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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影响ꎬ为提高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

法　 收集上海市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小学生每日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资料、大气污染和气象资料ꎬ利用基于

广义相加模型的时间序列分析ꎬ同时控制时间长期趋势和温湿度影响ꎬ定量评价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

缺课的影响ꎮ 结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ꎬ浦东新区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率为 ０.０７％ꎬ浦东新区 ＰＭ２.５ 对小学生

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因病缺课当日ꎬＳＯ２ 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滞后 ２ ｄꎬ污染物质量体积指

数每升高 １０ μｇ / ｍ３ ꎬ每日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人数分别增加 １.４３％(９５％ＣＩ＝ ０.２５％ ~ ２.６２％)和 ６.７９％(９５％
ＣＩ＝ ０ ２５％ ~ １３.３２％)ꎮ ＰＭ１０ 和 ＮＯ２ 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影响的单日滞后和多日累积效应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浦东新区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存在影响ꎬ大气污染防治仍需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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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浦东新区卫计委面上项目(ＰＷ２０１５Ａ－２)ꎻ上海市卫计委

面上项目(２０１６４００５４)ꎮ
【作者简介】 　 杨敏娟(１９８１－　 )ꎬ女ꎬ江苏省人ꎬ硕士ꎬ主管医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环境流行病学ꎮ
【通讯作者】 　 沈惠平ꎬＥ￣ｍａｉｌ:ｈｐｓｈｅｎ＠ ｐｄｃｄｃ.ｓｈ.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７

　 　 大气污染是目前全球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ꎬ
其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定量研究是环境流行病学领域

的热点之一ꎮ 大气污染物包括大气颗粒物和气态污

染物ꎬ国内外的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大气

污染物与人群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关[１－３] ꎮ 学龄儿童正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ꎬ呼吸系统对大气污染物高度敏

感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大气污染物能使儿科急诊量和门

诊量增加[４－５] ꎬ且大气颗粒物污染对儿童肺功能有

影响[６] ꎮ
因病缺课监测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记录学生每日

缺课情况并对症状或疾病诊断等信息进行报告ꎬ能及

时掌握学生健康状况ꎬ及早发现疾病疫情和突发事件

苗头ꎬ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７] ꎮ 上海市自

２０１０ 年起开展学生每日因病缺课缺勤网络直报工作ꎬ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

缺课情况ꎬ探索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呼吸健康的影响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１.１.１　 小学生因病缺课数据 　 收集上海市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小学生每日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资料ꎬ纳

５１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入统计的数据为一至五年级小学生ꎬ年龄 ５ ~ １３ 岁ꎬ病
例性质为“新发”(因病首次缺课)ꎬ缺课症状和疾病包

含咳嗽、鼻塞、流涕、打喷嚏、咽喉痛、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肺炎”和“哮喘”ꎮ
１.１.２　 大气污染和气象资料 　 大气污染资料来自上

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监测中心ꎬ具体指标包括:ＰＭ２. ５
(μｇ / ｍ３ )、 ＰＭ１０ ( μｇ / ｍ３ )、 ＳＯ２ ( μｇ / ｍ３ ) 和 ＮＯ２ ( μｇ /
ｍ３)的逐日平均质量体积指数ꎮ 同期气象资料来源于

上海市浦东新区气象局ꎬ包括温度(℃ ) 和相对湿度

(％)的日平均值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统计学描述　 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对大气污染数

据、气象指标和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情

况进行描述性分析ꎬ指标包括均值±标准差ꎬＰ２５ꎬＰ５０ꎬ
Ｐ７５和范围ꎮ
１.２.２　 时间序列分析 　 对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小学生

总体来说ꎬ每日因病缺课发生属于小概率事件ꎬ其实

际分布近似服从 Ｐｏｉｓｓｏｎ 分布ꎮ 研究采用基于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的广义相加模型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ＧＡＭ)分析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与大气

污染的关联ꎬ并采用平滑样条函数拟合时间序列的长

期趋势和温湿度影响ꎮ 模型自由度的选择基于 ＡＩＣ
法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并参考相关文

献[８] ꎮ 单污染物模型如下:
　 　 ｌｇＥ(Ｙｔ ) ＝ βＺｔ ＋ｎｓ( ｔｉｍｅꎬｄｆ) ＋ｎ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ｄｆ) ＋ｎｓ( ｈｕ￣
ｍｉｄｉｔｙꎬｄｆ) ＋ＤＯＷ＋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其中ꎬＹｔ 表示第 ｔ 日的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

