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中的颗粒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作者：  

丹尼尔 ·文森特（DANEL Vincent），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UGA）名誉教

授 , 格勒诺布尔医院医生（临床毒理学组）  

 

大气颗粒物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它们对健康的众多影响已经广为人

知多年。众多研究调查了它们对肺部和心血管并发症、死亡率等的影响。有研究

表明，大气颗粒物对人体的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更严重。目前，大气颗粒物造成

的社会经济损失相当大，而相应的预防措施仍然不够。 

1. 概念 

人人都必须呼吸！因此，空气质量极为重要，也备受关注。空气污

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1930 年比利时默兹河谷事件

首次吹响空气污染的警报。1952 年 12 月伦敦污染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

自此以后，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空气中存在的许多自然或人为来源（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物，

其中悬浮颗粒一直是研究热点。  



 

 

1.1 悬浮颗粒 

 

 

图 1.比较头发，沙粒与 PM2.5 和 PM10 颗粒的直径  

[来源：https： //www.epa.gov/pm-pollution/particulate-matter-pm-basics]  

（HUMAN HAIR 人类的头发；FINE BEACH SAND 海滩细砂；Combustion 

particles 燃 烧 颗 粒 ； Organic compounds 有 机 化 合 物 ； Metals 金 属                          

Dust 灰 尘 ； Pollen 花 粉 ； Mold 霉 菌 ； Ect: 等 等                            

(microns )in diameter（微米）直径）  

大气颗粒物是来自不同排放源的复杂混合物，既含有机物，也含无

机物。目前，仍然无法对颗粒的具体成分进行精确区分（见空气污染颗

粒 :它们是什么 ?）。除非是在实验室和严格的控制条件下，否则不可能

厘清特定成分的效应。因此，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效应是其所有成分共

同的复合影响。无法细化到某种成分。  

颗粒物 (PM)按其空气动力学直径 (微米）进行分类。空气动力学直

径小于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称为 PM10 或“粗”颗粒。在法国，空气质



 

 

量监测设备常规分析的颗粒物直径为 10 微米。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

粒 (PM2.5)，被称为“细”颗粒（见图 1）。近年来，直径小于等于 0.1 微

米（100 纳米，即 PM0.1 或纳米颗粒）的“超细”颗粒引起了科学家的广

泛兴趣。  

颗粒直径决定了其能否和如何进入人体，如支气管肺系统（见图 2）。

事实上，只有 PM2.5 及直径更小的颗粒才能进入肺部及肺泡。PM0.1 通

过能将空气与血流分开的肺泡毛细血管膜渗透到体内。颗粒物在人体内

的实际情况要复杂，仍有很多未知。目前的认知主要基于数学模型和动

物实验。  

 

图 2.颗粒的肺部侵入 [来源 :©环境百科全书 ]  

（Coarse particles 粗颗粒；Upper respiratory tract 上呼吸道；Fine particles

细颗粒；Lower respiratory tract 下呼吸道；Very fine particles 极细颗粒；Alveolus

肺泡；Ultrafine particles 超细颗粒；  Blood/whole body 血液及全身）  

颗粒进入人体还有其他渗透途径，如消化途径和皮肤途径。消化渗

透通过受颗粒污染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沿支气管上皮运输摄入的从气管

支气管树排出的颗粒。目前，厘清颗粒摄入和消化道疾病之间的关系还

为时尚早，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1]。皮肤途径，也仍然需要更多的

研究。日常空气中 PM10 浓度通常由空气质量分析站测量，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靠近排放源：即在工业设施城区或道路轴线等附近。另一种是距

已知排放源有一定距离，以测量“背景”的污染峰值。此外，移动监测设



 

 

备也用于现场空气分析，通常远离排放源。对细颗粒物、PM2.5 和 PM0.1

的分析相对较少，但是 PM2.5 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规测

量。  

 

图 3. 移动发射测量站  

[来源 : Air Rhône-Alpes [CC BY-

SA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 -sa/4.0)]]  

