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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英文缩写
ABBREVIATIONS

Air pollution is now considered the world’s larges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global efforts calling for
空气污染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诱因。近年来，全球已经有不少呼吁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努力。这些关
air pollution a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se global calls for action on air pollution strengthe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全球动议加强了区域与国家行动，强调了通过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需求。
highlight the need to prioritize addressing this issue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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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清洁空气愿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牵头编制了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来满足亚洲的需求，
To set the way forward in achieving the vision for cleaner air, Clean Air Asia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idance Framework
应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挑战。旨在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文件围绕亚洲城市所关注的优先问题，形
for Better Air Quality in Asian Cities (Guidance Framework) in 2014 to address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reg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recognized guidance on improving urban air quality and is organized around priority areas of concern in the region, which
成关键指导领域，并描画了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were translated into key guidance areas with roadmaps on how to progress in a step by step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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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愿性实施文件包括七章，覆盖了六个指导领域。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运用指导框架的各个章节（
This voluntary, non-binding document consists of seven individually published chapters covering each of the Guidance Areas.
或其中一章），基于本地优先领域来制定本地的路线图，或行动计划。
Policy and decision makers in Asia,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can use on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Guidance Framework
chapters to develop local roadmaps or action plans depending on their priority areas of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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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会方认识到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Long‐Term
2006年，首届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间会议举办
a Long
In 2006, the First Governmental Meeting on Urban Air
Quality in Asia1 recognized the need for guidance in implementing Vision,
Term Vision for Urban Air Quality in Asia, which describes the desired state of urban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Asian cities. During
LTV）的实施提供指导的需求，愿景描述了未来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设想。在第三届政府会议期间，各国环境部门
the Third Governmental Meeting, environment ministries from the region identified key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to improve
识别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面临的关键挑战。
urban air quality.

指导框架文件包括7章:
The Guidance Framework consists of seven main books with these titles:
• 介绍
•
•
•
•
•
•
•
•
•
•
•
•
•

指导领域
1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Introduction
指导领域
2 Area
-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Guidance
1 -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Guidance
2 - Emissions inventories and modeling
指导领域
3 Area
- 健康与其它影响
Guidance
Area
3 - Health and other impacts
指导领域 4 - 空气质量传播
Guidance Area 4 - Air quality communication
指导领域 5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Guidance Area 5 - Clean air action plans
指导领域
6 Area
- 治理
Guidance
6 - Governance

These guidance areas come with an Information Sourcebook, which is a compilation of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各指导领域还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汇编，包括支持指导框架路线图实施的资源信息。此外，还有指导框架实施培训课程，详
Guidance Framework roadmaps. There is also an accompanying training course on Guidance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见亚洲清洁空气网站的空气质量改善综合项目（IBAQ）页面（www.cleanairasia.org/ibaq）。
available online in the Clean Air Asia website and Integrated Programme for Better Air Quality (IBAQ Programme) website: www.
cleanairasia.org/ibaq
指导框架文件由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国际/区域专家和从业人员共同开发，并通过政府会议和外部专家沟通来进行修改意
The Guidance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ogether with a team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and has
见征集和文件完善。文件草案在多个国际会议上进行分享，包括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举办，2015年11月
undergone an extensive review process through the Governmental Meeting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reviewers. The draft
召开的首届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合论坛（APCAP）。指导框架得到来自亚太地区24个国家与会代表的肯定，包
document was also shared in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the Asia Pacific Clean Air Partnership (APCAP) Joint
括各国环境部门、政府间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专家。
Forum organized by UNEP ROAP in November 2015. The Guidance Framework was welcomed by participants from 24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volving environment ministri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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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 Meetings on Urban Air Quality in Asia are biennial meetings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UNEP ROAP)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两年一度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旨在
Regional Offic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P ROAP) and Clean Air Asia that convene environment ministries with the aim to harmonize
召集各国环保部门协调区域空气污染及相关领域的管理思路。
approaches across the region in tackling air pollution and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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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HO估算，环境空气中的污染物，尤其是细颗粒（PM2.5）在
2012年造成了全世界370万人口过早死亡。
第四章
指导领域3：健康及其他影
响
4.1 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2年的研究
（WHO，2014a）以及2010年全球疾病
负担（GBD）研究（Lim等，2012）发现
环境空气污染给公众健康带来的风险比以
往预计要高的多（Lim 等，2012）。
据WHO估算，环境空气中的PM2.5在2012

