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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直击雾霾

近几年来，“雾霾”成为话题关键词，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蓝

天白云和空气质量等级“优”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期望。雾霾问题，

受到了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根据环境监测显示，杭州 2013 年大部分天气为轻、中度污染天

气，AQI 指数最大值一度达到 395，空气质量等级为严重污染，仅 2013

年 1至 10 月，杭州主城区雾霾天数就已经达到 209 天。相比较于 2012

年雾霾 157 天，2011 年雾霾 159 天，杭州近几年的空气质量问题正

变得日益严峻。

雾霾天气直接对航空、铁路、航运、公路等各类交通运输行业造

成严重的影响，导致高速封道、航班延误、事故频发。此外，雾霾中

含有各种可吸入颗粒物、有毒物质高达 20多种，对人体的呼吸系统、

心血管系统以及心理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雾霾造成空气质量下降，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期快报，为你进一步明确杭州地区雾霾天气的特征及成因，分

析雾霾对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危害，并提供个人应对雾

霾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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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和霾的区别及定义

现实生活中，我们容易将雾和霾混淆。但是在气象学上，雾和霾

是两种不同的气象概念，两种不同的气象现象。

雾是小水滴和小冰晶在一定条件下浮游再近地面空气层中形成

的，含水量大于 90%，能见度小于 1千米，厚度只有几十米至 200 米。

颜色通常为乳白色、青白色或纯白色。雾的边界清晰，过了“雾区”

就是晴空万里。霾是空气中的物尘、硫酸与硫酸盐、硝酸与硝酸盐、

黑炭、地面扬尘、建筑尘、氮氧化合物、有机碳氢化合物等均匀地悬

浮在空中，含水量小于 80%，能见度小于 10千米，厚度再 1-3 千米

之间。颜色通常为黄色、橙灰色、灰蓝色。

雾和霾的混合物含水量在 80%-90%之间，但主要成分是霾。雾霾

混合物造成大气混浊、视野模糊、消光作用增加、能见度恶化，并危

害人体健康。雾和霾是互相转化的，在早上和夜间相对湿度较大的时

候，形成的是雾；在白天气温上升、湿度下降的时候，转化成为霾。

当空气湿度超过 100%，发生辐射降温，霾能吸附液态水成为雾。

雾霾的特征分析

雾霾天数年际变化

从近几年的雾霾统计数据来看，杭州市是雾霾天气高发区域，同

时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对浙江省的雾霾天气研究具有很高的

代表性。图 1 是杭州 1960 年-2013 年的雾霾天数统计图。可见，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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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的雾霾天数和杭州市的趋势基本一致，在 2000 年后雾霾天数迅

猛增加，到 2013 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性的 239 天。

（图 1 1960-2013 年杭州市历年雾霾天数统计图）

雾霾的季节分布

各个地区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不同，导致雾霾天气产生的时间和季

节不同。从图 2中可以看出，杭州地区雾霾天气的基本季节特点为：

冬季＞春季＞秋季＞夏季。图中，全年最高值出现在冬季 12月，有

25 天雾霾日，之后迅速减少。全年最低值出现在盛夏，即 8 月最少，

仅有 1 天，随后雾霾日慢慢攀升。

（图 2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0 月雾霾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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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比夏季更容易形成雾霾的原因如下：

