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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类型多样且历史久远，不仅会影响人类健康，还会影响生物圈，特

别是会影响地球的植被、大气和气候。人类活动释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能与其

具有相同性质的大气组分混合在一起。本文概述了空气污染的历史，其中包括一

些著名的污染事件。在局地尺度污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健康影响，在区域尺度表

现为森林锐减和跨界污染，在全球尺度表现为平流层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和

全球变暖。就对健康的影响而言，室内空气污染、自然或人为产生的放射性污染

都不应被忽视，最后一次大气层核试验和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事故也是如此。

目前，有些空气污染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如酸雨和平流层污染。 

 

 

 

 

 



1. 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 

 

图 1. 对流层中人为或自然来源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及其相互作用的定性说明（Stratosphere 平

流层 Particles 颗粒物 Composition of the atmosphere 大气成分 Chemistry of the troposphere 对

流层中的化学物质 Thunderstorms 雷 Troposphere 对流层 Boundary layer 边界层

Organochlorines:有机氯） 

1996 年 12 月 30 日的《法国空气和合理使用能源法》对空气污染做出了定

义（详情参考法律如何保护空气质量？）。直接由工业、生活、农业、交通运输

和燃烧等人类活动引起的，对人类和生物圈有害的气态或颗粒态化合物称为人为

污染物。另外，生物圈也会自发的向大气释放气体和颗粒物，如风蚀过程会生成

颗粒物、植物会释放碳氢化合物、土壤和水体中细菌的分解会产生气体，携带清

洁剂的海水会释放浪沫，这些物质（见图 1）与污染物具有相同的性质，被称为

天然污染物。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的释放过程，导致了空气污染，如农业上人们

利用氮肥，改变风蚀和氮氧化物等气体的释放过程，破坏了大自然的氮循环。 

直接从污染源排放至大气的，或由生物圈自然释放过程变化所引起的污染

物，被称为一次污染物。它们中的许多会发生化学反应，特别是在太阳辐射的影

响下，会生成新的成分或二次污染物，这些成分或二次污染物通常比一次污染物

更具有环境危害性。这些二次污染物包括强酸，如硫酸和硝酸，以及如臭氧(O3)

等强氧化剂。因此，大气是强烈化学活动发生的场所，参与反应的化合物大多是

微量的。大气中活性成分的浓度[1]通常用体积混合比来表示，体积混合比可以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societe-zh/how-law-protect-air-quality/


很小，如 ppt级，即每1012(或1万亿)空气体积中有一个污染物体积。通常是ppb(十

亿分之一，b 指英语单词十亿)或 ppm(百万分之一)级。 

2. 空气污染的历史 

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在古代即有所显现。早在公元前 61 年，

塞内加就曾抱怨罗马的空气污染。造成污染的部分原因是城市和地区人口的聚

集，伴随着用于家庭、工业或其他用途的各种材料大量燃烧。在伦敦，煤炭燃烧

早在十二世纪就造成了空气污染问题。1273 年，议会禁止在该地区燃烧煤炭。

14 世纪初，爱德华一世想要限制燃煤的使用。16 世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禁止

在议会会议上使用煤炭。1661 年，英国作家兼纪念学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发表了一篇关于空气污染的论文熏蒸剂，该论文于 1960 年由国家清洁空气协会

重新发布。他主张把污染工业从伦敦市中心移到周边地区。19 世纪，小说家查

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对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烟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卡米尔·弗拉马里昂（Camille Flammarion）在 1872 年出版的有关大气的书[2]中，

强调巴黎糟糕的空气质量及其对健康的有害影响（请参阅献给这位作者的焦点中

的引文）。 

 

图 2. 在工业时代初期，空气污染激发了许多画家的灵感，比如克劳德·莫奈(封面照片)和阿

曼德·纪尧敏(1841-1927，《河景》)。幸运的是，这样的污染物排放在工业场所和城市地区

已经很少见了。(来源：维基共享)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污染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增加，在缺乏约束



性法规的情况下，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也随之增加。许多著名的画家都用排放污

染物的烟囱来代表工业或城市场所，如封面图片和图 2 所示。20 世纪中叶，空

气污染事件显著提高了死亡率和发病率，人们开始意识到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

危害。 

3. 一些悲惨的事件 

1930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由于反气旋现象，在比利时东部的马斯河谷(Liè

ge 附近)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逆温，大雾笼罩了整个比利时 5 天。排放的许多污染

