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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气旋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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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带气旋对生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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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气旋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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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传染病等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１。
１．伤害和死亡：台风引起房屋倒塌、玻璃碎片、漂浮物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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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高空坠落等可导致各种伤害，具有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等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Ｍａ

特征。龚震宇等伯１对２００４年“云娜”台风伤害现状的研究表

Ｗｅｉ，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ｍａ＠ｓｄｕ．ｅｄｕ．ｃｎ

Ｔｈ／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加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明，伤害的发生与风速和降雨量息息相关。在台风所致的直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９刀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２０１２ＣＢ９５５５００—９５５５０２）．

接伤亡中，硬物击伤病死率最高，达３１％，碰撞伤为１９％。

【Ｋｅｙ

Ｓｈｅｎ等。９ ３对２００６年“桑美”台风的研究也发现伤害在风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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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达到高峰。
Ｄｏｏｃｙ等１ ０。对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热带气旋对人类健康影

热带气旋在带来充足降水的同时，也带来大风、暴雨

响的研究显示，期问共有４１２ ６４４人死亡，２９０ ６５４人受伤，

和风暴潮，对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国内外研究表明，

４６６

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热带气旋发生频率和强度均将

发现，台风造成的死亡中，创伤相关的直接死亡不足４％，台

增加…。

风后一段时间内全死因死亡率的增加与心脏病、癌症和事故

１００万人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ＭｃＫｉｎｎｅｙ等…１的研究

一、热带气旋的概念与分布

等的死亡具有统计学相关。其中，台风后事故死亡率增加平

１．概念：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海洋上的气旋

均持续２２ ｄ，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升高均长达２个月。

性涡旋，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天

２．传染病：台风后公共卫生服务和保健基础设施的破

气系统。根据我国最新的热带气旋等级标准，按底层中心附

坏、清洁水被污染、人群密度改变（特别是拥挤的帐篷）、人口

近最大平均风速分为６个等级：热带低压（１０．８～１７．１ ｍ／ｓ）、

迁移、因住所损坏而增加的环境暴露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变使

热带风暴（１７．２～２４．４ ｍ／ｓ）、强热带风暴（２４．５～３２．６ ｍ／ｓ）、台

得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可能性增加。

风（３２．７～４１．４ ｍ／ｓ）、强台风（４１．５～５０．９ ｍ／ｓ）和超强台风（≥

（１）细螺旋体病：台风导致的洪涝阻止了动物尿液渗入

ｍ／ｓ）”］。台风是一种强度大、破坏力强的剧烈的热带气

土壤或挥发，使得细螺旋体在水中或淤泥中生存繁殖。而

旋，在北半球台风作逆时针方向转动，在南半球作顺时针方

人群可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接触受到细螺旋体感染动物

向转动。根据发生地点分为３种：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及中

尿液污染的水、食物和土壤等感染”“。２００１年台风“Ｎａｌｉ”引

国南海称为台风（ｔｙｐｈｏｏｎ），发生在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

发的洪水导致台湾细螺旋体病的发病风险增加““。Ｓｅｈｇａｌ

墨西哥湾和北太平洋东部等地称为飓风（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发生在

等“４１调查显示，台风发生后２周出现大量发热伴出血的患

印度洋、孟加拉湾及阿拉伯海称为旋风（ｃｙｃｌｏｎｅ）ｎ］。

者，实验室检查证实有１９．２％的患者为细螺旋体病。２００９年

５１．０

２．分布：西北太平洋是发生全球热带气旋最多的海域
（平均每年２０多个），约占全球总数的１／３，也是全球唯一全年

台湾“莫拉克”台风发生后，细螺旋体病患者数增多，且高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相同时期”“。

