９．２５）２０１（３．４０）３１３７（５３．０７）

女８０６（１３．６４）１４１３（２３．９０）３７２（６．２９）１８３（３．ＩＯ）２７７４（４６．９３）
年龄（岁１
＜６５

４５７（７．７３）

３１２（５．２８）８３（１．４０）

６８（１．１５）９２０（１５．５６）

≥６５

１３０８（２２．１３）２５３１（４２．８２）８３６（１４．１４）３１６（５．３５）４９９１（８４．４４）

合计

１７６５（２９．８６）２８４３０８．１０）９１９（１５．５４）３８４（６．５０）５９１１（１００．ｏｏ）

注：括号外数字为死亡人数，括号内数字为构成比（％）

ｄ

７）对居民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影响变化，以

表２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大气污染物

确定最佳滞后期。即ｌａｇ ｌ值为污染物当天和污染

ＰＭ。。、ＳＯ：、ＮＯ：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１４４．５４肛ｇ／ｍ３、

物前一天的平均值，１ａｇ ２值为污染物当天，前一天
和前两天的平均值，以此类推。

４８．４８

（１ａｇ

１－ｌａｇ

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以每日脑血管

Ｉ．ｔｇ／ｍ３和６４．１８／．ｔｇ／ｍ３，其中ＳＯ：和ＮＯ：的年平

均浓度均符合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６０ ｒｔｇ／ｍ３和
８０

Ｍｇ／ｍ３），ＰＭ，。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ｆ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３．大气ＰＭ，。污染水平对脑血管疾病死亡影响

—◆一胍】内出咖—▲一肭』［［ＬＩｊ’后遗ｊ

的滞后效应：在控制所选ＰＭ。。当日气温和相对湿度
影响的情况下，单污染物模型的双向对称性病例交
叉分析结果显示，当Ｅｔ ＰＭ。。浓度对总死亡数，男
性、＜６５岁和≥６５岁的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例的ＯＲ
值最大，ＰＭ。。浓度每升高１０５．４３“∥ｍ３，ＯＲ值分别为
１．０３３、１．０３９、１．０５４、１．０３１，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Ｏ．０５）。而滞后５ ｄ的ＰＭ。。浓度对女性脑血管疾

病的影响Ｄ尺值最大，每升高ＸＱＰ．（１０５．４３ ｐ∥ｍ３），ＯＲ
年份

图１

值为１．０５１（Ｐ＜Ｏ．０５）。按季节分层，春季和秋季以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脑血管疾病

当日的ＰＭ，。污染ＯＲ值最大，而夏、冬季以滞后５

死亡时间变化趋势
９

ｄ

的ＰＭ。。浓度ＯＲ值最大。冬季大气ＰＭ。。浓度升高

Ｏ

１０５．４３“ｇ／ｍ３，脑血管疾病的ＯＲ值为１．１４３（Ｐ＜

８ Ｏ
７

０．０５）。

０

６ ０

以下选择当日的ＰＭ。。浓度分析大气ＰＭ。。污染

５ ０

对总死亡数，男性、＜６５岁和≥６５岁的脑血管疾病

４ ０

死亡病例、春秋季病例的影响。而选择滞后５ ｄ的

３ ０

ＰＭ。。浓度分析ＰＭ。。浓度对女性脑血管疾病死亡病

０
２●

Ｏ

例和夏、冬季死亡病例的影响。

０
曼

？Ｆ

图２

仗

４．多污染物模型中大气ＰＭ。。水平对脑血管疾
病死亡的影响：由于ＳＯ：、ＮＯ：、ＰＭ，。之间存在相互影

冬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脑血管疾病
死亡季节变化

表２

响，故拟合多污染物模型调整其他污染物对ＰＭ。。的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大气污染物

影响。多污染物模型中，同样在控制气温和相对湿

和气象因素描述
ｉ

项目
ＰＭ·ｏ（ｐｇ／ｍ３１
ＳＯ：（ｐｇ／ｍ３１

５

１４４．５４ ９１．０６

１０．００

Ｐ。最大值ＩＱＲ

７８．５７ １２８．００ １８４．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５．４３

度的条件下，分别调整ＮＯ：、ＳＯ：和ＳＯ：＋Ｎ０２＇隋况
后，分析大气ＰＭ。。水平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分别