年造成了全世界370万人口过早死亡，主
要分布在中-低收入国家，即西太平洋区域

（WHO，2014b）及东南亚区域，分别有
160万和94万人口过早死亡。
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现空气污染造
成了7600万健康生命年损失（Lim等，2012
）。G B D 将造成全球范围过早死亡的风
险因素进行排名，其中空气污染为第三
位，仅 次 于 饮 食 风 险 与 高 血 压 。
GBD研究表明，亚洲是世界上因室外PM 2.5
污染致死风险最高的地区，2010年约有

215万死亡与其相关，其中中国约占57%
，印度约占29%。亚洲也是因近地面臭氧
（O 3 ）污染致死风险最高的地区，2010

年在全球因臭氧污染导致过早死亡人口中
亚洲占83%（126508例）。最近，世卫组
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工作专
家在2013年宣布 ， 环 境 空 气 污 染 物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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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指导领域旨在开展国家与地方项目，持续监测空
气污染的健康、环境与经济影响。
其是PM 2.5被归为人类致癌物质（IARC

1类*）
（WHO/

I ARC，2 013 a，B，C）。这一论断是基于人体致癌研究

驱动因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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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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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

死亡率

展）

（Brauer 等， 2012； Loomis 等， 2013；2014）。作为
致癌物，PM没有影响阈值。

死亡人数/年

和动物实验的充分证据以及强有力的机理证据提出的。

教育；认识提高

预防和治疗

行动

图4.2 DPSEEA 框架1 2
来源： 引自 WHO， 1995a.

东亚

中亚

南亚

东南亚

图 4.1 每年因PM2.5 与O3污染造成过早死亡人数的区域分布
来源：Lim 等， 2012

4.1.1 目标
开展国家与地方项目，以持续监测空气污染对健康、环境
与经济的影响。

4.1.2 考量健康与环境影响的重要性
室外与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与环境有诸多不利重大影
响。许多空气污染物被归为致癌物质，还会引发各种呼吸
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空气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土壤与淡
水系统酸化、湖泊与河流富营养化、臭氧层破坏与全球气
候变暖。

2

了解和估算空气污染的影响与社会经济成本，是空气质量
管理（AQM）框架的重要一环。空气质量管理框架基于
图4.2中所示的驱动因素 - 压力 - 状态 - 暴露 - 影响 - 行动
（DPSEEA）框架。

了解和估算空气污染的影响与社会经济成本，是
空气质量管理框架的重要一环。

分析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成本与其带来的健康与环境效益
对改进空气质量管理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如不估算污染损害
成本，则无法确定污染防控和减排策略的成本有效性，也
不能识别高效的、有效的技术和政策手段，制定目标和管
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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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收剂量：空气污染物的吸收的量，可在人体内代谢、流动、存储或消除（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b）。

2

病原侵入：可造成伤害或疾病的物质摄入（WHO，2000年a；医学大词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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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疾病贡献风险因素排名, 2010
全球

亚太高收入国家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高血压

1

1

1

1

3

1

吸烟，包括二手烟

2

2

2

2

2

3

酒精

3

3

6

6

8

2

4

42

5

3

1

12

饮食中缺少水果

5

5

3

4

5

5

高体重指数

6

8

9

9

17

4

空腹高血糖

7

7

8

5

7

7

儿童体重过轻

8

39

38

13

4

25

暴露于PM 2.5的非致命性健康影响包括非致命性心脏病发

大气颗粒物污染

9

9

4

11

6

10

并增加呼吸道症状。这可能会导致缺勤、缺课以及增加住

缺乏身体锻炼和低运动

10

4

10

8

11

9

固体燃料燃烧所致室内
空气污染

4.1.2.1 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
给人体健康带来最大不利影响的主要污染物为PM2.5、O3

、二氧化氮（NO2）与二氧化硫（SO2），以及有毒空气

污染物及重金属。
颗粒物

研究表明，短期与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细颗粒物中同死亡
率与发病率升高有紧密的相关性（Hirota&Martin，2013
；美 国 环 保 局 [ U S E P A ] ，2 0 0 9 ；H o g g 等 ，2 0 0 4
，WHO，2013a，b，Brook等，2010；Chuang等，2007
；Rückerl等，2006）。吸入的PM 2.5可进入肺部与肺泡，

对气管细胞与肺部造成损害；可能引起哮喘和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Riva等，2011；USEPA，2009；Risom等，2005）
。PM2.5还会对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PM2.5引起的致死疾病包括：

• 心血管疾病，尤其是缺血性心脏疾病和中风（WHO,
2013a，b）；

作、心律不齐、加重哮喘和肺功能下降，急性支气管炎，
院和门诊次数。

来源： Lim 等， 2012.