各月均可观测到热带气旋的区域，而且也是强台风和超强台

（２）霍乱：台风可导致大量降水甚至引发洪水，使受灾地

风最容易产生的地区。４１。中国位于太平洋的两北岸，是世界

区配水网系统和卫生设施受到损坏，污染饮用水。２００９年５

上受热带气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有７个台风

月旋风“ＡＩＬＡ”袭击印度，Ｐａｎｄａ等”６１研究发现，与２００７年相

或热带气旋在沿海各省登陆，其中海南、广东、福建和浙江影

比，２００９年６月印度的腹泻发病率明显升高，５４％的粪便样本

响最严重”１。各等级热带气旋均表现为夏季多、冬季少的特

中分离到霍乱弧菌。Ｐａｌｉｔ等”７１研究显示，旋风“ＡＩＬＡ”使得

点，６—１０月是热带气旋登陆我国较为集中的月份哺１。

饮用霍乱弧菌污染水的可能性增大，Ｂｈｕｎｉａ和Ｇｈｏｓｈ””的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
（２０１２ＣＢ９５５５００—９５５５０２）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究与之一致。美国ＣＤＣ报告显示”“，在２００５年“Ｋａｔｒｉｎａ”台
风８月２９ Ｅｔ登陆至９月１１日期间共有２２例新发弧菌病，致病
菌为创伤弧菌、肠炎弧菌和无毒性霍乱弧菌。
（３）疟疾和登革热：台风带来的大量降水给蚊虫提供了

学系

良好的繁殖条件，同时，台风过后人群拥挤以及危险因素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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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增加也增加了疟疾和登革热感染的机会。Ｈｓｉｅｈ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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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显示［２０，２１，台风或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大量降

三、热带气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水与登革热的发病相关且有几周的滞后效应。Ｈｓｉｅｈ等”２］对

台风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

２００１年古巴哈瓦娜１２ ８８９例登革热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分布

济损失，而且给灾民带来了焦虑、沮丧、抑郁、创伤后应激障

的研究显示，登革热的流行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而台风

碍等严重的心理影响和精神伤害。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恰好在转折点相应的日期登陆，之后便出现了更

１．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ＰＴＳＤ是热带气旋对人类心

为严重和更长时间的登革热流行。这提示尽管台风

理和精神健康最主要的影响，“。。Ｎｅｒｉａ等。”。对自然灾害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不是造成登革热流行的直接原因，对登革热的流

ＰＴＳＤ的相关研究分析发现，日前对于自然灾害后ＰＴＳＤ的

行也起到了促进作用。１９６３年飓风“Ｆｌｏｒａ”袭击海地，导致

研究对象多为成年人，只有６．３％的研究是关于儿童和青少年

７５

０００多例恶性疟暴发；１９９８年飓风“Ｍｉｔｃｈ”导致危地马拉

人群的。

和洪都拉斯登革热患病率显著上升，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疟疾

女性在自然灾害中更易出现沮丧、焦虑、ＰＴＳＤ等精神

患者”…。Ｂｅａｔｔｙ等［２４ ３对海地２００４年台风“Ｊｅａｎｎｅ”袭击后的

疾病，然而Ｈａｒｖｉｌｌｅ等研究发现”，”１，台风或飓风的暴露并

１１６例发热患者检查发现，其中有３例为疟疾和２例急性登革

未导致孕产妇心理问题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尽管老年人

热感染。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在经

（４）其他传染性疾病：热带气旋不仅导致水传播疾病和

济、心理和体力上仍处于劣势，冈此老年人是台风后沮丧、

媒介传播疾病的增加，还可因人群拥挤、卫生条件较差、营养

焦虑、ＰＴＳＤ等精神疾病的易感人群［４…。台湾一项对经历

不良等进一步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腹泻、肺结核等疾病的

２００９年“莫拉克”台风的老年人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和政府

发生““。ＷＨＯ报告显示，腹泻疾病是自然灾害中主要的死

计划灾后安置的老年人对ＰＴＳＤ更加易感¨“。此外，热带气

因（４０％）”５。，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可导致腹泻疾病发病率明

旋（台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不仪影响当地受灾居民的身

显增加，也应引起重视。

心健康，对救援人员的精神健康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４２。

３．慢性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研究报告指出
飓风登陆后的第１０天为就诊高峰期”“，其中慢性病占３３％。

２．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Ｎｏｒｔｈ等Ｈ”研究表明，ＰＴＳＤ
可能是慢性的，即在创伤事件发生多年以后，仍有１／３～２／３