物，特别是二氧化硫(SO2)和颗粒物，在宽 1 公里，以约 100 米高的山丘为边界

的山谷中积聚。因为当时没有污染物测量，因此浓度水平不明。最终，一些二氧

化硫转化为硫酸（H2SO4）。据报道，该污染事件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和受伤(63

人，正常情况下死亡人数为 6 人)。 

1948 年，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离匹兹堡约 50 公里的山谷中的工业小镇

多诺拉发生了严重的污染事件。10 月 27 日至 31 日，来自各种工业设施的污染

物累积。该事件导致 20 人死亡(正常情况下为 2 人)和数千名人受伤。如同马斯

河谷事件，逆温层的存在伴随着雾的形成(详情参考山风)，迫使受污染的冷空气

滞留在山谷底部，促使二氧化硫转化为硫酸。 

其中最严重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伦敦。为了表示烟

和雾的混合物，引入了烟雾[3]这个词。洛杉矶盆地的高污染，再加上沿海微风

的特殊影响，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空气质量下降及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认识

（见图 3）。 

除了上述慢性污染之外，还有意外污染，大量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了许多受

害者(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塞韦索污染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等)。 



 

图 3.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主要影响。污染物是直接吸入的。它们沉积在地面和植被上，污染

地表水和食物，然后被摄入。平流层臭氧层的破坏降低了对紫外线的屏障，增加了皮肤癌的

风险。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可能会增加热浪(蚊子传播的疾病)的危害和频率。对污染后果的

恐惧可能会增加人们的压力。 

（Destruction of the ozone layer臭氧层的破坏UVB紫外线Heat waves热浪Vectorized illnesses

传染病 Stress 压力 Ingestion 摄取 Acid rains 酸雨 Inhalation 吸入 Decay of forests 森林的衰败

Pollutants 污染物 Pollution of soils and plants 土壤和植物的污染物） 

4. 局部地区的主要污染物 

 

图 4. 自 1960 年以来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以及自 1990 年以来的铅排放。可以看出，

二氧化硫和铅的排放量已经大大减少。氮氧化物的减少不太明显。根据 2016 年 10 月的中国



环境保护部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来源：www.citepa.org] 

（Kilotons for SO2 and NOx :SO2，NOx 按千吨；Tons for lead:铅按吨） 

当前，导致局部地区空气污染主要的一次污染物是固体颗粒（详情参考空气

污染颗粒究竟是什么？）氮氧化物（NOx）和碳氢化合物。附表给出了它们的性

质、来源和概念：汽车、轻型车辆和重型货车发动机中燃料的燃烧或蒸发，燃烧

木材或燃料取暖等。 

目前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已经显著下降(见图 4)。如二氧化硫

(SO2)就是这种情况，它来自燃料（煤、燃料油等）中所含的硫，铅，用于增加

汽油的辛烷值，其他重金属，如主要由废物焚烧炉释放的汞和二恶英等。此外，

生物源化合物，如花粉、孢子、细菌等，必须添加到此一次污染物列表中。 

主要污染物类别及其物理状态和来源表 

 

5. 区域性污染：酸和氧化剂 

上述污染事件规模和影响范围有限。大气污染也发生在区域层面(从十几公

里到几百公里甚至一千公里)，被称为中尺度气象。浓度水平不如当地高，主要

原因是二次污染物造成的影响会更隐蔽。在 1970 年代及随后的几年中，在欧洲

和美国的某些地区发现了森林枯梢病。空气污染，特别是降水和和地下水的酸化，

以及空气氧化能力的提高被认为是导致该病发生的原因。这种污染不分国界，通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air-pollution-particles-what-are-they/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air-pollution-particles-what-are-they/


常被称为跨界污染。每年夏季监测到的高浓度臭氧可归类为此类区域跨界污染。 

6. 二次污染物 

 

图 5. 大气污染图。左边是向大气中释放污染物或微量成分的活动。除了这些活动之外，还

必须添加生物源，例如风蚀、海浪、植被和土壤散发物等。所有这些污染物将在复杂的大气

中相互作用。右边是受空气污染影响的主要领域：健康、生物圈、气候和建筑。右边绿色一

列是空气污染的不同种类。 

（Domestic life 家庭生活 transportation 交通 industry 工业 agriculture 农业 biogenic sources 生