需要提到的是，PM 2.5 中的黑碳（BC）成分，是指从化
石燃料和生物质的不完全燃烧排放的含碳颗粒（Long

等，2013年）。据世界卫生组织，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黑碳
浓度日变化和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心肺病入院
情况的短期变化之间有关联（Janssen等，2012）。队列
研究提供了黑碳长期暴露与全因死亡和心肺死亡关联的充
分证据。长期与短期暴露关系研究揭示黑碳的风险关系要
高于PM2.5 与PM10 （Janssen等，2012）。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他来源、成分、或粒径的颗粒物便不具有毒性”
（达
理指数，2013年）。

近地面臭氧

由于PM2.5污染致死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亚洲，因而在亚

洲各区域中颗粒物在健康风险因素的排名中都非常靠前（
表4.1）

近地面臭氧（O3）不易溶于水。因此，它不会在上呼吸道

停留而是直接到达下呼吸道，并溶解于肺细胞表面的薄层
流体中。流体中的自由基及其它氧化剂，会与细胞分子快
速反应并对人体肺部产生臭氧暴露的影响。臭氧暴露是造
成哮喘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即使短期暴露都可加重原

短期暴露于臭氧对健康的影响包括

（WHO，2006）。短期暴露于NO2就会加重哮喘等肺部
疾病的症状。而暴露于安全水平浓度之上的NO2可引起呼

职业医学研究所[IOM]，2004年）。

• 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病入院率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更多。NO 2 可沉积于下呼吸道，并且在肺部长时间存留

• 提高全因死亡率

• 增加成人（65岁以上）呼吸系统疾病入院率

等，2008；Lanata等，2004）。

二氧化氮（NO 2）一经吸入，人体呼吸道可以吸收70-90

％的气体，如果用嘴呼吸（例如运动时）甚至可能吸收

（USEPA，2014a，2013a；WHO2013a，B）：

• 增加成人（65岁以上）心脏疾病入院率

•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WHO，2013a，b；Roth

二氧化氮

吸道炎症。有研究揭示了NO2长期暴露和死亡率之间的关

• 增加成人（75岁以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WHO，2013a，b，c），和

• 可能增加哮喘入院率
• 增加缺课

有肺部疾病，使肺部更容易受到感染。

• 肺癌（WHO，2013a，b，c）；

4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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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然而，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实NO2对死亡率的影响（

长期暴露于二氧化氮对健康的影响包括：
• 哮喘患儿的支气管炎症状加重（WHO，2013b）
• 降低儿童肺功能（WHO，2013a；B）

5

二氧化硫

除了直接影响暴露于有害空气污染物的动物种群，空气污

二氧化硫（SO 2）人为排放源主要来自于供热、发电和机

动车使用过程中含硫化石燃料的燃烧。SO 2极易溶于水，

吸入（特别是通过嘴呼吸时）后立即被人体呼吸道吸收，
会引起呼吸道炎症（WHO，2013a）。
流行病学揭示了长期暴露于SO2的影响：

量（英国网站[UK]，2014b）。大量在欧洲和北美进行的

平流层臭氧，尤其是在极地地区，正逐步被消耗臭氧层物

O3潜在影响评估的实验研究表明，O3影响带来达数十亿美

质（含氯和含溴的物质）破坏。针对臭氧层消耗物质控制

元的农作物损失（Avnery等，2011A）。空气污染对文化

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1989年生效，旨在保护平流层臭

遗产/建筑材料的影响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或可导致一个

氧，从而使地球生命免受地表增强的紫外线（UV）辐射

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损失。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1）。议定书规定的控
制措施已被证明有效的保障了公众健康1。紫外线辐射可能
会损害敏感作物，降低作物产量。大多数臭氧消耗物质也

