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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健康危害因素ꎬ影
响着全球几十亿人口的健康水平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估计ꎬ每年大约有 ２４０ 万人死于大气污染导致

的相关疾病[１] ꎮ “２０１０ 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表明ꎬ雾
霾天气将可能导致中国每年(１００ ~ ２００)万的过早死亡

和 ２ ５００ 万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２] ꎮ ２０１２ 年国家

环境保护部下发了“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的通知”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国务院印发了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ꎬ为加快推进我国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与指导方针[２] ꎮ 雾霾天气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短期急性和长期慢性的双重危害ꎬ对
于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质产生长期而深远的

影响ꎮ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身体功能

尚未发育成熟ꎬ更容易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ꎬ造成体

质下降ꎬ身体健康受损[３－４] ꎮ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雾霾

天气对青少年的健康危害及青少年雾霾天气健康防

护行为的研究现状ꎬ并进一步提出了开发青少年雾霾

天气健康防护行为测评量表ꎬ分析青少年雾霾天气健

康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ꎬ构建健康防护行为路径模型

的研究展望ꎬ报道如下ꎮ

１　 雾霾天气的组成及形成原因

１.１　 雾霾的组成　 雾霾由大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共同组成:雾是由大量悬浮在空

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ꎬ多出现于秋冬季节ꎻ
霾指灰霾ꎬ是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盐、硝酸盐、有机碳

氢化合物等粒子造成的[５－６] ꎮ 霾与雾的区别在于发生

霾时相对湿度不大ꎬ而发生雾时的相对湿度是饱和

的ꎮ 当相对湿度小于 ８０％时的大气能见度恶化是由

霾造成的ꎬ相对湿度大于 ９０％时的大气能见度恶化是

由雾造成的ꎬ相对湿度介于 ８０％ ~ ９０％之间时的大气

能见度恶化是由雾和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５] ꎮ
１.２　 雾霾天气形成原因　 雾霾天气是人类活动与特

定气候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气溶胶颗粒物的大量聚

集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ꎬ气溶胶微颗粒主要来

源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与城市生活中的人为排

放[７－８] ꎮ 大量的空气微粒子、水滴和冰晶体悬浮于大

气中ꎬ降低了大气的能见度ꎬ而静稳天气、逆温层存

在、大气纬向环流、边界层结构、高温高湿状态、低气

压、低风速等多种不利的气象条件会助推雾霾天气的

形成[９] ꎮ

２　 雾霾天气对青少年的健康危害

雾霾天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直接通过呼吸系统

进入青少年体内ꎬ附着在呼吸道粘膜ꎬ沉积于肺泡内ꎬ
损害呼吸道和肺泡上皮细胞的完整性ꎬ降低肺活量ꎬ
引起哮喘、鼻炎、气管炎、肺炎及肺癌的发生ꎮ 此外ꎬ
雾霾天气中的污染物还能够降低青少年的免疫力ꎬ引
起变态反应ꎬ损伤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ꎬ导致代谢性

疾病的发生[３ꎬ１０－１２] ꎮ
２.１　 对青少年呼吸系统的危害　 Ｂｏｎｏ 等[１３] 的研究表

明ꎬ在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中ꎬ雾霾天气对青少年的身

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性作用ꎬ从而导致青少年的肺

功能显著降低ꎮ Ｉｓｌａｍ 等[１１] 指出ꎬ雾霾天气中的有害

物质会抑制身体相应等位基因的保护性作用ꎬ损伤细

胞结构ꎬ从而提高青少年哮喘的发病率ꎮ Ｓｉｎｉａｒｓｋａ
等[１４]的相关调查发现ꎬ雾霾严重地区的青少年呼吸系

统健康水平受到严重损害ꎮ Ｐｒｏｖｏｓｔ 等[３] 研究表明ꎬ短
期暴露于微粒性雾霾天气会损害肺部上皮细胞的完

整性ꎬ即使在低浓度的微粒性环境下ꎬ也会导致青少

年呼吸道及肺部上皮细胞的通透性增加ꎬ引起呼吸道

与肺部的炎症反应ꎮ Ｖａｎ 等[１５] 的研究表明ꎬ由于部分

地区木材及植物燃料的大量使用ꎬ导致雾霾天气不断

恶化ꎬ气源性致敏原浓度提高ꎬ从而增加了青少年呼

吸道感染的风险ꎮ 王燕侠等[１６] 指出ꎬ在不同地区ꎬ随
着空气中 ＰＭ２.５ꎬＳＯ２ꎬＮＯ２ 和 Ｏ３ 等污染物水平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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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中小学生咳嗽、咳痰、哮喘及肺炎等呼吸系统感染

性疾病的患病率也随之升高ꎬ雾霾天气已经成为中小

学生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的重要因素ꎮ
２.２　 对青少年其他组织器官的健康危害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等[１７]指出ꎬ雾霾天气中含有大量的镍、镉等重金属元

素ꎬ还含有大量的甲醛、苯、双酚 Ａ 等有机化合物ꎬ会
引起青少年脑组织的氧化应激反应、炎症反应和血脑

屏障的功能失调ꎮ Ｋｉｃｉｎｓｋｉ 等[１８] 研究表明ꎬ雾霾天气

会损害青少年的神经系统ꎬ导致青少年注意力下降ꎬ
短期记忆受损ꎬ肢体灵活性降低ꎬ影响其学习成绩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Ｋｅｌｉｓｈａｄｉ 等[１９－２０] 研究表明ꎬ暴露于

微粒性的雾霾天气会导致青少年动脉血管功能障碍ꎬ
引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等一系列循环系统的功能异

