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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素对北京市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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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北京市气象因素对猫、犬伤(抓伤/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影响, 采用双向配对病例交叉

设计, 研究了 2008-2012 年气象要素(日平均气压、日平均气温、相对湿度、24 h 降水量、日照时间、
平均水汽压)对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影响 . 结果表明, 双向 1∶2 匹配病例交叉研究的效应值最大,

在 1∶2 匹配时, 气压升高对犬伤的主要气象因素效应值(OR)为 0.994 时的 95%置信区间(95% CI)为

0.989~0.996. 温度升高对犬伤影响较大, OR 为 1.019 时, 95% CI 为 1.009~1.023. 湿度加大对猫伤有一
定影响, OR 为 1.005 时, 95% CI 为 1.001~1.008. 日照时间对猫、犬伤均有影响, 日照时间加长, 犬伤的
OR 为 1.004, 95% CI 为 1.000~1.011, 猫伤 OR 为 1.007, 95% CI 为 1.001~1.008. 降水量及平均水汽压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气温和日照时间是影响猫、犬伤人的主要气象因素, 明显反映出气温和日照
时间的变化对猫、犬性情的影响较大, 而气压及相对湿度也会对猫、犬伤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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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jing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jor atmospheric influ-

encing factors and the number of cat or dog-hurt (bitten or scratched) outpatients, and a bidirectional pairing crossover case design was used to analyze those atmospheric influencing factors (daily average air
pressure, average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precipitation, sunshine duration in 24 hours,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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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or pressure) and how they were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s from 2008 to 201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way crossover case design with 1∶2 matched pairs had the highest odds ratios (OR).
An increase in air pressure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ffect values for dog hurting from 0.994 (95% CI: 0.989-0.996) to 1.019 (95% CI: 1.009-1.023); an increase of relative humidity
raised the value to 1.005 (95% CI: 1.001-1.008); cat or dog hurting was affected by the sunshine duration, extended sunshine time, etc. and dog injur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OR: 1.004
(95% CI: 1.000-1.011) for dog injury and 1.007 (95% CI: 1.001-1.008) for cat hurting; 24-hour rainfall
and average water pressure showe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mperature and sunshine time were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cat and dog hurting, and air press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would
have a slight influence in this respect.
Key words: meteorological factor; dog; cat; pet hurting; crossover case

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

次, 通过数据筛选剔除掉相同患者(ID 相同)的重

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 . 临床表现主要为狂

复就诊次数, 共 22 552 人, 其中猫伤 723 人, 犬伤

躁、恐惧不安等, 一旦发病, 病死率为 100%, 居各

21 829 人 . 就诊数据来自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

种传染病首位 .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据共享平台 .

水平不断提高, 饲养宠物(猫、犬)的人越来越多,

1.3

猫、犬伤人事件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 中国狂犬病
的发展态势十分严峻, 发病率仅次于印度, 居世界
第 2 位, 1996 年仅为 159 例, 自 1997 年以来急剧攀
升 [1], 到 2006 年已达 3 000 例 [2-4]. 由于临床上没有
药物能够延缓或治愈狂犬病, 避免猫、犬伤(抓伤/
咬伤)就成为减少狂犬病发病率的主要方式 . 疾病
门诊就诊人数和气象要素之间有较高的相关
性 [5-7], 天气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动物的情绪进一步
影响动物的活动[8-9].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
与气象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运用病例交
叉设计方法, 分析猫、犬伤的发生与气象要素的
内在联系和主要气象因素对猫、犬伤发病率的
影响, 为防控猫、犬伤的发生, 减少狂犬病的发
病率提供参考 .

1 资料来源与统计分析
1.1

资料来源
北京市气象站 2008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包括日平均 (最高、最

统计分析方法
病例交叉研究是比较急性研究对象在不良事

件发生前一段或后一段时间的暴露情况与未发生
事件的某段时间内的暴露情况 . 采用配对设计的
方法来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发生猫、犬伤时气象
因素的差异 . 胡以松[10]指出, 因单向回顾性对照样
本信息刻画暴露的时间趋势会产生偏移, 而双向
病例交叉设计可消除这种偏移并常用于环境暴
露 . 本研究采用双向病例交叉设计, 即收集对照信
息为猫、犬伤发生前 1~4 周(7、14、21、28 d)和疾
病发生后 1~4 周(7、14、21、28 d)作为对照进行研
究 . 选择以周的倍数进行时间间隔, 可以消除“周
末效应”. 统计分析对气压、温度等气象要素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得出气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 . 采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 以每日猫、犬伤
门诊就诊人数作为权重, 应用 SPSS 18.0 软件包的
COX 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分析猫、犬伤病例在发
病期与对照期主要气象要素效应值(odds ratios,
OR)的差异 .