• 引起肺部功能退化

是强效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目前已存在有力证据

酸雨

• 加重已有心脏疾病

证明平流层臭氧对改变地表气候方面的影响（UNEP，2010

• 哮喘发病次数增加

酸雨含有硝酸和硫酸，会造成森林、土壤和水体的酸化，

WHO在最新发布的研究发现（WHO，2014）中认为，已
经有充分的研究证明SO2暴露可带来死亡风险的影响。
有毒空气污染物与重金属
有毒空气污染物包含：苯（汽油所含）、苯并[a]芘（焦
油和沥青烟雾，以及柴油发动机排放），全氯乙烯（干洗
化学品中）、二氯甲烷（溶剂和脱漆剂）、石棉、甲苯、
砷；锌、镉、汞、铬、镍和铅的化合物等重金属污染物。
持续一段时间暴露于含有一定浓度的有毒空气污染物的烟
气中，可能会增加癌症患病、生殖和先天性缺陷的几率，
影响生殖或出生缺陷，损伤免疫系统，并延缓神经系统的
发育。一些持久性有毒重金属空气污染物不像有机物能够

从而破坏食物链。酸雨对作物可能产生各种影响，包括造
成多种作物大减产。酸雨也会加速建筑和雕塑的侵蚀。
更多 信 息 可 从 美 国 环 保 局 （ 2 0 1 2 b ） ， P h i n n e y 等

富营养化

Mauzerall（2004）估计，中日韩三国每年因臭氧污染带

空气中的营养物质，如硝酸盐和磷酸盐经干湿沉降到水体

损失。 Ghude等（2014年）估计，2005年印度的棉花、

中，会刺激藻类大量繁殖而过度消耗水中的氧气，最终
导致 鱼 类 死 亡 ， 以 及 其 它 养 殖 减 产 （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USGS]，2014年）。

大豆、水稻和小麦等作物损失达6公吨，经济损失约合13
亿美元。但这些研究仍可能大大低估了亚洲O3对作物产量

的影响，因为亚洲种植的小麦和水稻品种对O 3 更为敏感
（Emberson等，2009）。

霾

全球变暖

有毒空气污染物，例如苯、苯并[a]芘、镍和砷特别被列为

糊物体清晰度、颜色、质地和形态。霾对空气质量、气候

致癌物；对于重金属来说，世卫组织认为没有安全的暴露

和水文循环也有潜在影响（Ramanathan 等，2001）。

水平（也即在暴露浓度极低的情况下仍是有健康危害的）

地球自然产生的气体中会在对流层吸收太阳的热量，这
种“温室效应”保持地球的温度稳定。但人类活动产生了
太多温室气体（GHG）（USEPA，2014E），其结果是地
球大气中吸收了更多的太阳热量，造成地球的平均温度上
升（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可能对人体健康、农业、水资

。虽然氨（NH 3）本身不属于致癌物质，但其可反应转化

大气棕色云

（Martin，2008）。在最近出版的著述中，Paulot和

大气棕色云（ABCs）主要由室内和室外空气的污染中

Jacob（2014）建议，减少NH3排放会实现比PM2.5国家标

（由于生物质和化石燃料燃烧）的颗粒和气态污染物造

准的从15μg/m 降低至12μg/m 更大的健康效益。

毁树苗成林，并减少植物对病虫害的抵抗力。Wang和
来的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减产，造成高达 50亿美元的

（USEPA， 2012c）。霾会减少城市和景区的能见度，模

3

作物与森林损害
近地面O 3 可以减少农作物和商品林的产量，减慢甚至损

霾是由于空气中细颗粒物的消光和吸光作用造成的

为气态酸，特别是硫酸和硝酸，以及形成可致癌的PM 2.5

；USEPA， 2011a）。

（2004），和英国（2014a）著述中获取。

衰减，会积聚在体内组织中。

3

臭氧层破坏

染还会造成生态系统变化，这会间接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数

源、降水与干旱、森林、野生动物和沿海地区产生显著影
响。表4.2列出了一些温室气体的特性。

成，如NOx、CO、SO 2 、NH 3 和数百种有机气体和酸

（Ramanathan等，2008）。全球有五大ABC热点区

更多关于有毒空气污染物暴露的健康影响相关信息可查看

域；其中包括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五大ABC热点可能

WHO （1995b） 与 USEPA （2007）出版物。

对区域和全球气候，水量平衡，农业和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4.1.2.2 空气污染的环境影响

6

（Ramanathan等，2008；Ramanathan&Ramana，
2003）。

1

《蒙特利尔议定书》实施的控制措施已使国际社会避免了数百万的非致命性皮肤癌和白内障病例，以及数百万的致死性皮肤癌

病例。美国估计，从1990到2065年，这些保护臭氧层的措施仅在美国都可避免超过630万的皮肤癌死亡，并减少4.2万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UNDP，2012）。此外，2011年美国环保局（USEPA）估计，因《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超过2200万1985年和2100年间出生的
美国人将免受白内障疾病的困扰（UNE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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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温室气体来源及生命周期
物质

