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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性道路交通伤害预测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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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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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田木

胡国清吴静

构建针对致死性道路交通伤害预测模型，为预测道路交通伤害未来发展趋势

提供基础。方法查询ＷＨＯ死亡数据库获取不同国家道路交通伤害死亡人数资料，通过世界银
行、ＷＨＯ、联合国人口司等机构网站获取各国不同年份人均ＧＤＰ、城市化水平、机动化水平及教育

水平等资料，构建包含上述４个自变量的男女各年龄组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对数模型，并与ＷＨＯ
模型拟合优度进行比较。结果共收集２ ６２６份数据（来自１５３个国家／地区；男女各半；时间

１９６５－－２０１０年）。选用人均ＧＤＰ、机动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教育水平４个变量构建的道路交通伤
害死亡率拟合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男性０—４、５—１４、１５—２４、２５—３４、３５—４４、４５—
５４、５５～６４、≥６５岁组模型的决定系数尺２分别为２２．７％、３１．１％、５１．８％、５２．３％、４４．９％、４１．８％、
４０．１％、２５．５％，女性各年龄组分另０为２２．９％、３２．６％、５１．１％、４９．３％、４１．３％、３５．９％、３０．７％、２０．１％；
ＷＨＯ模型仅选用人均ＧＤＰ、教育水平和时间变量构建不同性别、年龄组预测模型，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男性各年龄组模型决定系数砰分别为１４．９％、２２．０％、３１．５％、３３．１％、３０．７％、
２８．５％、２７．７％、１７．８％；女性各年龄组模型分别为１４．１％、２０．６％、３０．４％、３１．８％、２６．７％、２４．３％、
１７．３％、８．８％。结论本研究构建的道路交通伤害预测模型优于ＷＨ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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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负担的预测方法目前主要以ＷＨＯ全球疾
病负担研究小组提出的简约回归模型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为主…，其预测结

据；同时采用“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ａｍｅ”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Ｒ“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检索谷歌搜索引擎和谷

果已被广泛用于支持卫生决策。但该预测模型对预

歌学术数据库，收集各国家发布的有关机动车保有

测道路交通伤害的负担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模型

量的统计资料ｎ

选用的预测变量（人均收人、≥１５岁人群平均受教

８｜，或从相关文献中提取数据ｎ引。
查询中国历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２”２ ２Ｉ，收集

育年限、吸烟强度、年份）仅对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数据。

５。１

性疾病预测效果较好，但对道路交通伤害预测效果

２．建立道路交通伤害负担预测模型：借鉴全球

较差ｎ１；再如就一个国家或地区道路交通伤害发生

疾病负担研究项目组的简约回归模型，构建不同性

而言，机动车数量、城乡人口构成、人口结构等社会

别、不同年龄组的道路交通伤害统计模型，结局变量

经济要素均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瞳。］，该模型却未

为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胞，／１ ０万）。预测变量的选

考虑在内。本研究拟结合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机制，

择主要基于两条原贝｜ｊ：①相关性，即在宏观层面上，

采用现有资料从国家层面上构建针对性的道路交通

所选变量与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现实关

伤害负担拟合模型，为道路交通伤害负担未来发展
趋势的预测提供基础。

联性；②可及性，即所选变量的既往资料在现阶段可
以获取。

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与道路

资料与方法

交通伤害的发生强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２卜２ ５｜，故本

１．数据来源：

研究选用人均ＧＤＰ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水

（１）道路交通伤害负担资料：来自ＷＨＯ死亡数
据库（Ｔｈｅ ＷＨＯ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收集不同国

平发展的指标，以现价美元为单位，并对不同年份采
取一定的贴现率，记为人均ＧＤＰ（ＩｎＧ）。

家、不同性别（男／女）、不同年龄段（０～、５～、１５～、

一般认为机动车数量为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的重

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岁）的道路交通伤害死

要危险因素，机动车数量越多，人群暴露于危险因素

亡人数资料皤一１。

的机会相对增加，其发生道路交通伤害概率也相应

（２）经济水平等相关资料：①人口数据：查询

提高ｂ，２６Ｉ，故本研究采用“机动车化水平”作为一个预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网站，获

测变量，机动化水平＝机动车保有量／总人口数，记

取《世界人口预测一２０ｌＯ版》（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８＇９。，从中提取不同国

为机动车化水平（ＩｎＭ）。

家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各年龄段历史数据。②城市化水

已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而无计
划的城市化加重了道路交通伤害的严重形势乜７。，故