毫无疑问，空气质量的改善需要减少人为排放。但是，常令人疑惑

的是，污染物排放浓度和大气污染物浓度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空气质量

的改善由于涉及颗粒物（或污染物）的排放或大气中颗粒物（或污染物）

的浓度而复杂起来。根据各部门（如公路运输、工业、供暖）的排放量

（按公斤计算）数据，能计算出每个部分的贡献值，但是大气中的颗粒

并不具其来源特征（当然，也需要具体分析）。换句话说，污染物排放

浓度和大气污染物浓度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估算的排



 

 

放污染物浓度和测量的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时间趋势会明显不同。例如，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的法兰西岛，PM10 的排放量下降了 41%，但同期

大气中 PM10 的浓度仅下降了 7%。   

因此，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气中污染物

浓度会立竿见影的同比例下降，如风和大气湍流还影响污染物质（特别

是细颗粒物和超细颗粒物）的远距离传输。因此，乡村的空气并不总是

优于城市的空气。  

 

图 4. ATMO 指数  

[来源 :https://www.airparif.asso.fr/reglementation/indice -qualite-air-francais]  

（Tres bon 非常好；  Bon 好；Moyen 中等；Mediocre 良；Mauvais 不好；Tres 

mauvais 非常不好）  

大气指数是法国采用的判断空气质量综合指标（ 1-10），综合考虑

了四种主要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臭氧、PM10），基于污染物

中浓度最高的那一种。它适用于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在互联网（例

如，参见 ATMO Auvergne Rhône-Alpes）上可公开查询到各城镇的大气

指数，也被用来向广大市民推送大气质量警报。空气质量指数 (AQI)是一

种简化的大气指数。  

因此，大气指数的使用能监测污染峰值，如冬季高压期常出现 PM10

的峰值，盛夏期间臭氧也会出现峰值。然而，这可能也带来误解，即暗

示公众只有当空污染达到峰值时健康才受到威胁。然而，不仅污染高峰



 

 

期，长期暴露在大气颗粒物中也会影响健康。因此，污染高峰期只是空

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冰山一角！  

1.2 如何研究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 

毒理学研究利用数学或实验模型，在细胞、组织或动物个体水平研

究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它可以在严格的条件下研究特定污染物对特定

部位的影响，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的最终目标是研究和量化我们所

面临的风险，比较实验室测量的风险水平与我们实际面临的风险水平。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提出 “标准”，即正常情况下不应超过的浓

度阈值。  

当在实验室检测到阈值，“构建”标准相对简单。考虑进“不确定因素”

后，可以提出对应的“阈值”—标准。当没有在实验室检测到阈值时，事

情就变得复杂，因为有些物质即使在最低剂量时也致毒。这也是包括颗

粒物在内的大多数空气污染物适用的情形。就空气质量而言，“监管”标

准是模拟所谓的“可接受”风险而得到的浓度阈值。因此，这些标准只是

临时性的、“尽可能不坏”的。因为我们必须呼吸，所以不存在零风险  [2]。  

流行病学，即研究疾病及可能影响其频率、分布和演变的因素之间

关系的学科，能评估空气污染对人口、城市、地区和国家等的影响 [3]。

流行病学使用时间序列研究和定群研究两种主要方法来研究空气污染

对健康的影响。  



 

 

 

图 5. 时间序列的例子 :死亡人数增加百分比 (纵坐标 )与 PM2.5 浓度 (横坐

标 )之间的关系。死亡人数的增加与 PM2.5 浓度的增加有关。  

[来源 :Schwartz J. et al.,  2002, Envir Health Perspect, 110, 1025-1029),经过

作者的允许 ] 

（Percent increase deaths :死亡人数增加的百分数）  

时间序列试图在某一时间段内（尤其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

立起空气污染与死亡人数、住院人数、药物消费、心肺疾病频率等之间

的联系 (见图 5)。虽然长期以来污染峰值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但自 1990