来源

生命周期 [年]

参考来源

CO2

化石燃料与生物质燃烧

3–4

Gurjar, 等, 2010

CH4

稻田、家畜、天然气泄漏

12

IPCC, 2007

N2O

农业、化石燃料燃烧、废水管理、工业过程

114

CFCs

45–1,700

HFCs

1.4–270

HCFCs
PFCs

干湿沉降

气体和颗

气候

粒排放
能见度

植物和土壤

热、冷、极端

USEPA, 2010; IPCC,
2007

天气
地下水

对健康的

生物病原体

影响

1.3–17.9

空调、冰箱、喷雾剂

土壤与
地表水

海平面上升

IPCC, 2007

740–50,000

HFEs

0.33–136

图 4.3 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及健康影响之间的关联

Halons

16–65

来源：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2008

CFCs：氯氟烃； HFCs：氢氟烃； HCFCs：氟氯烃； PFCs：全氟化合物； HFEs：氟化醚。

4.1.3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协同效益

员会[IPCC]，2007;Anenberg等，2012；CAHA，2012

许多空气污染物如PM、SO2、NO2和CO与温室气体有着

图4.1描绘了空气污染和气候及其与健康和环境影响之间的

；HEAL，2012；West等，2013；

GCEC，2014年）。

相同来源。主要的温室气体包括CO 2 、CH 4 和O 3 。臭氧

联系。

化学氧化反应生成，或由甲烷光氧化生成（Johnston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UNEP/WMO）最近发

Kinnison，1998）。一方面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

布的一份报告总结了关于短寿命温室气体（SLCPs）的科

缓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空气中的污染物，以避免

学发现，报告指出SLCPs的减少可能会避免数百万人过早

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直接影响。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可

死亡，以及数百万吨的农作物损失，在未来四十年降低全

以减少空气污染，反之亦然，地方和区域层面减少空气污

球气温0.5°C

染的行动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而有必要共同评估

附件III-A和III-B提供了一些UNEP建议的BC、OC、PM 2.5

的形成机制为挥发性的有机气体与空气中的NOx发生光

这些相互关联的政策。协同控制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将更成本有效地带来协同效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0.2℃~0.7℃]（UNEP/WMO，2011）。

、CO、 NOx和 CH4减排措施，以及关联空气污染和温室
气体减排的协同效益案例研究。

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反之亦然，地方和
区域层面减少空气污染的行动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而有
必要共同评估这些相互关联的政策。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健康影响评估是评估现有的空气
污染减排政策、战略、计划和项目的正面/负面健康影响
的一种手段。

4.1.4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健康影响评估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CAAP）是旨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公众

群中的分布”（WHO，2007）。

健康的长期计划，通过识别措施以减少交通、工业、废
物处置、居民生活等来源的污染物排放[参照指导领域5

健康影响评估是一项帮助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制定政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健康影响评估

策、战略、项目的有价值的工具，可为决策者和决策需求

（HIA）是评估现有的空气污染减排政策、战略、计划和

提供信息。HIA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评估空气污染是否对人

项目的正面/负面健康影响的一种手段。HIA有多种定义

体健康产生影响。评估将政策和人联系在一起，涉及到所

（Birley，1995；ECHP，1999；Lock，2000；影响评价

有利益相关者，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主动举

协会，2006年），欧洲健康政策中心（ECHP）的通用定

措。图4.4展示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的HIA过程。附件

义为：“是一系列程序、方法和工具的组合，通过该组合

III-C提供了HIA制定和实施的分步过程以及案例研究。

可判定政策，计划或项目对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以及在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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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步骤

表 4.3 空气污染健康及其它影响评估的不同发展阶段

描述
快速确立空气污染与健康的相关性。

筛查

阶段

指标

需要做HIA吗？
缺乏健康监测系统。
没有用于排放-暴露-影响模型的气象与空气质量数据库。

政策及项目预期评估

摸底

卫生部门缺乏对健康影响相关调查与信息。

识别关键空气污染物和公众关注点，建立职权范围，设置边界

缺乏以下能力：
不完善

• 暴露评估；

使用可获得的证据评估基线健康水平和空气污染带来的负

评价

• 用低价的简易或精密的监测设备进行空气污染监测，研究健康影响。
• 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面影响-空气污染影响的对象、程度、预测、应对