平（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查询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

本研究将其作为一个预测变量，采用一个国家或地

事务部人口司网站，获取《世界城市化预测～２０１ １

区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予以衡量，记为城市

版》（Ｗｏｒｌｄ

化水平（１ｎＵ）。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２０ １ １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ｎ毗“Ｉ，从中提取不同国家和地区１９５０—

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可能通过促进形成健康生

２０１０年城市人口数和总人口数的历史数据。③经

活方式、对儿童更健康的培养方式等促进人类健

济水平：查询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网站¨２１，收集各
国家不同年度的人均ＧＤＰ（ＧＤＰ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数据。

康瞳８。…，故本研究按Ｂａｒｒｏ和Ｌｅｅ¨３１方法也将“≥１５岁
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预测变量，记为教育水平

④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参照ＷＨＯ疾病负担研究方

（１Ｉ也）。

法…，采用Ｂａｒｒｏ和Ｌｅｅ【】纠提出的≥１５岁人群平均受

参照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ｇ／Ｊ，组提出的对数转

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指标，并基

换线性模型拟合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与相关变量的

于不同国家各教育阶段的人学率及毕业率等得出的

函数关系，将ｌｎＧ对数值的平方（１ｎＧ）２纳入模型，以

最新研究报告（２０ ＬＯ版）中提取不同国家／地区、不同

检测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与自变量之闻的对数非线

性别的教育水平数据。

性关系ｂ ０｜，即

（３）机动车化水平（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查询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ｎ“，获取《国际统计年鉴》
资料，从中提取不同国家相关年份机动车保有量数

ＬｎＭｔ“＝以ｌｎｇ，ｌｎＥ，ｌｎＵ，ｌｎＭ，（１ｎＧ）２］

式中ａ，ｋ分别表示年龄组和性别分类；Ｍｔ“表示道路
交通伤害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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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表１本研究分析数据的特征（ｎ＝２ ６２６）

重复ＷＨＯ模型［仅选用ｌｎＧ、ｌｎＥ、时间（ｒ）和
（１ｎＧ）２作为自变量］，对同一数据集进行对数转换线
性拟合，并采用决定系数评价两种模型对历史数据
拟合的优劣。如个别组别的预测模型拟合效果很差

（决定系数Ｒ２＜０．１０），则参考ＷＨＯ方法…，假定道

路交通伤害死亡率随时间无明显变化趋势，即道路
交通伤害死亡率在预测期间保持不变ｎ＇３０’３１｜。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和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
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及图表制作。
结

果

１．数据特征：共收集２ ６２６份不同国家不同年份
的数据。男／女性各１ ３１３份；时间为１９６５－－２０１０年；
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国家／地区
的数据分别有６９６、８９６、４００、２４０、１９４、２００份，依次

注：８参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２０１０年人文发展报告》的
分类标准

占２６．５％、３４．１％、１５．２％、９．１％、７．４％、７．６％；共来自
１５３个国家／地区，其中发达国家／地区３５个（７９．５％，

与ＷＨＯ模型拟合男性各年龄组０～、５～、１５。、

３５／４４），发展中国家／地区１０５个（６１．０％，１０５／１７２），最

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岁数据的相应决定系

不发达国家／地区１３个（７９．５％，１３／２４）（表１）。

数尺２（％）依次为（２２．７、１４．９）、（３１．１、２２．０）、（５１．８、

２，致死性道路交通伤害负担预测模型：选用

３１．５）、（ｓ２．３、３３．１）、（４４，９、３０．７）、（４１．８、２８，５）、（４０．１、

ｌｎＧ、ｌｎＭ、ｌｎＥ、ｌｎＵ和（１ｎＧ）２作为自变量，对男、女性

２７．７）、（２５．５、１７．８）；女性各年龄组数据的相应决定

各年龄组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数据分别进行对数线

系数Ｒ２（％）依次为（２２．９、１４．１）、（３２．６、２０．６）、（５１．１、

性回归分析发现：自变量均进入回归模型，回归模型

３０．４）、（４９３、３１．８）、（４１．３、２６．７）、（３５．９、２４３）、（３０。７、

整体拟合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同时重复

１７－３）、（２０．１、８．８）（表２）。

ＷＨＯ模型做法，仅选用ｌｎＧ、ｌｎＥ、Ｔ和（１ｎＧ）２变量进
行对数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除Ｆ变量未进人５～岁组