（１）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通常在自然灾害发生

的患者未完全恢复。Ｍｉｌｌｓ等。４２。研究发现在２００５年“Ｋａｔｒｉｎａ”

的几小时至几周内发病增加，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飓风对

飓风发生１年后，受灾地区居民ＰＴＳＤ患病率仍高达３８．２％：

急性心肌梗死发作也具有长期影响，且主要影响男性。２００５

美国ＣＤＣ对警察和消防员的调查也发现，在该飓风发生后

年“Ｋａｔｒｉｎａ”飓风是美国遭受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飓风之一，造

的２～３个月他们的ＰＴＳＤ患病率分别为１９％和２２％ｍ。

成直接经济损失８００亿美元”…。Ｇａｕｔａｍ等”叫在杜兰科学中

Ｐａｘｓｏｎ等【４５ ３关于台风对灾区低收入母亲心理影响的研究也

心医院进行的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在飓风发生２年

发现，尽管她们的ＰＴＳＤ有所改善，但在４３～５４个月后症状

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所占的比例由飓风发生２年前的０．７１％

仍然比较明显。由此可见，热带气旋这一极端天气事件对不

升高至２．１８％。为继续观察该飓风对心血管疾病的长期效

同人群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有所差异。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等［４６１对

应，Ｊｉａｏ等乜９。在飓风发生后３年对美国杜兰大学医院的急性

受飓风影响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在随访中有３９％已经恢

心肌梗死患者继续进行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仍显示

复，平均恢复时间为１６．５个月，但是大部分的成年人在１８～

该比例由０．７％升至２．０％；平均发病年龄也由飓风发生前的

２７个月的随访中均未恢复。

６２岁下降至５９岁，而且多数患者为男性。

３．物质滥用：压力、ＰＴＳＤ、消极等心理危险因素与烟酒

（２）糖尿病：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不适宜的环境下（如台

的使用甚至滥用有关。Ｆｌｏｒｙ等Ｈ７１研究发现，与飓风发生前

风袭击后）会出现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导致患者并发症发

相比，幸存者具有极高的烟酒使用率：香烟的使用率为５３％，

作，加重糖尿病患者病情和死亡的风险ｂ…。因此，在台风或

而且３６％的幸存者具有高度尼古丁（烟碱）依赖；７２％的幸存

飓风发生后抗糖尿病药物的及时供应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问

者饮酒或含酒精的饮料。然而Ｂｅａｕｄｏｉｎ［４引的研究却发现飓

题。关于“Ｋａｔｒｉｎａ”台风对糖尿病影响的评估显示，台风后

风使得酒精的使用率较飓风发生前有明显的提高，但是香烟

医疗保健、食物和药物的短缺将会严重影响糖尿病患者的

的使用未有明显变化。如经历２００８年飓风“Ｉｋｅ”的青年则选

健康”“。它不仅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保健费用，而且还会

择饮酒及使用大麻、水晶甲基苯丙胺和“伟哥”等药物［４…。

减少他们的期望寿命，同时大量的患者群也会对经济造成很
大的影响¨“。

４．行为影响：研究表明热带气旋（台风）会导致青春期
女性出现严重的不良行为ｂ“。Ｓｅｎｇ等ｂ“研究也发现飓风也

（３）其他疾病：在台风后的清理或重建工作中，暴露于

会引起青少年产生创伤后应激症状，且症状重者与轻者相

霉菌等危险因素的增加可能会使哮喘、肺气肿等慢性疾病

比有更频繁的性行为发生，通过性传播感染疾病的可能性

加重””。在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癌症新发患者的增加还会加

也是对照组的２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台风还会导致

重当地癌症的疾病负担ｂ“。同时，台风发生后，动物或昆虫

青少年自杀危险增加，这与台风暴露和由此引起的ＰＴＳＤ、

咬伤的发病率也有所升高”“，这可能与暴露于危险因素增加

抑郁等有关［５“。

有关。

综上所述，热带气旋对人类健康可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４６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ｉ：畚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不同级别的热带气旋对丁人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ａ

类健康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探讨热带气旋对心理健康的长期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１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ｃ

和短期影响以及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提出应对热带气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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