常ꎮ Ｐｏｕｒｓａｆａ 等[２１－２２]研究表明ꎬ空气质量指数与青少

年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ꎬ在青少年时期长期

暴露于雾霾天气中ꎬ可能诱发早期非传染性疾病的发

生ꎮ Ｋｈｏｏ[２３]指出ꎬ雾霾天气中的有害物质会刺激个体

的眼球组织ꎬ使其视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ꎮ Ｐｏｒｅｂｓｋｉ
等[２４]通过研究居住在道路两旁住宅的青少年过敏性

疾病的发病率ꎬ表明交通繁忙地区的大气污染更为严

重ꎬ青少年的自身免疫系统受到更大的损害ꎬ导致其

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增高ꎮ

３　 青少年雾霾天气的健康防护

３.１　 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ꎬ
卫生保健模式正由以医护人员为主导、个体被动接受

的方式逐渐转变为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双方共同参与

的现代卫生保健模式ꎮ 因此ꎬ只有充分调动青少年的

积极性ꎬ促进其在雾霾天气中采取正确的健康防护行

为ꎬ才能有效减少或避免雾霾天气对于青少年健康的

危害ꎬ达到最佳的健康防护效果ꎮ Ｋｅｌｉｓｈａｄｉ 等[１９] 指

出ꎬ青少年在雾霾天气采取有效的健康防护措施可以

在防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方面产生长期的良好效果ꎮ
Ｎａｎｄａｓｅｎａ 等[２５]指出ꎬ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青少年雾

霾天气健康防护行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ꎬ从而寻

找出可预防的危险因素ꎬ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

来减少雾霾天气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损害ꎮ 段莹[２６] 研

究表明ꎬ雾霾天气相关知识得分与年龄、教育程度、职
业等密切相关ꎬ其中青少年的知识得分水平较低ꎬ且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得分相应提高ꎮ 因此ꎬ提
高青少年的雾霾天气相关知识水平ꎬ对提高其健康防

护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３.２　 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的方式 　 Ａｌｌｅｎ[２７] 研究表明ꎬ
在雾霾天气里ꎬ大气中的氧化物浓度较高ꎬ通过吸入

抗氧化剂谷胱甘肽可以迅速增加肺部的谷胱甘肽水

平ꎬ从而减少雾霾天气污染物对于呼吸系统的损伤ꎬ
起到良好的健康防护效果ꎮ Ｚｈｏｕ 等[２８] 指出ꎬ通过对

个体暴露水平的实时监测ꎬ才能更好地对个体进行雾

霾天气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防护的行为干预ꎮ Ｌｅｅ
等[２９]研究表明ꎬ在雾霾天气里实行有效的室内空气消

毒与除尘措施ꎬ提供充足的个人空间ꎬ减少个体之间

的拥挤程度ꎬ可以有效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ꎬ从而

减少雾霾天气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ꎮ Ｓｉｅｒｒａ 等[１ꎬ３０]

研究表明ꎬ在雾霾天气里采取相应的健康防护行为ꎬ
如避免在交通繁忙地段进行锻炼ꎬ减少在雾霾天气中

的暴露时间ꎬ佩戴防颗粒物口罩ꎬ在雾霾天气里关闭

门窗ꎬ应用空气净化装置ꎬ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与合

理补充营养等措施ꎬ可以有效降低雾霾天气对于身体

的损害ꎮ Ｗｏｎｇ 等[３１] 研究表明ꎬ通过长期的运动锻炼

可以有效降低由于雾霾天气中 ＮＯ２ꎬＯ３ꎬ微粒物等污

染物浓度过高而引发的个体过早死亡的发生率ꎮ
３.３　 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相关研究的局限性　 青少年

对于雾霾天气的危害性认识不足ꎬ雾霾相关知识的认

知水平较低ꎬ但是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雾

霾天气对身体功能与器官的损害ꎬ且在青少年雾霾天

气健康防护行为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相关研究ꎬ也没有

相应的雾霾天气健康防护行为测评量表ꎬ不能客观全

面地分析青少年雾霾天气健康防护行为的现状及其

影响因素ꎮ 因此ꎬ开发青少年雾霾天气健康防护行为

测评量表ꎬ构建健康防护行为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ꎬ
定量分析路径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其健康防护行为

的作用路径及作用强度尤为重要ꎬ可为今后对青少年

开展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的行为干预及健康指导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ꎮ
国内外关于青少年家长对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的

认知研究相对较少ꎬ然而此类研究可以为国家有关部

门制定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的相关政策ꎬ对青少年开展

健康防护教育及行为干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３２] ꎮ
Ｋｉｃｉｎｓｋｉ 等[１８]指出ꎬ青少年对于雾霾天气的健康防护

行为水平受母亲文化水平的影响ꎬ母亲文化水平越

高ꎬ青少年的健康防护行为水平也就越高ꎮ Ｗａｎｇ
等[３２]指出ꎬ家长的文化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青

少年健康防护意识的 ２ 个重要因素ꎬ家庭收入较低和

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青少年雾霾天气健康防护知识

水平也较低ꎮ 因此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不仅要加强对

于青少年的雾霾天气健康防护教育ꎬ还应当对其父母

进行相应的健康指导ꎬ 以期达到最佳的健康防护

效果ꎮ

４　 展望

在雾霾天气中采取积极有效的健康防护措施是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ꎮ 在全国雾霾天气严重

的形势下ꎬ青少年具备良好的健康防护能力能够帮助

其树立健康的防护观念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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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疾病的发生率ꎬ促进青少年正常的生长发育ꎬ同
时还能够减轻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相应的医疗负

担ꎮ 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引导

和干预ꎬ也需要各个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展系统深入的

科学研究和广泛的宣传教育ꎬ以及青少年自身及其家

庭成员的积极参加和履行实践ꎬ从而达到共同维护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最终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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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５ꎬ１２(２):１８３４－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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