物资源 atmospheric chemistry 大气化学 atmospheric pollution 大气污染 acid rain 酸雨

photooxidation 光氧化剂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stratospheric ozone 平流层臭氧 urban 

pollution 城市污染 industrial plants 工业厂房 accidental releases 意外释放 biosphere 生物圈

climate 气候 health 健康 buildings 建筑物） 

一次污染物向二次污染物的转化可以发生在气相中，其中太阳辐射起非常重

要的作用，这种转化也可以发生在雾和云中的液相中。大气化学中主要的二次化

合物是羟基自由基 OH，有时被称为大气清洁剂。直到 1970 年代初，羟基自由

基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羟基自由基主要是臭氧光解形成的。由于其反应活性较高，

大气中羟基自由基的浓度非常低。它能将二氧化硫转化为硫酸，也可以调节一氧

化碳(CO)、甲烷(CH4)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等化合物的浓度。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停

留时间取决于它们浓度，而浓度又取决于反应。在碳氢化合物存在的情况下，羟

基自由基会产生比自身更具有活性的化合物。图 5 总结了低层大气中从污染源到

受污染地区范围内的所有污染。 

 

 



7. 全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 

 

图 6. 自 188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图[来源：en.wikipedia.org] 

（International index for ground-ocean temperature:国际地表海洋温度指数 Annual average:年

平均值 Smoothed curve over 5 years:五年平滑曲线 Temperature anomaly:温度异常） 

大气污染会影响整个地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平流层臭氧(O3)层

的破坏[4](详情参考地球的大气层和气体层)，会增加到达地表的紫外辐射光对人

类和生物圈的危害(详情参考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对细胞的影响)。其二是被排放到

大气中的有些低活性气体会在对流层中不断积累导致浓度升高。太阳辐射可以穿

透这些气体，一小部分被地表吸收。吸收的部分能量以红外辐射的形式释放出来，

部分被这些气体吸收，能量被大气捕获从而导致低层大气变暖，这种现象被称为

温室效应。大气起着跟温室的玻璃或塑料墙一样的作用。大气中水蒸气和二氧化

碳等吸热气体的存在，使得温室效应在大气中自然而然地发生。大气中甲烷等其

他成分，也有显著但较小的影响。正是因为温室效应地球才有了温和的温度。如

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将比我们目前的温度低 35 摄氏度左右(详

情参考气候机器)。自工业时代以来，污染已经显著增加了温室效应的强度，虽

轻微但足以引起地球气候[5]变化，如图 6 所示，这被称为额外的温室效应。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earths-atmosphere-and-gaseous-envelope/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vivant-zh/cellular-impact-of-solar-uv-ray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climat-zh/the-climate-machine/


综上所述，大气污染有三个不同的尺度。在局地尺度，它主要但不仅仅影响

人类的健康；在区域尺度，它显著影响是地表水的酸化和森林的锐减；在全球尺

度，随着平流层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效应的加剧，大气污染具有引起气候变化的

风险，对生物圈、海平面和人类健康都有影响。 

8. 室内空气污染 

除这三种主要污染类型外，还有室内空气污染[6]。在工业化国家，人们平

均 80%的时间待在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污染的空气会进入室内，室内还有很多

污染源[7]，有些室内污染物具有跟室外污染物相同的性质。有时室内空气污染

可能比室外大气污染更严重。然而，不同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研究室内空气污染

及其影响较为复杂。 

9. 空气放射性和人为污染 

此外，大气和室内空气含有放射性污染物、气体和固体颗粒。这种放射性污

染物是地质来源(详情参考放射性与核反应)，它来自于属于铀和钍放射性家族的

稀有气体排放。在某些地区，放射性污染的浓度可能很高，超过铀矿允许的浓度

值。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在大气层中进行的

实验性核爆炸，向大气排放了大量主要来自铀 235 或钚裂变的物质。核能和平利

用时发生的反应堆事故也能向大气释放放射性物质。1986 年 4 月 26 日发生在乌

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是最悲惨、最典型的。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都

受到过携带各种放射性核素的云的影响，其中包括铯 137 和碘 131（详情参考农

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此外，2011 年日本发生了福岛事故，地震后的海啸，

导致几个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失灵，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特别是海洋中。 

10. 空气质量演变 

目前全球范围内环境质量已经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于水蒸

气的凝结，工业和城市的烟羽仍然可见。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更多的污染物，然而

污染物处理系统可以去除其中的大部分。国际协定大大减少了对平流层臭氧层的

破坏和降水的酸化。希望它同样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大气中氮氧化物、

颗粒物浓度很高，与底层大气中臭氧浓度一个水平。第一个主要的国际行动是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physique-zh/radioactivity-and-nuclear-reaction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sol-zh/pesticides-what-the-past-teaches-u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sol-zh/pesticides-what-the-past-teaches-us/


1992 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2016 年巴黎会议作出很多鼓舞人心的计划，但尚未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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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cdc.noaa.gouv/sotc/global/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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