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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气温与人群死亡暴露反应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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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中国城市气温与人群死亡风险的关系，分析纬度对气温与死亡风险关系

的修饰作用。方法收集国内有关气温与人群死亡风险关系的研究，采用Ｍｅｔａ分析合并效应值，
再通过Ｍｅｔａ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纬度对该关系的影响。结果共纳入１０篇文献，包括１５个城

市。气温每增加１℃，非意外死亡风险增加２％（９５％ＣＩ：１％～３％），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４％
（９５％ｃ，：２％一６％），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２％（９５％ＣＩ：１％～４％）；气温每降低１℃，非意外
死亡风险增加４％（９５％ＣＩ：２％，７％），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４％（９５％ＣＩ：１％～７％），呼吸系统
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２％（９５％ＣＩ：０％一４％）。纬度０。。２５。、２６０～３００、３ｌ。。３９。、／＞４００时气温每下降
１℃，人群总死亡风险分别增加６．５％（９５％ＣＩ：一２．７％一１５．６％）、５．８％（９５％ＣＩ：２．４％～９．３％）、０．８％
（９５％ＣＩ：０．４％～１．２％）、Ｏ．５％（９５％ＣＩ：一０．５％～１．５％）；气温每上升１℃，人群总死亡风险分别增加
Ｏ．６％（９５％ＣＩ：一０．３％～１．４％）、１．９％（９５％ＣＩ：０．７％，３．１％）、２．０％（９５％ＣＩ：１．０％～３．０％）、５．８％
（９５％ＣＩ：一３．２％～１４．８％）。纬度每增高５０，高温时人群死亡风险增加０．３％（９５％凹：０．１％。０．８％），
低温时人群死亡风险减少０．８％（９５％ＣＩ：０．５％～０．９％）。结论气温过高或过低均增加人群的死亡
风险。中低纬度地区人群对冷的适应能力要比高纬度地区更为脆弱，而对热的适应能力则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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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气温对健康的影响引起了

地收集相关资料；文献收集由２人分别完成，并共同

广泛关注…。近年来气象因素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研

与原始文献对比复核信息，其中剔除重复报告、质量

究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每Ｅｔ温度与死亡人数存在

较差、报道信息太少的文献；最后整理文献资料，输

“Ｕ”、“Ｖ”或“Ｊ”形非线性关系，当温度高于或低于某

入计算机，对数据采取二次录入、校对和分析。

个Ｉ临界温度时，死亡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或降低而

４．统计学分析：在经过筛选的文献中提取暴露一

增加，但这种关系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类型、社会经

反应系数及其可信区间等有效信息。由于纳入同一

济状况等许多因素的修饰妇３。目前国内也开展了一

个Ｍｅｔａ分析的研究间存在差异（异质性），因此对资

些气温与死亡关系的研究，由于大范围资料难以获

料整理录入后进行异质性检验，若各研究间存在异

得，大部分研究局限在单个城市，尚未见采用统一方

质性，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反之则选择固定效应

法开展的多城市研究，温度对我国人群死亡影响的

模型分析，对死亡风险ＲＲ值的自然对数进行效应合

暴露一反应关系及时空变化规律值得深入研究［３·４

并。疾病分类以ＩＣＤ一１０编码为标准。Ｍｅｔａ分析的

１。

基于此，本研究拟搜集已发表的我国对气温与人群

最后结果采用温度每变化１℃时，人群死亡风险增

死亡风险关系的文献，用Ｍｅｔａ分析建立我国气温与

加的百分数及其９５％ＣＩ表示。为研究纬度对气温与

人群死亡的暴露一反应关系，并用Ｍｅｔａ回归分析了

人群死亡风险关系的修饰作用，以纬度为自变量，将

解纬度变化对这种关系的修饰作用，为我国制定适

滞后天数、人均ＧＤＰ、研究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建立

应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Ｍｅｔａ回归模型。纬度数值通过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６．２搜
索获得，各城市人均ＧＤＰ通过中国统计局２０１１年统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以“气温／温度”、“死亡”、“中国”为