疾病缺课人数ꎻＥ(Ｙｔ)表示第 ｔ 日的小学生因呼吸系统

症状和疾病缺课人数的期望值ꎻＺｔ 表示第 ｔ 日的大气

污染物浓度ꎻβ 表示回归系数ꎻ采用三次立方样条函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ｕｂｉｃ ｓｐｌｉｎｅꎬｎｓ)分别对时间趋势( ｔｉｍｅ)、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和相对湿度(ｈｕｍｉｄｉｔｙ)进行拟合ꎬ自由度

(ｄｆ)设置分别为 ７ / 年ꎬ４ꎬ４ꎻＤＯＷ 是用于控制“星期几

效应”的分类变量ꎻ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为常数项ꎮ
对当日(ｌａｇ０)的大气污染物质量体积指数与小学

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进行分析ꎬ同时考虑污

染物滞后效应(即滞后 １ ~ ２ ｄꎬｌａｇ１ ~ ｌａｇ２)和累积滞后

效应(ｌａｇ０１ ~ ｌａｇ０２)ꎬ采用最大效应值作为大气污染对

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影响的暴露风险

估计值ꎬ用相对危险度(ＲＲ)和超额危险度(ＥＲ)评价

效应大小ꎬＥＲ ＝ (ＲＲ－１) ×１００％ꎬ即污染物质量体积指

数每升高１０ μｇ / ｍ３ 时每日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

疾病缺课人数增加的百分比(％)ꎮ 本研究采用 Ｒ 软

件的 ｍｇｃｖ 软件包进行模型拟合分析ꎮ
１.２.３　 灵敏度分析 　 通过改变控制长期趋势的时间

变量的自由度 ｄｆ(４ ~ ９ / 年)检验模型的稳定性ꎮ 通过

多污染物模型分析ꎬ即在上述单污染物模型中同时纳

入 ２ 种以上大气污染物种类ꎬ观察各污染物健康效应

的变化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小学生因病缺课累

计监测 ７１ ２２４ ４８８ 人日ꎬ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

累计 ４７ ７２３ 人日ꎬ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率为

０ ０７％ꎮ 平均每日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小学生

１３２ 名ꎬ 其中男生 ７３ 名ꎬ 女生 ５８ 名ꎮ 大气污染物

ＰＭ２.５ꎬＰＭ１０ꎬ ＳＯ２ 和 ＮＯ２ 的日均浓度分别为 ４３. ３ꎬ
５５ ３ꎬ１３.６ 和 ３８.９ μｇ / ｍ３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

大气污染物气象因素和小学生因病缺课情况

变量 ｘ±ｓ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范围

ＰＭ２.５ / (μｇｍ－３) ４３.３±２８.４ ２３.０ ３６.０ ５６.０ ４.０~ ２０５.８
ＰＭ１０ / (μｇｍ－３) ５５.３±３０.６ ３４.０ ４９.０ ６９.０ ９.０~ ２２７.０
ＳＯ２ / (μｇｍ－３) １３.６±６.２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６ ６.０~ ６０.８
ＮＯ２ / (μｇｍ－３) ３８.９±１８.３ ２５.０ ３５.３ ５０.０ ９.０~ １０８.０
温度 / ℃ １６.５±８.０ ９.６ １７.２ ２２.９ －５.４~ ３３.２
相对湿度 / ％ ７５.１±１３.３ ６６.８ ７６.８ ８５.０ ３２.７~ ９８.４
缺课学生数 １３２±９０ ７９ １０６ １５６ ６~ ６９７
缺课男生数 ７３±４９ ４３ ６０ ８９ ３~ ３８２
缺课女生数 ５８±４１ ３４ ４８ ６８ ３~ ３１７

图 １　 浦东新区小学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

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月分布

　 　 由图 １ 可见ꎬ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

在 １２ 月和次年 １ 月最高ꎬ２ꎬ６ 和 ９ 月较低ꎮ
２.２　 大气污染物与气象因素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大气污染物之间呈正相关( ｒ ＝ ０. ６３ ~ ０. ８４ꎬＰ 值均<
０ ０１)ꎬ气象因素(温度和相对湿度)与各大气污染物

呈负相关( ｒ ＝ －０.２３ ~ －０.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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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

大气污染物与气象因素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ｒ 值)