讨

论

拟合模型外，自变量均进入回归模型，回归模型整体

与ＷＨＯ的预测模型相比，本研究构建模型中

拟合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本研究拟合模型

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决定系数均有７．８％。２０．７％上

表２两模型中各年龄组男女性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对数线性拟合结果

注：。此列变量本研究模型为ｌｎＭ，ＷＨＯ模型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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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升，说明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优于ＷＨＯ预测模型。

这主要是由于本研究模型增加了机动化水平（１Ｉ嘶）

ｕｎｐｄ／ｗｕ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１ １］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和城市化水平（１ｎＵ）两变量。前者水平上升，环境中
的道路交通伤害危险因素相应增加，人群发生道路

带来极大的压力，同时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流动性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ＤＰ

ｃａｐｉｔ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ＥＢ／ＯＬ］．

ｐｅｒ

［２０１３—０５—０５ Ｊ．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
ＰＣＡＰ．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ａｇｅ－－－－６＆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ｆａｕｌｔ．
１ ３

ＢａｌＴＯ ＩＬｌ，Ｌｅｅ

ＪＷ．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９５０—２０１０ｊ Ｊ Ｊ．Ｊ Ｄｅｖｅｌ Ｅｃｏ，２０１２．１５（１）：ｌ一１５．

［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１１［ＥＢ／

越大，驾车出行增多，交通流量增加，这些在客观上
１５

都增加了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的不安全因素Ｈ’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

［１２ Ｊ

交通伤害的概率也相应提高ｂ＇２５１；后者进程快速推
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给道路交通运行和交通安全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Ｕｎｉｔｅ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ＯＬ］．［２０１３－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ｑｔｓｊ／百ｓｊ／．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１

Ｍ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ａｄ

Ｇｅｎｅｖａ：ＩＲＦ，２００１．

尽管既往研究表明相关法规（如禁止酒后驾

１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ａ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Ｄａｔａ

１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ａ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Ｄａｔａ

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作用，但由于资料获取的局限性，本研究暂未将相关
交通法规纳入模拟模型。但本研究用于拟合的数据
大部分（超过７０％）为各国２１世纪的数据，而大部分

Ｍ １．Ｇｅｎｅｖａ：ＩＲＦ，２００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１９

国家在这一时期（或更早）都已采取被广泛证明行之
有效的相关法规（禁止酒后驾车、限速和强制使用安

２００４ｌ Ｍ １．Ｇｅｎｅｖａ：ＩＲＦ，２００６．

１９９９ ｔｏ

车ｂ２’”１）对降低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具有一定促进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Ｒｏａ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Ｄａｔａ

Ｍ １．Ｇｅｎｅｖａ：ＩＲＦ，２０１０．

Ｍ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ｏａ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Ｍ］．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５：５—９．

Ｕｎｉｔ，Ｒｏａ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全带等）。因此本研究在构建预测模型时未将法律

［２０］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
（２００３年度）［Ｍ］．北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２００４．

法规作为预测变量。

［２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提出的预测模型是建立

（２００４年度）［Ｍ］．北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２００５．
［２２］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

国家层面上的模型，受资料可及性影响较大，无法达
到基于理论的个体水平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仅在
宏观层面对未来道路交通伤害发展做出大致预测。

（２０１０年度）［Ｍ］．北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２０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４］Ｐａｕｌｏｚｚｉ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ｖ ｂｙ
Ｊ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７，３４９（９０６４）：１４９８—１５０４．
ＬＡ．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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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ｆｉｌ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Ｇｅｒｉａｔｒ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Ｉｎｔ，２００９，９（３）：２９０—２９７．

Ｊ

Ｇ，Ｂａｋｅｒ

ＴＤ，Ｂａｋｅｒ ＳＲ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ｃｉｄ Ａｎａｌ Ｐｒｅｖ，１９９８，３０

（２）：１５１—１５９．
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ｒａｍｃ

ｏｕｎｅｄ［Ｊｊ．Ｒｏｏ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０６，６（５）：ｌＯ一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相关性分析［Ｊ］．道路交通与安全，２００６，６（５）：１０—１２．
［６］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ＨＯ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ｌ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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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ｔｄａｔａＪｅｎ／Ｄ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ｏｆ

Ｋ，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ＪＥ，Ｓｈａｈｒａｚ Ｓ，ｅｔ

ｃａｕｓｅ．ｏｆ－ｄｅａｔｈ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ａ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ｉｌ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Ｊ１．ＢｕｌｌＷｂｄ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２０１０，８８（１１）：８３１－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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