计年鉴获取。数据分析通过Ｒ ２．１５．２软件的
“ｍｅｔａｆｏｒ”程序包实现。

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以

结

果

“ｗｅａｔｈ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ａ”为关
键词，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Ｖ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等

１．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按照文献纳入标准，共

英文数据库，收集公开发表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至

筛选文献１０篇，包括１５个城市，分别为香港、广州、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关于中国气温与人群死亡风险关

珠海、长沙、昆明、重庆、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福

系的研究。同时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将其引用的有

州、汕头、上海、南京、武汉（表１）。其中６篇文献描

关中国的参考文献也作为资料来源。

述了温度与非意外死亡间的关系，８篇分析了温度

２．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①文献中死因归类应

与心血管疾病死亡间的关系，６篇研究了温度与呼

参照国际疾病分类编码ＩＣＤ一９或ＩＣＤ一１０；②研究方

吸系统疾病死亡间的关系，有部分文献包含多个死

法应用时间序列方法；③研究的暴露变量为日均气

因的研究。纳入的文献均运用时间序列研究，其中

温，结局变量为全因死亡、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疾病

６篇采用广义相加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死亡或呼吸系统疾病死亡；④文献中对人群总死亡

Ｍｏｄｅｌ），４篇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率与气温关系的描述是定量的暴露一反应关系（如斜

Ｌａ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率、ＯＲ值、ＲＲ值等），并有９５％ＣＩ，即温度每变化１℃

亡之间的关系呈“ｕ”或“Ｖ”形非线性关系，冷热效应

时人群死亡风险的变化；⑤对于研究地点相同的研

有所不同。各城市温度每增加或降低ｌ℃时人群的

究，选择研究时间范围较长或研究时间不重复的文

不同死因死亡风险大小不一，但总体趋势一致，气温

献；⑥排除综述、重复性研究和结果为非定量及研究

高于或低于最适气温都会导致人群死亡风险增加。

极端温度与死亡关系的文献。

２．气温对不同疾病别人群死亡的影响：经ｐ检
验，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Ｐ＜０．０５），故采用随机效

３．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文献纳入标准有针对性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有７篇结果显示温度与死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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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研究地点
香港”

鬻间Ａ（拦美元）ＪＧＤＰ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３ｌ ７５９

鬻

死因
非意外

热７

心血管疾病

冷７

２２．２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２００６—２０ｌＯ

广州

珠海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长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昆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重庆川

北京…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１１ ６９５

９ ７３２

６

５９０

３ ７３２

４

０７３

９ ０７５

非意夕ｈ“’

热３

心血管疾病”１

冷２７

非意外“１

热３

心血管疾病０１

冷２７

非意外：６

热３

心血管疾病“１

冷２７

非意外“３

热３

心血管疾病”’