2 研究结果

低) 气温、日平均 (最高、最低) 气压、日平均相对

运用病例交叉方法, 找出病例组与对照组的

湿度、日降水量、日照时数、日平均水汽压等要

最佳匹配对照比, 并对此匹配对照进行进一步研

素,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

究, 探明影响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主要气象因

1.2

医疗数据

素, 为科学防控猫、犬伤提供参考依据 .

收集北京市 3 所三级甲等医院 2008 年 1 月 1

2.1

每日就诊人数与各气象要素频率分布的统计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猫、犬伤人(抓伤/咬伤)门

特征

诊就诊人数 76 078 人, 其中犬咬伤 74 752 人, 猫

表 1 运用均数±标准差及四分位间距给出了

咬伤 1 326 人 . 因猫、犬伤需注射狂犬疫苗共 5

2008-2012 年北京市猫、犬伤就诊人数及气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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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分布. 由表 1 可见, 平均就诊人数是 12 人/d,

2.3

不同对照匹配的气象因素对猫、犬伤门诊就

最高达 36 人/d. 5 a 内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降水

诊人数的影响

量、日照时间、平均水汽压分别为 13.1 ℃、1012.4

运用双向回顾性 1∶1~1∶4 配对病例交叉设

hPa、51%、1.8 mm、6.7 h、10.2 hPa.
2.2

计, 在加权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后, 6 种主要气

气象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象要素对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 OR 如表 3 所

表 2 给出了气象要素之间的 Spearman 相关分

示 . 在 1∶1~1∶4 双向对照匹配中, 1∶1、1∶3、1∶4
匹配时温度对猫、犬伤有一定影响, 1∶2 匹配时,

析 . 由表 2 可见, 北京市气压与各气象要素(气温、

温度及日照时间均会对猫、犬伤就诊人数产生影

相 对 湿 度 、降 水 量 、平 均 水 汽 压) 呈 负 相 关 (P<

响 . 当采用 1∶2 对照匹配时, 6 种气象因素对猫、犬

0.01), 相对日照时间与降水量、平均水汽压、相对

伤就诊人数影响最大, 因此本研究采用 1∶2 匹配

湿度呈负相关(P<0.01); 气温与相对湿度、降水

对照的病例交叉设计 .

量、日照时间、平均水汽压呈正相关(P<0.01); 相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气压对犬咬伤有影响, 相对

对湿度与降水量、平均水汽压呈正相关, 与日照时
间呈负相关(P<0.01).
Table 1
统计值

湿度是猫伤的影响因素, 日照时间对猫、犬伤有影响 .

表 1 2008-2012 年北京市猫、犬伤就诊人数及气象资料统计分析
Summary statistics of dog-and cat-hurt out-patients amount and atmospheric influencing
factors in Beijing City from 2008 to 2012
就诊人数/人

均值

温度/℃ 气压/hPa 相对湿度/%

降水量/mm

日照时间/h

平均水汽压/hPa

12

13.1

1 012.4

51

1.8

6.7

10.2

标准差

6

11.4

10.2

20

7.2

4.0

8.4

最小值

0

-12.5

989.7

9

0.0

0.0

0.4

25%

8

1.9

1 003.9

34

0.0

3.4

3.0

50%

12

15.1

1 011.8

52

0.0

7.8

7.3

75%

16

23.9

1 020.4

67

0.0

9.8

16.8

最大值

36

34.5

1 039.3

97

82.9

14.0

33.2

表 2 北京市 2008-2012 年气象要素间 Spearman 相关系数
Table 2 Spearman's correlations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Beijing City from 2008 to 2012
气象要素
气压/hPa
气温/℃
相对湿度/%
降水量/mm
日照时间/h
平均水汽压/hPa

气压
-1.000
-0.864a
-0.378a
-0.204a
-0.031
-0.749a

气温
1.000
0.389a
0.168a
0.099a
0.848a

相对湿度

-1.000
-0.316a
-0.604a
-0.695a

降水量

-1.000
-0.251a
-0.287a

日照时间

平均水汽压

-1.000
-0.225a

1.000

a 表示通过 P＜0.01 显著性检验 .

表 3 不同对照匹配气象因素与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g-and cat-hurt outpatients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 of
different case-control study matchings
匹配
1∶1
1∶2
1∶3
1∶4
匹配
1∶1
1∶2
1∶3
1∶4

气压
OR
1.000
1.000
1.000
1.000
OR
1.000
1.000
1.000
0.999

95% CI
0.998~1.001
0.998~1.001
0.998~1.001
0.998~1.001
降水量
95% CI
0.998~1.002
0.998~1.005
0.997~1.002
0.997~1.002

OR
1.011a
1.017a
1.014a
1.013a
OR
1.001
1.005b
1.000
1.001

气温
95% CI
1.002~1.020
1.008~1.027
1.004~1.022
1.007~1.023
日照时间
95% CI
0.989~1.009
1.001~1.008
0.988~1.008
0.988~1.007

a 表示通过 P＜0.01 显著性检验, b 表示通过 P＜0.05 显著性检验 .