没有关于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的研究。
未开展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

建议

识别减少健康影响的策略与措施
开始建设健康监测系统。
开始建设用于排放-暴露-影响模型的气象与空气质量数据库。

政策制定

报告

有初步的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影响调查。

向利益相关方传播针对减少健康影响的结论和建议

正在培养以下能力：
发展中

监测

采取适当行动，监测实际健康影响，加强已有证据基础

• 用低成本的简易或精密的监测设备进行空气污染监测，研究健康影响。
• 暴露评估；
• 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没有关于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的研究。
未开展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

图 4.4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健康影响评估的步骤
来源： 引自 WHO，2015

4.2 健康与环境影响的发展阶段
加强对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的能力有助于制定和完善改善

• 用于评估健康及其它影响数据的可得性。

空气质量的政策。这种能力也有助于对保护人类健康和环

• 评估健康及其它影响的步骤。

境的措施进行有效性评估。

• 评估健康及其它影响的能力。
• 在政策制定目标中体现健康影响评估的结果。

表4.3列出一系列指标，帮助城市识别其空气质量管理所处
的发展阶段以进行环境健康影响评估。下面是不同阶段中
要考虑的关键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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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逐渐形成

指标

阶段

指标

健康监测系统开始提供可靠的数据。

有健康监测系统可为健康影响评估提供可靠数据 。

开始建设用于排放-暴露-影响模型的气象与空气质量数据库。

建成气象与空气质量数据库，并定期进行排放-暴露-影响预测。

开展更多的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影响定期调查。

使用快速评估技术开展系统的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主要功能和设施区（

通过培训逐步提升以下能力：

如学校、医院）和主要敏感人群（如儿童和老人）的暴露与健康影响评估研究。

• 用低价的简易或精密的监测设备进行空气污染监测，研究健康影响；

下述能力持续提升：

• 暴露评估；

完善

• 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 用低价的简易或精密的监测设备进行空气污染监测，研究健康影响；
• 暴露评估；

学术科研单位间歇地开展关于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的研究。

• 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考虑将HIA结果、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

政府与科研单位均开展了关于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的研究。有适用于本地条件的社
会-经济成本评估步骤。
政府与科研单位开展了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基于本地化的成本与效益分析系统。
将HIA结果、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

有健康监测系统，用以作为空气污染HIA的基础。
建成并使用排放-暴露-影响模型的气象与空气质量数据库。
使用快速评估技术开展系统的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主要功能和设施区（
如学校、医院）和主要敏感人群（如儿童和老人）的暴露与健康影响评估研究。
下述能力以及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得到改善：
成熟

• 用低价的简易或精密的监测设备进行空气污染监测，研究健康影响；
• 暴露评估；
• 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政府与科研单位均开展了关于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的研究。
政府与科研单位开展了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
将HIA结果、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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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问题与挑战
在过去15年中，有一些亚洲国家和城市制订了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来应对空气污染问题，但是他们仍然面临极大的
挑战，特别是城市地区。这尤其与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有

与决策过程会受到限制。与规划和政策制定关联很小。

自我防护，此外，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带来的健康影响效

专家在一些城市开展了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对健康与经济影

• 仅有少量亚洲国家编制系统化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基

益评估往往无法开展。不清楚或者没有获取其他资金来

响的系统研究（如USEPA， 2014h）。

于健康影响/效应来更新或制定排放标准，并进行实施和达
标监督。

关。此外，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避免健康损害产生的经济效

• 健康影响模型，以及短期与长期影响评估开展较少。

益评估也较少开展。

• 公众健康监测项目较少1——较少收集发病率与死亡率信
息用于评估健康影响，缺乏队列研究和时间序列研究。

制度

• 保护公众健康的重污染预警系统较少。在有空气污染越

• 人力资源与机构能力不足，使得政府机构获取健康和空
气污染的环境影响方面的知识不充分，不太了解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之间的联系，以最小化其健康和环境
影响。