１５．００

２９．００

６３．５７

２９３．００

４８．５７

对ＳＯ：、ＮＯ：和ＮＯ：＋ＳＯ：调整后，大气ＰＭ。。浓度升高

１４．４０

４７．１４

６０．８０

７６．８０

２１４．４０

２９．６６

１０５．４３“咖３与脑血管疾病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４０、

１３．５６ １０．８６—１０．１０

３．５０

１４．９０

２３．６０

３２．１０

２０．１０

８．００ ３４．００

５２．００

６８．００

９７．００

３４．００

４８．４８ ４９．０４

５．００

２５．６４

Ｎ０２（斗ｇ／ｍ３、６４．１８
气温（℃）

Ｋ

最小值Ｐ。

相列湿度（％）５ １．５ １

２０．３３

１．０６７、１．０６５，其中后两个模型的ＯＲ值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Ｏ．０５）。

（１００“ｇ／ｍ３）约４４％ｎ

按性别分层，分别调整ＳＯ：、ＮＯ：和ＮＯ：＋ＳＯ：，

３｜。

２．大气污染物与气象因素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表３所

大气ＰＭ。。浓度每升高１０５．４３“∥ｍ３，对男性和女性

示，ＰＭ。。与ＳＯ：、ＮＯ：、相对湿度之间存在正相关（Ｐ＜

脑血管疾病的ＯＲ值分别为１．０３７、１．０６１、１．０５６和

０．０１），与气温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１．０６６、１．０９０、１．０８９。其中调整ＮＯ：和ＮＯ：＋ＳＯ：模型

ＳＯ：与气温、相对湿度之间为负相关（Ｐ＜Ｏ．０１）；ＮＯ：

中大气ＰＭ．。水平对女性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差异有

与相对湿度呈正相关（Ｐ＜０．０１），而与气温之间存在

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按＜６５岁和≥６５岁年龄分
层，控制ＮＯ：、ＳＯ：＋ＮＯ：后，大气ＰＭ。。每升高１０５．４３

负相关（Ｐ＜Ｏ．０１）。
表３

因素ＰＭ。。
ＰＭｌｏ

气温

ＳＯ：

ＮＯ：

气温

相对湿度

１．０００

ＳＯ：０．４１５。
Ｎ０２

“ｇ／ｍ３对≥６５岁年龄组的脑血管疾病的ＯＲ值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而与＜６５岁年龄组的脑血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某城区大气污染物
与气象因素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相对湿度０．１７１。
注：４Ｐ＜Ｏ．０１

后，分别调整ＳＯ：、ＮＯ：和ＮＯ：＋ＳＯ：这三种多污染物
模型的效应基本一致，大气ＰＭ。。水平仅与冬季的脑

１．０００

０．６７伊０．６０４＂
一０．００３

—０．６４酽

１．０００
一０．１７驴

一０．０７３。０．２１１。

管疾病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按季节分层

血管病例关联有统计学意义。

１．０００
０．３５２８

１．０００

就３种模型的大气ＰＭ。。浓度每升高１ ０５．４３ ｇｇ／ｍ３
对脑血管疾病的ＯＲ值来说，控制ＮＯ：、ＳＯ：＋ＮＯ：后

·３３４’

主堡煎堡疸堂苤查！！！！生！旦笙丝鲞箜！塑垦皇垫！墅！生里！！！！垒Ｐ堕！！！！！！塑！：丝！型！：！

效应值基本相等，均普遍高于仅控制ＳＯ：后的效应

研究发现颗粒物对女性的效应值估计值高于男性的

值。同时，多污染物模型的大气ＰＭ。。水平对脑血管

结论一致。由于缺乏总人群性别数据，无法判断大

疾病的ＯＲ值也普遍高于单污染物模型中的效应值，

气ＰＭ。。浓度对脑血管疾病影响的性别差异。多污

急性效应更为明显。见表４。

染物模型大气ＰＭ。。污染对６５岁以上脑血管疾病的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董少霞等［１７１对大气颗粒物暴露

表４多污染物模型中大气ＰＭ。。浓度每升高ＩＱＲ
与每Ｅｔ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关系
分类