OR
1.000
0.999
0.999
0.999
OR
1.000
1.000
1.000
1.000

相对湿度
95% CI
0.988~1.011
0.987~1.011
0.987~1.011
0.997~1.002
平均水汽压
95% CI
0.997~1.004
1.000~1.001
1.000~1.001
1.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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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双向 1∶2 匹配时气象因素与猫、犬伤门诊就诊人数的关系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g-and cat-hurt outpatients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 of 1∶2 bilateral matching
疾病
猫、犬伤
犬伤
猫伤
疾病
猫、犬伤
犬伤
猫伤

OR
1.000
0.994b
1.000
OR
1.000
1.000
1.000

气压
95% CI
0.998~1.001
0.989~0.996
0.997~1.002
降水量
95% CI
0.998~1.005
0.998~1.004
0.998~1.002

OR
1.017a
1.019a
1.001
OR
1.005b
1.004b
1.007b

温度
95% CI
1.008~1.027
1.009~1.023
0.997~1.001
日照时间
95% CI
1.001~1.008
1.000~1.011
1.003~1.015

相对湿度
95% CI
0.987~1.011
0.996~1.001
1.001~1.008
平均水汽压
OR
95% CI
1.000
1.000~1.001
1.000
1.000~1.001
1.000
1.000~1.001

OR
0.999
1.001
1.005b

a 表示通过 P＜0.01 显著性检验, b 表示通过 P＜0.05 显著性检验 .

3

现象, 人及动物更易发怒, 加大了犬伤人发生的可

分析与讨论
北京市犬伤就诊人数明显高于猫伤, 主要在

于养犬人数明显多于养猫人数, 且犬类比猫类需
要更多的室外活动, 导致伤人的比例增加 . 本研
究采用的双向病例交叉的方法, 能够较好地控制
“星期效应”等多种混杂因素, 控制了气象因素之
间的相互影响, 尽管病例交叉设计的统计效率低
于时间序列的广义相加模型, 但统计结果十分近
似, 更容易实现和推广 [11]. 采用病例交叉配对方
法研究北京市的猫、犬伤, 1∶2 匹配对照效果最
好.

运用 1∶2 匹配进行研究, 发现温度是影响犬

伤(咬伤/抓伤)的主要因素, 与马盼等 的研究结
[12]

果一致 . 温度对猫伤的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 影响较小, 可能因为犬与猫的散热方式不同,

能性[13-16].
猫、犬伤人与气象要素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天
气、气候因素对猫、犬舒适度的影响, 进一步影响
了猫、犬的情绪变化 .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温度
和日照时间, 气压和相对湿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 . 当日照时间长、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的天
气出现时, 人的性情会发生异常, 对猫、犬的性情
影响也很明显 . 动物伤人的原因很复杂, 还要受发
情等生理状态、外界因素刺激(人为挑逗、激怒)等
多方面的影响, 气象因素只是其中的诱因之一 . 在
针对气象要素中的危险因素进行预防的同时, 猫、
犬的主人还应特别注意管理好自己的宠物, 不要
放任其乱跑, 并做好防疫工作 .

4 结语

犬的汗腺分布在舌头上, 天气炎热时通过舌头散

气象要素对猫、犬伤发病率有一定的影响 .

热, 而猫的汗腺在皮肤分布较少, 主要分布在脚

采用双向配对病例交叉设计, 多组匹配时发现双

爪的肉垫上, 天气炎热时猫会将肉垫紧贴地面来
降温, 且在高温时猫的活动量减少, 降低了伤人
的几率 .
湿度对猫伤(咬伤/抓伤)有影响, 湿度较大时,

向 1∶2 匹配效果最好 . 影响猫、犬伤发病率的最主

要因素是温度和日照时间, 气压及相对湿度也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 . 日照时间长、气温高、气压低、
湿度大的气象要素组合所反映的闷热天气是猫、

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 寄生虫的活动会导致猫的

犬伤人风险最大的时候, 应引起广大民众和宠物

情绪不稳定, 伤人更容易发生 . 日照时间的长短对

饲养者的高度重视 .

猫、犬伤都会产生影响 . 动物对光照比人更敏感,
而猫比犬对光照又更为敏感, 日照时间与温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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