冷２７

ｊＥ意夕ｈ

０

２３．１６

２２．３０

２８．２１

２５．０４

２９．５９

７ ９８７

福州…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４ １７７

４ ８１５

１．０１０

０．９５９。１．０６４）

１．０９６（１．０７５～１．１１７）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０～１．０３９）

１．２２６（１．１０２～１．３６４）

１．１３４

１．０４７～１．２３０）

１．１１ｌ（１．０７８～１．１４５）

１＿０２３

１．００４～１．０４２、

１．１０３（０．９３５—１．３００）

１．２５９．１．１０４—１．４３６１

１．０６１（１．０２３～１．０９９）

１．０２０，１．００３～１．０３７）

Ｏ．９７２（０．６９６．１．３５８）

１．０８２，０．８５９～１．３６４１

１．０４４（１．０３３～１．０５６）

１．０１７，１．００４．１．０３０１

１．１４３（１．０３８。１．２５８）

ｎ９９２

１．００２（一１．００３～１．００７）

１．００２

０．９５５．１．０３０）
ｄｆ一１．００３～１．００７）

１．００１（一１．００６～１．００７）

１．００ｌｆ一１．００６～１．００７）

１．０３３（一１．００２～１．０６９）

１．０３３Ｉｆ一１．００２～１．０６９１

１．ＯｌＯ（１．００５～１．０１５）

１．０１０Ｉ

１．０２４（１．００６．１．０４３１

１．０２４Ｉ．１．００６．１．０４３）

１．００９（１．０００．．１．０１８）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０。１．０１８）

１．０３０（１．００９～１．０５２）

１．０３０

１．００９～１．０５２）

１．０５５（１．０２３～１．０８８）

１．０２Ｃｌ（１．００７～１．０３４１

１．０９３（１．０１７～１．１７４）

１．０３０

非意外０

３９．９２

非意夕ｈ

热２

心血管疾病

冷１８

３９．１３

呼吸系统疾病
哈尔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１．０８５，１．０１４．】．１６２）

１．ｏｏｏ（ｏ．９６４～１．０４１）

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１．０５５、１．０２２～１．０９０１

１．０４４（１．１３７～ｏ．９５９）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天津㈦

１．０２１（０．９９７．１．０４６１

ｊ｝意夕ｈ

１．００５～１．０１５１

１．０１２～１．０４９１

１．０１ｌ（１．００２．１．０２０）

１．０３ＣＩｆ一１．００８～１．０７７）

心血管疾病

１．０２１ｆ—１．００４～１．０４６）

１．０２１Ｉ’－１．００４～１．０４６）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００２（一１．００３～１．００８）

１．００２ｒ一１．００３～１．００８、

１．２１７ｆ１．１２０～１．３２３）

１．２１７ｆ１．１２０～１．３２３）

１．１２８（１．０６３。１．１９８）

１．１２８

１．０６３～１．１９８１
１．０６３～１．１９９１
１．０１ｌ。１．０４６）

０

非意夕｝０

４５．７５

２６．０８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１３４（１．０６３～１．１９９）

１．１３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３ ５８ｌ

非意夕ｈ

０

２３．３９

１．０２８（１．０１１．１．０４６１

１．０２８

沈阳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７ １６３

心血管疾病”１

热３

４１．８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ｒ１．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７）

呼吸系统疾病””

冷３

上海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１０ ５２９

非意夕｝

热２

心血管疾病

冷３０

汕头

７ｊ

３１．２２

呼吸系统疾病
南京“２

２００４

７ ２４６

武汉…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６

３５７

１．００５（１．００４一１．００５１

１．００２＇１．０００～１．００３１

１．００５（一１．０００～１．００９）

１．０１６＇１．０１３～１．０２０）

１．００５（一１．００１～１．０１１１

１．０２０＇１．０１５～１．０２６）

１．００４（一１．００３～１．ＯｌＯ）

１．０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

心血管疾病０

３２．０４

１．０１９（１．０１２。１．０２５）

１．０１９＇１．０１２。１．０２５）

ｊＥ意夕ｈ

３０．５２

１．００６（一１．００１。１．０１３）

１．０２２＇１．００７。１．０３７）

心血管疾病

１．００７（一１．００３．１．０１７）

１．０３３（１．０１２．１．０５４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０１１（一１．００８～１．０３０）

１．０１２＇一Ｉ．０３５～１．０６１）

０

应模型合并ＲＲ值。结果显示，气温每增加１℃，人群

３１。一３９０、＞／４０。共４个组别。结果显示，在纬度＜

非意外死亡风险增ｊＪＩ ２％，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

２５０地区，气温每增加１℃，人群死亡风险增加０．６％，

４％，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２％；气温每降低

气温每下降ｌ℃，人群死亡风险增加６．５％；而在高纬

ｏＣ，人群非意外死亡风险增加４％，心血管疾病死亡

度地区（＞４００）气温每增加１℃，人群死亡风险增加

１

风险增加４％，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增加２％（表２）。

死因燕ＪＤ值

表２纳入文献Ｍｅｔａ分析的异质性检验及合并效应值
合并ＲＲ值（９５％Ｃ／）
热效应

冷效应

更为明显（５．８％），气温每下降１℃，人群死亡风险增
加反而减少（Ｏ．５％）。在对纬度进行分组后，９值和，
均大大减小，表明异质性减小（表３）。调整滞后天
数（热：０～７ ｄ，冷：０～３０ ｄ）、人均ＧＤＰ和研究时间

