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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5 年甘肃省人间布鲁氏菌病
与气象因素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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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探索甘肃省气象因素与人间布鲁氏菌病发生之间的相关性，找出主要影响因素，以有效防控布鲁氏

菌病，收集 2004—2015 年甘肃省月气象监测数据和布鲁氏菌病月发病数据，通过 SPSS 20.0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提取与布鲁氏菌病发生有关的主要气象因素。结果显示 ：2004—2015 年，甘肃省布鲁氏菌病年发病数呈逐年增

长趋势；在纳入分析的气象因素中，平均气温与和降水量均与布鲁氏菌病发生率呈正相关，且 P ＜ 0.05。结果表明，

平均气温和降水量是影响甘肃省布鲁氏菌病发生的主要气象因素，均对布鲁氏菌病发病率存在正向作用。因此，
随时监测气候变化，及早预警，对控制布鲁氏菌病发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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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elevance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to the occurrence of human brucellosis in
Gansu Province，and to find out major relevant factors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brucellosis，the data of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incidence of brucellosis per month in the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5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main components and to extract major meteorologic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brucellosis by the
SPSS 20.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brucellosi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these years ；
for th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mount of rainfall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brucellosis（P ＜ 0.05）.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brucellosis was
mainly inﬂuenced b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mount of rainfall that acted as the major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he

province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Therefore，it was of certain positive signiﬁcance for
controlling the occurrence of brucellosis through monitoring climate changes at any time and earl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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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

计年鉴。
统计方法

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主要以羊、牛与人共患的一种

1.2

传染病。该病的出现与人类农业社会生产实践、牲

1.2.1

[1]

相关性分析

用 SPSS 20.0 软件对甘肃省

畜饲养、畜牧业普及密切相关 ，其不仅会威胁人

布病发病率和气象因素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类身体健康，增加卫生医疗负担，影响畜牧业、旅

了解各气象因素与布病发病率的关联情况。

游业发展，还可能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布病也是目

1.2.2

前世界上波及面最广、危害最大的人兽共患病之一，

断。在 SPSS 20.0 软件中，将要探索的气象因素纳

已波及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患病人数约 600

入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万，全世界每年因布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

在 SPSS 20.0 软件中，利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布病

主成分分析

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

[2]

发病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布病发病整体处于

2

美元 。
较低水平。但进入 90 年代后，我国畜牧业快速发

结果
根据收集的 2004—2015 年甘肃省布病月发病

展，动物及其制品流动频繁，人畜间布病发病数显
[3]

时间分布

2.1

著增长 。21 世纪以来，我国人畜间布病疫情形

数据和根据人口数据计算的布病月发病率，绘制时

势仍呈整体上升态势。迄今为止，全国已有 31 个省、

间分布趋势图（图 1），可见布病的发病高峰在每

直辖市、自治区有布病疫情报告，现有患者 40 万

年的 5—8 月，整体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

[1]

人左右 。作为畜牧业大省，1980 年以来，甘肃
省每年均有人畜间布病疫情报告，年报告发病人数
已由最初的 2 例上升到如今的上千例，是全国布病
的高发省份之一 [2]。有研究 [4] 显示，气温、风速、
湿度、降水量等气象条件均与布病有一定关系。甘
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
地区，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干旱、半干旱、半湿润
等气候类型均有分布 [5]。目前，关于甘肃省布病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分布特征、疾病负担、血清学
[6-9]

图1

2004—2015 年甘肃省布病月发病率趋势

相关性分析

2.2

，而对于布

对发病率和所要探索的气象因素进行

病发病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较缺乏。本研究旨在从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平均本站气压与布病

自然环境角度探索甘肃省人间布病发生的主要影响

发病率呈负相关（P ＜ 0.05），而日照时间、平均

因素，将气温、降水、风速、光照等气象变量纳入

气温、平均风速、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日降水

分析模型，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为全方位多角

量≥ 0.1 mm 天数等与布病发病率无相关性（表 1）。

度控制布病提供数据参考。

2.3

1

2.3.1

监测、流行特征与人群防控等方面

1.1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2004—2015 年甘肃省布病月发病数据来源于

主成分分析
共线性诊断

将所研究的气象因素纳入回

归模型发现，多个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表 2），
如平均本站气压与日照时间、平均气温、平均风速、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全

降水量等因素均有较强的相关性，又如平均气温与

省人口数据及气象因素月平均数据来源于甘肃省统

日降水量≥ 0.1 mm 天数和降水量也有很强的相关

19

公 共 卫 生

表1

2 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 3.516、2.468，对总变异的

2004—2015 年甘肃省人间布病发病率
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贡献为 85.484%，其余成分的特征值较小且远离 1，

相关系数 r

P

-0.190

0.024

日照时间 /h

0.017

0.843

分提取原则，确定第 1、2 成分为影响甘肃省布病

平均气温 /℃

0.135

0.110

发生的主要气象因素。在旋转成分矩阵（表 4）中，

平均风速 /（m/s）

0.022

0.799

第 1 主成分反映的是降水量、日降水量≥ 0.1 mm 天

-0.015

0.859

降水量 /mm

0.121

0.154

数和平均气温等信息，第 2 主成分反映的是平均风

日降水量≥ 0.1 mm 天数

0.128

0.130

变量
平均本站气压 /hPa

平均相对湿度 /%

对总方差的解释较少，故不考虑其贡献。根据主成

速、日照时间和平均相对湿度等信息。对主成分进
行回归模型拟合，在 SPSS 软件中以第 1、2 主成

性。而多个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必然会影响布病

分的得分作为自变量，布病发病率作为因变量，根

发病率，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对布病发病率的主要

据变量类型，将以上变量一同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

影响成分进行筛选。

型，分析各主成分与甘肃省布病发病率的相关性。
将所要研究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 5）显示，成分 1 代表的降水量、日降水