界传输、重度霾、工业故障、极端气象（如强逆温）等紧
急情况时，需要进行空气污染预警。
• 缺乏以下相关研究与认知：
o

短期与长期健康与环境影响。认知对于保护公众

• 对治理机制中空气污染的健康和环境影响研究的重要性

与环境免受空气污染影响来说很重要。需要有评

了解有限。为了增进了解，需要其它部门及利益相关方提

价健康与环境影响严重程度的本地研究。

供流行病学研究所需的数据。

o

于帮助了解避免环境与健康影响的减排措施的效

调——这阻碍了部门之间分享流行病学研究需要的人口、

益。
o

联。这种关联的认知对于了解空气污染与温室气

条件、因污染暴露造成的健康与环境影响等各方面之间关

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健康与环境影响最为相关，会促成行为改变。
• 缺乏以下内容的媒体信息与认知：（1）空气污染的健
康与环境影响，避免或最小化空气污染影响带来的健康与

o

（OED）2014年）。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评估了空气污染
对当地的健康影响，并估计了经济损失。在曼谷和香港
就已经开展了一些健康研究，为采取空气污染减排措施
提供研究支持（Lee等，2013；Vichit-Vadakan&Vajanpoom，2011；Hedley，2009；Vassanadumrongdee&
Matsuoka，2005）。香港的达理指数通过估算空气污染
导致的过早死亡、住院、门诊及相应的经济损失为采取行
动提供了很强的激励（专栏4.1）。美国环保局曾与亚洲

专栏4.1
达理环境指数: 评估香港空气污染成本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与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之间的关

• 政府部门缺乏对于源清单、排放、空气质量监测、气象
联的理解。这些都是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其

赠款或贷款，以及公众科学 1或众包方式（牛津英语词典

健康与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这一类的研究有助

• 环保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沟通与协
监测、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

源的机会，如公私合营制（PPP），从国际融资机构获取

达理环境指数（又称达理指数）拉近了科学证据和风险传播之间的距离。该指数播报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住院
日数、就诊次数、总的经济损失、直接成本损失——住院，门诊人次（包括交通费用和缺勤），以及健康生命年损失
的价值(Hedley Index, 2014a)。基于国际上已有的空气污染水平与健康影响的暴露-反应关系，达理指数可评估在香

风险传播与有效引导人群对重污染影响进行防

港加强空气质量标准的潜在健康效益。

护。
o

经济效益；（2）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及其与空气污染影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与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协同效益

在达理指数网站上（见图4.4）展示了香港环保署运行的3个空气质量路边监测站点和10个普通站点监测的五项主要

的经济评估。空气污染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

污染指标（PM2.5、 PM10、 NO2、 SO2与 O3）数据。这些空气质量数据实时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短期与长期

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比对。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一个名为“空气质量追踪”的程序被开发出来，并增加了历史数

同效益（在健康与环境影响方面）往往要高于分

响之间的关联，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益。

据查询功能，可获取1998年始的各项污染物的历史数据（达理指数，2014b）。

别进行控制所带来的效益。

• 公众不了解有志于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的社会团体与非政
实际上达理指数所估算的结果相对保守，未计算空气污染对孕妇、幼儿等敏感人群的影响，长期健康损害的经济损

府组织（NGOs）能够推动政府作为。NGOs会对启动空

失、香港旅游业损失。

气污染暴露和评估的公众科学项目感兴趣。

资金

管理与技术

许多亚洲国家因为缺乏足够的政府资金，妨碍了健康监测
系统的建立与运行，也不利于开展评价空气污染暴露与健

•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的相关信息有限。因为缺少健康影响/
效益、健康风险的社会经济效应的数据与信息，政策制定
1

康影响之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特别是缺少支持空气污
染长期暴露研究的资金。资金短板也限制了贫困人群进行

公共健康监测是对健康数据持续、系统的收集、分析和解读，这对公共卫生政策规划、实施非常关键，也与及时将这些数据传

播到相应的个人或机构紧密相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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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发展路线图与政策建议：评估健康及其他影响，应对空气污染健康与环境影响挑战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管理步骤
• 开始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WHO，2004b；USEPA，2011b）
• 筹建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不完善
技术步骤
• 学习国际经验与健康影响研究，在政策、规划、策略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健康影响因素

管理步骤
• 确保健康风险估算结果传达给决策者，并在政策与规划制定中加以考虑
• 优先识别考虑健康影响的空气污染控制规划与政策

发展中

技术步骤
加强以下能力：
• 暴露估算（全球空气污染论坛[GAPF)， 2011]；

图4. 5达理环境指数网站截图

• 健康风险及其他影响初步评估（WHO，2004b）；
据达理指数估算，香港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Kwong，2012）。达理指数经常被引用，用作政策