年代以来，时间序列使人们得以观察污染的每日波动对健康的影响。时

间序列的好处在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或不同时间段之间观察同一批

人，有效消除许多令人困惑的偏见，如烟草公司、某些医疗机构或社会

经济状况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状态给人们带来的困惑 [4]。另一方面，时

间序列善于分析所有具有快速动力学的现象，如流感流行或短期天气变

化。  

定群研究进行长期的多年监测，对象是符合特定条件、可长期监测



 

 

的受试者群体。有定群研究跟踪数千人多年，研究中考虑他们的生活习

惯、隐私、职业环境和医疗状况等，详实记录如患病情况等所有事件。

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此外，还有病例对照或病例交叉研究等是回顾性研究方式。病例对

照研究，对比患病受试组与健康受试组，寻找解释因素。案例交叉研究

中，他或她作为自己的证人，解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在空气污染的研

究中，考虑到对人体的多种影响，并不常采用病例对照或病例交叉研究，

因为两者没有定群研究稳健。  

流行病学测量“相对风险”。是比较受试者的疾病发病率和风险间的

关系，发病率为给定时期（如一年）内疾病新增病例的频率。比如主动

吸烟相对风险在 30 左右，即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患肺癌概

率的 30 倍。空气污染则被认为是 “低”风险，相对风险值小于 2。尽管发

生的概率较低，但后果可能同样严重。在一项包括几千个受试者的研究

中，这种较低的效应发生概率意味着观察到效应的必要性。  

统计学的方法适用于所有情况，其主要目标是排除偶然因素的影响。

假设我们想研究空气污染对所有国人的影响，可是否通过多年跟踪超过

6600 万人进行定群研究？当然不现实。因此，只能依据人口构成随机选

择“代表性”样本，用统计方法来进行分析。统计分析检验是否能在空气

污染和人群健康之间建立 “显著”的关系。但是，有必要在颗粒物和人群

健康之间建立真正的因果关系 [5]，而非简单的统计相关性 [6]。正如 Dab

等人在 2001 年 [7]所讨论的，大多数现有研究的方法允许建立这种因果

关系。最常用的标准 [3]是一致性和可重复性 -效果恒定且可重复，时间性

-效果的暴露时间一致，剂量反应效果（取决于毒性物质）和生理上可解

释性，即有已知毒性机制可解释观察到的效应。  

2. 作用机制 

在细胞水平和动物体内进行的毒理学研究有助于厘清颗粒对人体

的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流行病学研究揭示的颗粒物与人体健



 

 

康之间的关系 [8]。  

细颗粒和超细颗粒可以在肺泡中沉积，被称为可吸入颗粒。已有研

究表明，阻塞性支气管疾病（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支气管）患者的肺中

沉积量较高。肺中颗粒物质的沉积是是不均匀的，并且个体间差异很大。

小部分超细颗粒可以通过进入血液而到达其他器官  [9]。  

超细颗粒还能通过嗅觉途径到达大脑 [9]。有关颗粒的消化和皮肤渗

透途径仍在研究中，目前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颗粒的致病性由其大小、化学成分、来源、溶解度和产活性氧的能

力决定。颗粒的化学成分变化很大，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生物活

性 (见空气污染颗粒 :它们是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多环芳烃、醌和金属

等成分。考虑到颗粒的复杂成分，目前仍难以建立起单个颗粒成分与人

体健康之间精确的因果关系。有研究表明，超细颗粒比大颗粒具有更高

的生物活性。尽管超细颗粒构成的颗粒质量更小，但数量更多，在给定

的体积内有更大的反应面积。  



 

 

 

图 6. 支气管上皮中的颗粒物和臭氧产生活性氧 (见正文 )  

 [来源 : 改编自 Baeza A., 参考参考文献 [9].经过作者的允许 , © V.Danel]  

（Particulate matter 颗粒物；Ozone 臭氧；Mucus 黏液；ROS 活性氧；Anti-

oxydants 抗氧化剂；GSH 谷胱甘肽；Uric acid 尿酸；Bronchial fluid 支气管液； 

proteins 蛋白质；Lipids 血脂；macrophages 巨噬细胞； Neutrophils 中性粒细胞；

secondary oxidants 二次氧化剂；Bronchial epithelium 支气管上皮； connective 

tissue 结缔组织；Smooth muscle 平滑肌；  endothelium 内皮细胞；EGF receptor 

ligands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配体；Pro-inflammatory mediator 促炎介质；basal lamina