纳入主成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各气象因素进行

量≥ 0.1 mm 天数和平均气温是影响甘肃省布病发

Kaiser 标准化的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旋转在 3 次

病率的主要气象因素，均有 P ＜ 0.05。由此可见，

迭代后收敛，计算出各因素的特征值，将特征值由

影响甘肃省布病发生的气象因素主要是平均气温和

大到小排列计算得出其对应的主成分（表 3）。第 1、

降水量。

2.3.2

主成分回归分析

表2
因素
平均本站气压 /hPa

平均本站
气压 /hPa

各气象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日照时间 /h

平均气温 /℃

日降水量≥
0.1 mm 天数

平均风速 /
（m/s）

平均相对
湿度 /%

1.000

日照时间 /h

-0.497*

1.000

平均气温 /℃

-0.715*

0.496*

1.000

日降水量≥ 0.1 mm 天数

-0.501*

0.055

0.803*

1.000

平均风速 /（m/s）

-0.639*

0.649*

0.448*

0.207*

1.000

0.175**

-0.560*

0.223*

0.530*

-0.585*

1.000

-0.560**

0.194*

0.887*

0.952*

0.268*

0.468*

平均相对湿度 /%
降水量 /mm

降水量 /mm

1.000

注：*. P ＜ 0.05，即 α =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P ＜ 0.01，即 α = 0.01 时相关性是极显著的。

表3
成分

初始特征值

主成分分析结果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3.516

50.230

50.230

3.516

50.230

50.230

3.335

47.640

47.640

2

2.468

35.254

85.484

2.468

35.254

85.484

2.649

37.844

85.484

3

0.446

6.374

91.858

4

0.323

4.608

96.466

5

0.123

1.757

98.224

6

0.067

0.951

99.174

7

0.058

0.8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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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生长茂盛，牲畜在春天大量繁殖，人类和动

因子载荷矩阵信息

物活动日渐频繁，细菌繁衍和传播随着天气的变化

成分

气象因素

逐渐加快，细菌传播面更广，作为一种人兽共患病，

1

2

-0.607

-0.595

相应的易感人群和牲畜有了更高的感染风险，使得

日照时间 /h

0.123

0.862

平均气温 /℃

0.892

0.344

发病率高于寒冷季节 [15]。相比于本研究结果，伊

日降水量≥ 0.1 mm 天数

0.963

-0.076

平均风速 /（m/s）

0.165

0.875

平均相对湿度 /%

0.514

-0.813

降水量 /mm

0.968

-0.033

平均本站气压 /hPa

表5

朗关于布病与气候因素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平均
环境空气温度与布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当平均气温超过 19 ℃时，该病的发病率呈下降趋
势 [16]；我国河北省的一项气象因素与人间布病的
研究也显示，平均气温对布病的发病率存在负向影

2004—2015 年甘肃省布病发病率
与气象因素拟合结果

响。这可能是由于气温降低时，牲畜多在室内活动，

β

Sx

Sβ

t

P

人畜接触时间延长，所以感染风险更高 [17]。关于

常量

0.129

0.023

—

5.741

＜ 0.001

成分 1

0.057

0.023

0.209

2.514

0.013

降水与布病发病率的关系，乌干达的一项研究 [18]

成分 2

0.021

0.023

0.077

0.926

0.356

变量

3

布病更为普遍，这与当地牲畜大多在雨季生产有
关；伊朗法斯省的研究 [19] 也发现，人间布病发病

讨论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健康威
[10]

表明，相比短降雨量季节，在高降雨量季节，人间

率与降雨量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最大相对湿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和

度也正向影响布病的发生。本研究显示，降水量与

生命质量都存在潜在的威胁。它主要通过 3 种途

布病发病率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常降水环

径影 响 人 类 健 康，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极 端 天 气 的 频

境下，人和牲畜长期在室内共处，有更多密切接触

胁

繁变化

[11]

。然而，气候变化对人兽共患病的影响

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特别是布病

[12]

。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我国法定上报的传染病中有 5 种几乎

的机会，在饲喂、接生、挤奶等过程中，寄生在家
畜体内的病菌有更多的机会侵入人体从而造成布
病向人体传播。

被根除，有 18 种发病率明显降低，而包括滋病、

本次研究虽然得出了气象因素中平均气温、

梅毒、布病等在内的 10 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却一

降水量与甘肃省布病发病率之间存在一定数量关

直呈逐年上升趋势

[13]

。

系，但回归系数很小，甚至小于 1。有研究 [20] 得出，

通过时间分布图可以看出，2004—2015 年甘

除气候因素外，耕地面积和草场面积对布病的发病

肃省布病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布病病例常年均

率也有较强的影响。由此可见，除气象因素外，地

有分布，但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相比寒冷的冬

理环境、人为环境等也可能是驱动布病发生的潜在

季和深秋，早春、夏季发病率明显增高，主要集中

因素。

在每年的 5—8 月，这与国内外布病的发病态势基
本一致

[14]

总的来说，全球不同地区对布病与气象因素

。对本次研究纳入的各气象因素与布病

相关性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影响布病发生的因素

发病率关系的主成分分析得出，平均气温和降水量

也复杂多样，具体机制仍需要收集更全面的数据作

是影响甘肃省布病发生的主要气象因素。结合布病

进一步探究。

发病高峰可知，气温升高对布病发生起到正向作用。

4

可能的解释为，进入春夏季节后，气温逐渐升高，

21

结论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甘肃省人间布病发生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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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素的相关性，发现平均气温和降水量是影响甘
肃省布病的主要气象因素，且均对发病率存在正向
作用。因此，应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并及时预警，夏
季尽早采取降温措施，人畜分院居住，这对控制布
病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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