后，研究纬度对气温与人群死亡风险影响的修饰作
用。结果显示（图１），纬度每增高５。，高温时人群死
亡风险增加０．３％（９５％ＣＩ：０．１％。０．８％），低温时人
３．纬度对气温和人群死亡风险关系的修饰作
用：按照研究地区的纬度设置００。２５０、２６０～３００、

群死亡风险减少０．８％（９５％ｃ，：０．５％～０．９％）。
４．发表偏倚：绘制漏斗图并对漏斗图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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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同纬度地区气温与人群死亡风险的Ｍｅｔａ分析

中对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
疾病影响最大陵３’２４】。本研究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气温每下降或
上升１ ｏＣ，人群因心血管疾病

死亡人数均上升４％，因呼吸系
统疾病死亡人数均上升２％。
表明气温对心血管疾病死亡
风险大于呼吸系统疾病。Ｌｉｕ
等乜５１研究认为寒冷气温对心
注：圆点代表各项研究（其大小代表研究的权重大小）

血管系统疾病死亡的影响更

图１纬度与人群死亡风险的关系

大且延续时间更长，但本文分

进行检验（图２），存在发表偏倚（Ｚ＝６．８２０６，Ｐ＜

析的合并效应并未发现低温对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影

０．０５）。

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中纳入文献少，样本量有
限以及不同城市选择滞后期的长短不同所致。

０．０００

Ｃｕｒｒｉｅｒｏ等乜６１研究美国东部１ １个城市温度与居
０．０３０

民死亡关系时发现，纬度为一个重要的修饰因子，低
纬度地区人群对冷较为脆弱，而对热要比中高纬度
地区人群更为适应。社会经济因素等也可影响人群
对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香港的一项研究表明ｂ］，

０．０８９

社会经济地位愈低，人群脆弱性愈高。因此本研究

０．１１８
０．８０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ＲＲ值

图２气温变化对人群死亡风险影响的漏斗图

控制了各城市人均ＧＤＰ、滞后天数等因素后同样发
现，高温天气时气温每增加１℃，中高纬度地区人群
死亡风险相对较大；而低温天气时气温每降低１℃，
低纬度地区人群死亡风险更大。纬度每增加５。，高

讨

论

本研究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气温每下降或上

温天气时人群死亡风险增加Ｏ．３％，低温天气时人群
死亡风险减少０．８％。说明我国中高纬度地区人群

升１℃，人群非意外死亡人数分别上升４％和２％。

对热要比低纬度地区人群更脆弱，而对冷要比低纬

Ｇｏｕｖｅｌａ等ｎ４１对巴西圣保罗（亚热带城市）的研究发

度地区人群更为适应。这可能是由于低纬度地区夏

现，以２０℃为界，气温每下降或上升ｌ℃，人群死
亡人数分别上升５．５％和２．６％。Ｒｅｖｉｃｈ和

季炎热时间长，人群在生理和行为上对热已有一定

Ｓｈ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ｎ５ ３研究发现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平均气

季温度普遍较高，人群对冷的适应能力则较弱；中高

温超过１８℃时，气温每增加ｌ℃其死亡人数增加

纬度地区冬季温度低且持续时间长，夏季较为凉爽，

２．８％；当低于１８℃时，气温每下降１℃死亡风险增

人群对冷的适应能力较强，反而对热表现得更为脆

加０．４９％。国内外研究结论均表明¨¨２｜，每日温度与

弱。目前多数研究关注高温或低温天气的成因以及

日死亡人数的关系呈非线性，低于或高于最适气温
均导致死亡风险增加。

对经济的影响，较少关注由其造成的健康问题，因此

气温对不同疾病人群的健康效应存在差异，其

度地区高温天气以及低纬度地区低温天气对人群死

适应能力，对热较不敏感，而低温时间相对较短且冬

应加强对脆弱地区的健康指导，尤其是关注中高纬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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