基底层；Mast cells 肥大细胞；ciliated cells 纤毛细胞；Mucus cell 粘液细胞；Vit.C

维生素 C）  

颗粒能引起氧化胁迫  [9]，由此产生炎症反应 (图 6)。氧化胁迫由活

性氧 (ROS)及反应性氧合和氮氧化物质引起的对细胞组成的攻击。最常

见的三种活性氧包括超氧阴离子 (O2-)、过氧化氢 (H2O2)和羟基自由基

(HO -)。诱惑产生氧活性氧是细颗粒和超细颗粒毒性效应的关键。在生物

体内，活性氧等氧化物质和抗氧化防御机制之间永远是 “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动态平衡。当防御机制处于下风时，就会出现炎症反应；最后

导致细胞坏死或调亡（程序性细胞死亡）。对心血管而言，动脉粥样硬

化是血管壁的炎症过程，会导致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和动脉损伤，是心

肌梗死和脑血管意外发生的机制之一  。  

如前所述，颗粒的组成是其毒性的决定因素之一。颗粒中的过渡金

属 [10]（如铁、铜或钒）可导致高活性羟基自由基的产生。颗粒中的有机

化合物通过醌类和多环芳烃类在巨噬细胞和支气管上皮细胞中产活性

氧。  

颗粒与生物颗粒或分子（如细菌或过敏原）结合象，能产生“特洛伊

木马”效应。  

3. 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 

关于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已展开很多研究，涉及几十到几十万个主

题，难以一一赘述。  

3.1 死亡率 

死亡率是研究最多的主题。各国的死亡率数据均易获得，对研究潜

在环境健康影响而言，是一个很好的 “指标”。所有的死亡原因，无论是

“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 ”，都被用来研究与颗粒物暴露的关联。  

短期研究显示，与污染事件相关的死亡人数呈增加现象 [11-14]。尤以

PM10 和 PM2.5 被研究最多。在北美地区，1987 年至 1994 年在 90 个主

要城市开展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空气污染研究 (NMMAPS)表明，PM10 死

亡率之间存在在微弱但一致的关联。在欧洲，PPHEA 和 APHEA2（欧洲

的空气污染和健康影响研究方法）对 PM10 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APHENA 研究结合了北美和欧洲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研究方法和结论的

稳健与可靠性。关于超细粒子 (PM0.1)效应的研究在数量上仍然很少，但

正在兴起。  



 

 

所有的定群研究也表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因暴露于颗粒物

（特别是 PM2.5）的长期死亡率在增加 [6,15]。在诸多死亡原因中，心血

管和心肺损伤导致的死亡占绝对优势。例如欧洲 ESCAPE 研究 (欧洲空

气污染影响定群研究 )包括了 22 个定群研究和 300，000 多名受试者 [16，

17]。依据整个法国大都市的污染物浓度  [18]，另一项研究调查了 12 年来

主要大气污染物对死亡率的影响，证实了污染与长期死亡之间的关系。

在该研究中，即使浓度相对较低，颗粒物（PM10 和 PM2.5）也是造成

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影响大于氮氧化物和臭氧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减少与颗粒污染物的接触会降低死亡率。这一点特别

值得关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急性污染才会增加健康风险。

众所周知，长期影响真实存在，而且可能比短期影响更重要，这对污染

物减排措施和健康标准具有重要意义。所有开展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颗

粒与死亡率即使在健康人群中也有关联。这一点一度是专家辩论的焦点。

有人过去认为只有 “脆弱”者才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如糖尿病患者、有

心肌梗死病史的人群、老年人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仍然可能遭受到更

大的危险。  



 

 

 

图 7. 定量健康影响评估的不同步骤 [来源 :V.Danel]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流行病学研究；Toxicological studies 毒理学研究