• 初步建立健康监测方法（WHO，2014d；Nsubuga等，2006）。

研究人员、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教学工具，并成为香港环保署官员的重要参考（Ng， 2012； Cheng 和Luo，
2009）。

管理步骤

达理指数促进了空气质量及其健康影响的传播，并提升了香港的公众意识。2013年12月30日，香港环保署发布了空

• 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健康与其它影响

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代替空气污染指数（API），发布空气污染的短期健康风险，提示公众采取保护健康的防

• 在政策中纳入风险评估

护措施。

技术步骤
确保：
逐步形成

4.4 健康及环境影响评估的发展路线图

• 暴露评估的简化方法能力不断提升（WHO，2004b）；和
• 增进对主要污染控制措施的技术与经济可行性的理解
（USEPA，2011d；2008b；Reis，2005）；

健康及环境影响评估的可靠信息对空气质量管理十分关

加强评估能力，例如：

键。城市在空气质量管理体系下发展健康及环境影响评

• 健康风险与/或其它影响(WHO，2006)；和

估，第一步就应该评估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进

• 基于国际研究，强化健康风险、经济与/或其它影响评估的能力（OECD，2014）

阶”所需要采取的建议步骤。表4.4展示了克服上述挑战，
逐步发展的建议步骤。

16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17

国家、省市政府应该认识到在空气质量管理中将健康与环

载。如果有公共卫生系统，就可以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但

境影响作为重点考虑部分的需要。事实上，如果空气污染

是流行病学研究可能成本很高，具体要看研究类型、案例

管理步骤

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必要采取行动了。在亚洲发展中国

个数以及研究周期。

• 基于健康监测系统建立动态健康统计数据库，促成与促进健康影响研究

家，加强政治意愿并理解空气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很重

• 将研究结果用于政策工具（以一种透明的方式）

要，因为这些国家常常因为成本而不采取控制措施[参照指

以下方面需要资金资源：

• 针对决策者与公众制定与执行传播策略

导领域6治理]。需要有很强的政府回应来减少空气污染的

• 排放-暴露-影响研究

• 确保建立不同情景，满足未来空气质量管理需求（USEPA，2012f）

健康与环境影响（专栏4.2）。同样重要的是，加强源清

• 健康卫生系统（如果没有的话）

单、排放、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气象状况以及环境空气污

• 短期、长期和环境研究

技术步骤

染物暴露和健康影响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关

• 健康与环境影响价值研究

确保：

联，需要在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纳入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之间关联的研究

• 确保针对主要功能区（如学校、医院）与敏感人群（如儿童与老人）开展暴露与健康影

将环境和健康影响评估作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参

•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协同效益价值研

响研究（Makri 和 Stilianakis，2008）；

照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类似地，环境与健康管

究。

• 系统地开展了主要健康影响研究(Rothman&Greenland，1998)

理部门之间、国家与省市层级之间的合作、传播与协调需

• 有空气污染其它影响（如建筑与农业）的相关研究（Emberson等，2003；Rao

要加强。通过持续的教育、培训、配以充足的人力资源来

等，2014)；

加强空气质量管理方面的部门能力也非常重要。

发展阶段

成熟

应采取步骤

• 有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及控制效益研究（OECD，2014)；
• 开展了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分析（USEPA，2010b；欧洲清洁空气组织，2012）

需要给健康与环境影响研究配置充分的资金资源。如果有

• 源清单与数值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EEA，2013）。

可靠的排放数据与气象数据，可以用模型估算暴露情况[
参照指导领域2源清单与模型模拟]，建立了暴露-反应关
系后就可以相应的得出健康与环境影响。这是成本较低的

管理步骤

方式，因为好的模型能够从美国环保局网站等来源免费下

• 确保能在政策与策略中很好的体现健康风险评估
• 与决策者、公众一起制定与实施传播策略
技术步骤
• 定期系统开展健康与环境影响研究。公布结果来影响政策。通过情景分析来预测在排放
完善

部门或行业（如交通）实施政策带来的健康与环境影响。确保定期、系统地针对主要功
能区（如学校、医院）敏感人群（儿童、老人及患有疾病和/或残疾人群）开展暴露与健
康影响分析。可持续、系统地开展空气污染其他影响（如建筑与农业）的研究，包括污
染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的效益，以及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 开发空气质量模拟模型以支持决策过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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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作为重点考虑部分的需要。事实上，如果空气污染
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必要采取行动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
加强政治意愿并理解空气污染的社会经济成本很重要，因
为这些国家常常因为成本而不采取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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