变量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 ＳＯ２ ＮＯ２ 温度
ＰＭ１０ ０.８４∗∗

ＳＯ２ ０.７４∗∗ ０.６８∗∗

ＮＯ２ ０.７２∗∗ ０.６３∗∗ ０.６６∗∗

温度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４０∗∗ －０.４４∗∗

相对湿度 －０.１４∗∗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３０∗∗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

的影响　 ＰＭ２.５ 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因病缺课当日ꎬ
ＳＯ２ 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滞后 ２ ｄꎬ污染物水平每升高

１０ μｇ / ｍ３ 时ꎬ每日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

人数分别增加 １. ４３％ 和 ６. ７９％ꎮ 多日累积效应中ꎬ
ＰＭ２.５ 和 ＳＯ２ 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均

存在影响(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ＰＭ１０ 和 ＮＯ２ 对小学生因

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影响的单日滞后和多日累

积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大气污染物每升高 １０ μｇ / ｍ３ 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人数增加比例 / ％

时间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 ＳＯ２ ＮＯ２

当日 １.４３(０.２５ ~ ２.６２) ∗ ０.９２( －０.２８ ~ ２.１３) ４.８６( －１.０９ ~ １０.８１) １.２４( －０.９７ ~ ３.４５)
滞后 １ ｄ １.１８( －０.０５ ~ ２.４０) ０.５３( －０.５８ ~ １.６４) ６.１４( －０.１~ １２.３９) －０.１( －２.２７~ ２.０７)
滞后 ２ ｄ ０.２７( －１.０２ ~ １.５５) －０.１４( －１.２１ ~ ０.９３) ６.７９(０.２５ ~ １３.３２) ∗ ０.１５( －２.０７ ~ ２.３７)
２ ｄ 累积 １.８９(０.４４ ~ ３.３４) ∗ １.１４( －０.３ ~ ２.５８) ７.９４(０.７２ ~ １５.１５) ∗ ０.８２( －１.８３ ~ ３.４７)
３ ｄ 累积 ２.０５(０.２７ ~ ３.８２) ∗ ０.８８( －０.７５ ~ ２.５) １２.６１(３.７８ ~ ２１.４５) ∗∗ ０.９１( －２.２６ ~ ４.０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内数字为 ９５％ＣＩꎮ

　 　 选择 ＰＭ２.５ 和 ＳＯ２ 的单日最大效应指标进行模

型灵敏度分析ꎬ改变控制时间长期趋势的平滑函数自

由度(ｄｆ ＝ ４ ~ ９ / 年)ꎬ发现当日 ＰＭ２.５ 和滞后 ２ ｄ ＳＯ２

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均有影响ꎬ但变

量自由度较大时(ｄｆ>７ / 年)结果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多污染物模型结果显示ꎬ调整 １ 种或者 ２
种污染物后ꎬ当日 ＰＭ２.５ 和滞后 ２ ｄ ＳＯ２ 对小学生因

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影响效应都有不同程度

增加ꎮ 见表 ４ ~ ５ꎮ

表 ４　 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大气污染物对小学生因呼吸

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影响的灵敏度[ＲＲ 值(９５％ＣＩ)]

自由度 ｄｆ / 年 ＰＭ２.５(当日) ＳＯ２(滞后 ２ ｄ)
４ １.０３(１.０２ ~ １.０５) ∗∗ １.１３(１.０５~ １.２０) ∗∗

５ １.０２(１.０１ ~ １.０３) ∗∗ １.０６(０.９９~ １.１３)
６ １.０２(１.０１ ~ １.０３) ∗∗ １.０５(０.９８~ １.１２)
７ １.０１(１.００ ~ １.０３) ∗ １.０７(１.００~ １.１３) ∗

８ １.０１(１.００ ~ １.０２) １.０４(０.９８~ １.１０)
９ １.００(０.９９ ~ １.０２) １.０４(０.９９~ １.１０)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５　 浦东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大气污染物每升高 １０ μｇ / ｍ３

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影响

大气污染物 ＲＲ ＲＲ 值 ９５％ＣＩ
ＰＭ２.５ 单污染物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３

多污染物 ＰＭ１０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７
ＳＯ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４
ＮＯ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４
ＰＭ１０＋ＳＯ２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７
ＰＭ１０＋ＮＯ２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７
ＳＯ２＋ＮＯ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４