Air pollution exposure and health effects 空气污染暴露和健康影响；Causality 

relationship 影响关系；Air pollutants concentrations and health hazards 空气污染

物浓度和健康危险； Relationship quantification 量化关系； Application of the 

previous steps to real life exposure:将前面的步骤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暴露；Health 

impact evaluation 健康风险评估）  

最近由法国卫生组织进行的一项定量健康影响评估 (EQIS)确立了

法国 PM2.5 暴露与死亡率 [19]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估计，每年有 48 000

人死于 PM2.5 污染，相当于法国死亡率的 9%。更准确地说，如果法国

各地由人为活动造成的 PM2.5 污染降低到污染最少的水平，将避免每年

48000 人的死亡。这是模型估算的结果，这一数字也应视作颗粒物污染

对死亡率影响的估计值。在污染降低到最低水平的情况下，30 岁的人将

平均增加 9 个月的预期寿命。在巴黎，预期寿命的增加甚至可能超过两

年。  



 

 

这些结果与欧洲和国际上的评估是一致的。例如，欧洲环境署在

2018 年 [20]的报告中估计，法国每年有 35800 人 [21]因暴露于 PM2.5 而过

早死亡，这一数字远高于氮氧化物和臭氧的影响。整个欧盟 (28 个国家 )

每年有 391000 人因暴露于 PM2.5 而过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

球每年约有 700 万人死于细微颗粒污染  [22]。  

总之，所有短期和长期的研究都表明颗粒物接触与死亡率之间存在

显著的因果关系。  

3.2 肺部疾病 

由于颗粒在肺部的穿透性，它们对肺的影响顺理成章，关于这一主

题的研究数量也相当可观 [6]。大多数研究关注 PM10 和 PM2.5，对 PM0.1

的研究相对很少，但结果是相似的。  

许多研究都聚焦在儿童身上，因为他们的肺部还未成熟，免疫系统

还在发育当中；儿童每分钟的换气率比成人高，且经常参与户外活动；

此外，儿童肺部状况能很好的预测成年的肺部的状况。尽管结果不一且

存在解释偏差，大多数短期研究表明，PM2.5 暴露与肺部疾病和哮喘疾

病之间存在关联。人们还认识到，哮喘儿童对颗粒要比健康儿童更敏感。

长期研究证实了细颗粒与肺功能、肺发育和呼吸症状之间的关联。  

有证据表明，空气质量的改善可减少儿童住院和患呼吸道疾病的频

率。针对成年人开展的研究还较少，但已有研究都表明，接触颗粒物会

对肺部产生影响，特别是能发展为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炎。  

科学界已有共识，肺癌的发生与空气污染（特别是细颗粒物）有关。

空气污染和颗粒物的致癌性已在 2013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 (IARC)证实  [23]。  

3.3 心血管疾病 

或许出乎意料，空气污染和细颗粒物对心血管系统造成的风险可能

最大。所有的心脏病学会都定期警告污染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大量

短期研究表明，颗粒物暴露（PM10 和 PM2.5）与因心血管原因住院的



 

 

频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长期研究特别关注心力衰竭或心肌梗死的发生。也有研究则关注心

脏的生理变化，如心率变化或短暂心肌缺血的发展—这些变化往往表明

更严重并发症的存在。然而，由于这类研究实施困难，目前没有任何明

确的结论。但所有结果都明显地趋向于证实颗粒物对心血管系统有害。 

正如之前所提，颗粒物毒性的作用机制之一是诱导炎症反应，很可

能由此导致血管收缩，并发展成高血压。但是，有关高血压和颗粒物污

染关系的研究结果大多并不显著，且有时相互矛盾，因而没有一致的结

论。  

关于超细颗粒物，即使大多数专家支持 PM0.1 的暴露与心血管疾病

的关系，但目前也没有多少研究可以得出定论。  

3.4 神经系统疾病 

一些短期研究表明，在急性污染事件之后，细颗粒物与中风（特别

是缺血性中风）的发生存在关联。然而，相关长期研究还很少。  

少数研究调查了神经退行性疾病和长期认知障碍的发生情况。我们

知道炎症在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初的研

究是以生活在墨西哥污染环境中的野狗作为动物模型开展的，在这些狗

中检测到了炎性的脑部损伤。虽然一些对人类的研究表明，颗粒物暴露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但得出明确结论还为时尚早。 