ＰＭ．。＋ＳＯ：ＰＭ．ｏ＋Ｎ０：ＰＭｔｏ＋ＳＯ：＋Ｎｏ：

ＯＲ值
群

９５％６＇／

０

９

～

４

ＬＯ ｌ ０

～

７

０

７

～

３

ｎ９ ｏｏ ４

～

■Ｊ

６

０

８～

１

ＬＯＯ ６

～

ｌ

０

９

～

０

ｎ９ ｎｕ ７

～

３

Ｏ

７

～

２

Ｌ０ １ ３

～

３

０

９

～

４

丁，咿７酽４

ｎ９ ３

～

８

Ｏ

７

～

７

８

ｎ９ ８‘叮 ４

～

Ｊ■３

０

０

２

～

９

ｎ９ ２ ２

～

２

舛∞ ∞ ％∞ 挖 ９

１

卿嘟啷啷嘟蚋啪啦呲８

～

∞¨¨＂ｍ”＂∞筋 ３

ＬＯ ２ ７

～

２勰舛娩％们钉加舛记

人性性：３：会 岁岁

全男女＜≥春夏秋皋、

ＯＲ值

９５％Ｃ１

０

％ 鲫∞盯嘶他腮Ｈ ８，

ＯＲ值

９５％Ｃ１

与老年人血清Ｃ反应蛋白变化关系的研究中提出，
大气颗粒物暴露增加会引起Ｃ反应蛋白变化的增
加，而Ｃ反应水平高于３ ｍｇ／Ｌ的成年人群具有较高
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ｎ

Ｐ Ｌ

７～

Ｊ

ｎ

９～

Ｊ

Ｊ

Ｌ

５～

Ｊ

按季节分层分析，结果表明春、夏、秋、冬四个季

Ｊ

ｍ

ｌ

Ｊ

节大气ＰＭ．。浓度可引起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增加。

Ｌ

０～

６矿●中３

ｎ

９～

Ｏ

ｎ

２～

７

ｎ

１

％晒腮∞叮∞∞吣Ｍ ｒ

∞卯∞ 叭卯吃妮∞ ７

Ｌ

～

８｜。

而冬季大气ＰＭ。。浓度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更为明

～

２

显，且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Ｗｏｎｇ等ｎ引对香港地区大
气污染物对呼吸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表明冬季

～

２巧∞龇引铊弭蚰跎记

（１２—２月）大气ＰＭ。。水平对死亡率的影响高于其他

Ｊ■２

注：。尸＜０．０５

季节，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这有可能是冬季气温较
讨

论

低，增加了脑血管疾病患者对大气ＰＭ。。的敏感性。
有研究认为陋０‘２…，低温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

单污染物模型和多污染物模型均表明，大气

液黏度、红细胞数量以及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从而

ＰＭ。。浓度升高可以导致脑血管疾病的增加，其中多

引起血压升高，同时刺激儿茶酚胺分泌增多，引起心

污染物模型调整ＮＯ：和ＮＯ：＋ＳＯ：后，ＰＭ，。浓度与脑

脑血管痉挛，斑块破裂，血小板凝聚形成血栓，导致

血管疾病死亡关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发病。同时本研究中显示气温降

Ｃｈａｎ等ｎ引和郭玉明等Ｈ１研究ＰＭ。。对脑血管疾病影

低，大气污染物（ＰＭ叭ＳＯ：、ＮＯ：）的浓度增加，也提

响的结果一致，说明大气ＰＭ。。浓度升高可增加脑血

示气温与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污染物

管疾病的死亡。

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由于本研究中大气ＰＭ叭ＮＯ：、ＳＯ：的数据均来

本研究单污染物模型中ＰＭ。。日均浓度对脑血
管疾病的滞后效应不明显，任艳军ｂ１和张晓平等¨５１

自固定监测站，而每个个体的活动模式、生活方式不

研究中ＰＭ。。滞后效应分别为２ ｄ和３ ｄ，但郭玉明

同，用１３均浓度作为个体的暴露浓度可能存在偏

等Ｈ１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日ＰＭ。。浓度对脑血管疾病的

倚。同时，本研究仅涉及北京某城区，不能代表整个

ＯＲ值最大，为１．００３（９５％Ｃ／：０．９９８—１．００７），与本研

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且不同城市之问污染物类型及

究结果相同。就性别来说，大气ＰＭ。。对女性脑血管

气候等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结果是否适

疾病的滞后效应比男性时间长且效应大。说明大气

用于其他城市仍需进一步探讨。
（感谢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初主任、业务办公室

ＰＭ。。对女性脑血管疾病的效应比较迟缓，但累积效
应较大。

溯：艳辉主任对本课题的支持）

多污染物模型（分别调整ＳＯ：、ＮＯ：、ＳＯ：＋ＮＯ：）
时大气ＰＭ。。浓度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均普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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