ＳＯ２ 单污染物 １.０７∗ １.００~ １.１３
多污染物 ＮＯ２ １.１１∗ １.０３~ １.１９

ＰＭ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０５~ １.２３
ＰＭ２.５ １.１３∗ １.０３~ １.２３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２４
ＰＭ１０＋ＮＯ２ １.１５∗∗ １.０６~ １.２５
ＰＭ２.５＋ＮＯ２ １.１４∗ １.０４~ １.２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学校因病缺课监测作为学校卫生监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已经被国内很多城市应用到学校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中[９] ꎮ 本研究发现ꎬ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学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

疾病缺课率为 ０. ０７％ꎬ与上海市中小学生总体情况

一致[１０]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浦东新区 ＰＭ２.５ 对小学生因呼

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的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因病

缺课当日ꎬＳＯ２ 最大单日效应出现在滞后 ２ ｄꎬ污染物

质量体积指数每升高 １０ μｇ / ｍ３ꎬ每日小学生因呼吸系

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人数分别增加 １. ４３％ 和 ６. ７９％ꎮ
ＰＭ１０ 和 ＮＯ２ 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影

响的单日滞后和多日累积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张

喆等[１０]研究发现ꎬＰＭ２.５ꎬＰＭ１０ꎬＳＯ２ 和 ＮＯ２ 日均质量

体积指数每增加 １ μｇ / ｍ３ꎬ上海市中小学生因呼吸系

统症状缺课率分别上升 ０. ５４‰ꎬ ０. ５１‰ꎬ ０. ７０‰ 和

０ ９４‰ꎻ北京市丰台区研究显示ꎬ空气中 ＳＯ２ꎬＮＯ２ 和

ＰＭ１０ 质量体积指数每增加 １０ μｇ / ｍ３ꎬ基于“中小学因

病缺课症状监测系统”的呼吸道症状发生率分别增加

４.０％ꎬ３.０％ꎬ１.０％[１１] ꎻＧｉｌｌｉｌａｎｄ 等[１２－１３] 发现ꎬ环境烟草

暴露与学生因呼吸系统疾病缺课有关ꎬ 而 ＮＯ２ 和

ＰＭ１０ 未发现有影响ꎻ韩国的一项研究显示ꎬＰＭ１０ 每

升高 ４２.１ μｇ / ｍ３、ＳＯ２ 每升高 ５.６８ ｐｐｂꎬ学生因病缺课

增加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１ ０６(９５％ＣＩ ＝ １.０４ ~ １.０９)
和 １.０９(９５％ＣＩ ＝ １.０７ ~ １ １２)ꎬ未发现 ＮＯ２ 与学生因

病缺课的关联[１４] ꎮ
本研究灵敏度分析显示ꎬ调整 ＧＡＭ 模型参数后ꎬ

当日 ＰＭ２.５ 和滞后 ２ ｄ ＳＯ２ 的效应对小学生因呼吸系

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仍然有影响ꎮ 由于大气污染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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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ꎬ且颗粒物污染成分复杂ꎬ大气

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很难用单一的某种污染物来解释ꎮ
采用多污染物模型观察效应的稳健性ꎬ在调整 １ 种或

２ 种污染物后ꎬ当日 ＰＭ２.５ 和滞后 ２ ｄ ＳＯ２ 的效应均有

不同程度增加ꎮ 国内外有关大气污染和学生缺课的

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ꎬ可能与研究方法不同、大气

污染物暴露水平差异和人群易感性不同等因素有关ꎮ
但大气污染物对儿童呼吸健康的影响已得到国内外

众多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１５－１６] ꎮ 相关流行病学研究

中ꎬ多以死亡或发病(门急诊人次或住院率等)作为健

康效应指标ꎬ本研究利用学校因病缺课监测系统ꎬ以
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课为效应指标ꎬ将疾病防控

关口前移ꎬ能够充分发挥症状监测的敏感性和及时性

优势ꎬ同时研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ꎬ能够定量评

价大气污染对小学生呼吸健康的影响ꎮ 但是本研究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对儿童家庭环境暴露和生活习

惯等个体因素进行追踪分析ꎬ对小学生大气污染物暴

露水平测量存在不足ꎻ学生因病缺课网络直报仅在上

课期间上报ꎬ缺乏寒暑假和节假日数据ꎬ可能低估大

气污染物对小学生呼吸健康的效应ꎮ 综上所述ꎬ浦东

新区大气污染物对小学生因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缺

课存在影响ꎬ大气污染防治仍需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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