3.5 生殖障碍，围产期障碍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空气污染会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产生影

响。一些研究已经表明，空气污染（特别是颗粒物）会导致早产、低出

生体重、胎儿畸形和婴儿死亡等。但是，由于胎儿的敏感性随着怀孕的

时间而变化，使得比较研究困难重重。此外，再加上社会经济地位等其



 

 

他要素的影响，很难断定孕期暴露在颗粒物中会对胎儿健康产生的长久

影响。即使一系列的论证研究认为颗粒物会产生有害的影响，但目前仍

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3.6 生物标记物 

许多短期研究试图确定某些血液参数（特别是炎症和凝血标记物）

与细颗粒暴露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常见的参数有 CRP (c 反应蛋白，炎

症标志物 )、白细胞计数 (白细胞 )、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计数、纤维蛋

白原计数等。人们试图寻找可以指示颗粒物暴露的程度、易于测量的血

液标记物。虽然有些炎症标志物被发现似乎与颗粒物暴露有关，但结果

过于零散和不统一，还无法得出结论。  

总之，颗粒物暴露的生物标记物 (如果有的话 )尚未确立。有关研究

正在进行，分析技术手段的进步将能够实现该方面的进展。  

4. 健康标准 

如本文开头所述，健康标准是估算和建模的结果，在世界各地都不

统一  [24]。  

  欧洲环境质量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则 

PM2.5 

年平均值：25 μg/m3 年平均值：10 μg/m3 

  24 小时浓度平均值：25 μg/m3 

PM10 年平均值：40 μg/m3 年平均浓度：20 μg/m3 



 

 

24 小时浓度平均值：50 μg/m3 24 小时浓度平均值：50 μg/m3 

每年不得超过 35 次   

可以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比欧洲标准更具保护性。法国许

多城市的空气质量经常超过欧洲标准。欧洲审计法院的一份相当严厉的

报告指出，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减污染措施不足，不符合健康标

准 [25]。  

在法国，针对 PM10 有建议阈值和警报阈值，分别为 50g/m3 和

80g/m3。据估计，2017 年，如果法国所有城市都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PM2.5 的指导值，将会避免约 17712 人死亡和产生 530 亿欧元的经济损

失。  

5. 社会经济成本 

欧盟参议院空气污染经济和财政成本调查委员会估，2015 年空气

污染造成的损失在 700 亿到 1000 亿欧元之间 [29]。据估计，仅空气污染

对法国卫生系统的损失在 10 亿至 20 亿英镑之间，而为职业病支付的养

老金费用额外达 10 亿英镑。生病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社会福祉损失难以

精确量化，但估计影响相当广泛，最高可达 1000 亿欧元。  

2018 年，欧盟参议院空气污染工作组回顾说，空气污染是健康危机，

也是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实施重大污染减排措施的成本将远远低于污

染的社会经济损失。前欧洲环境专员 (2009-2014)雅奈兹 ·波托尼克 (Janez 

Potocnik)是减少污染措施的坚定倡导者，他说 “如果你认为经济比环境

更重要，那就屏住呼吸数钱吧 ”[17]。  



 

 

6. 结论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毋庸置疑。  

在各种空气污染物中，悬浮颗粒物对健康产生主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强调污染峰值的有害作用。现在我们知道，长

期污染可能比峰值污染更有害。  

大量研究已经确立了颗粒物暴露与死亡率、肺部和心血管疾病等之

间的因果关系。  

颗粒物对神经系统、怀孕和生殖的影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一些

研究已经表明颗粒物可能造成影响。  

目前的研究最为关注 PM10 和 PM2.5，PM0.1 纳米颗粒将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  

空气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巨大。  

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空气，不符合现行的欧洲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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