一到冬季，中国北方开始启动人工供暖一定程度影响南方；为年

底前赶工期，本地某些排放大户增加生产时间，排污量增加。

冬季气团稳定、天气干燥，空气中的颗粒物不容易降落到地面上，

容易形成雾霾天气。夏季则正好相反，局地对流强烈，雨水较其他季

节充沛，雨水对空气中的颗粒污染区起到冲刷的作用，不利于雾霾的

形成。

其实冬季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并不利于雾霾的出现，但是近几年

来，冬季冷空气过程减少，这也是造成冬季雾霾天气频发的原因。

降水对空气中的颗粒污染区起到冲刷的作用，不利于雾霾的形

成。冬季降水日数偏少，而夏季雨水充沛。

雾霾的地理分布特征

从浙江省范围来讲，雾霾的基本地理分布特征表现为大城市高于

中小城市，中小城市高于周边县市，内陆城市高于沿海城市。从杭州

市范围来讲，雾霾的基本地理分布特征表现为东边地区高于西边地

区。

图 3是分布在杭州的 11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分布图。从这 11

个监测点的多次监测数据来看，千岛湖是空气质量最好，雾霾天数最

少的区域，卧龙桥、云栖、西溪次之，下沙则是受雾霾最严重的区域。

杭州自西向东地貌依次为山地、丘陵、平原，西部地区植被覆盖较多，

多为景区，人为活动较少；东部地区地势平坦，植被覆盖较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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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密集，人为活动相对集中，因此地处西边的千岛湖、西溪、云溪、

卧龙桥几个监测点的数据要远远优于东边地区。

（图 3 杭州市空气质量监测点分布图）

雾霾的强度特征

近几年的雾霾覆盖范围广，强度则越来越大。2013 年爆发 5 次

严重雾霾，强度史无前例。以 2013 年 12 月为例，从杭州的 11个城

市监测结果表明，12月份总体超标天数达 80.64%，其中严重污染占

16.13%（12 月 5 日-12 月 9日连续 5 天严重污染），重度污染 12.90%，

中度污染 22.58%，轻度污染 29.03%；PM2.5 的平均超标率为 77.41%，

月均浓度为 139.5 微克/立方米（表示每立方米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的含量，值越高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最大日均值达 369 微克/立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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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 年 12月污染程度）

杭州雾霾成因分析

杭州雾霾的成因有其广泛性，也有其特殊性，但归结起来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少雨。降雨对空气中的污染物有冲刷作用，降雨少使得污染

物颗粒更长久地在空气中留存，从而更容易形成雾霾天气。根据 2013

年 12 月 4 日-9 日杭州市气象台公布的天气数据，这次重雾霾天气前

后天气以晴、多云为主，未出现一天下雨天气。地表湿度小，大气对

流运动少，大气污染程度严重。

二、逆温。前两年杭州冬季的气温和地表温度较往年偏低。同时，

1月上旬气温远低于下旬，后期气温较前期气温有所回升的现象极易

使近地面形成逆温，热力对流减弱甚至消失, 大气状况变得“稳定”,

污染物在垂直方向上的扩散受到抑制, 形成了所谓的“逆温”现象。

研究表明，在逆温层中，暖和的空气位于冷空气的上层，形成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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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较为稳定，阻碍空气对流，从而导致各种污染物漂浮在逆温层

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生成雾霾天气。

三、静风。近年来随着杭州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

阻挡和摩擦作用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水平方向静风现象增多，

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展稀释，容易在城区和近郊区周边积聚。

四、区域性污染因素。研究表明，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张而导致的

污染源分布新格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地区间污染物的相互

输送对污染物浓度分布影响显著。长三角是我国四个主要的雾霾多发

区域之一，杭州受区域性污染影响也比较大，本地污染和输入性污染

叠加，导致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

五、地形影响。研究发现，杭州三面环山的地理位置，使全市的

天气处于中性和稳定状态，空气扰动受阻，污染物不易扩散。且由三

面环山的地理位置导致的气候条件使白天吸收太阳辐射，山谷上层空

气加热，谷底地表调养辐射削弱，这种现象加剧逆温层的效应，使污

染不断累积，空气质量恶化。

六、汽车尾气排放。汽车尾气排放是有机气溶胶的主要来源，在

造成大气污染的各种因素及雾霾的组成成分中，机动车尾气排放占着

重要比重。汽车尾气直接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含氧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等。同

时，大量的尾气排放，在空气中经过各种化学反应，有很大部分转化

为“二次气溶胶”，污染物集聚，影响空气能见度，加剧污染，形成

严重雾霾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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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业燃煤和其他燃料。燃煤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根

据对黑龙江省雾霾天气的成因分析，其进入冬季燃煤供暖期 PM10浓

度比非供暖期平均升高 65%，成为大气首要污染物，燃煤污染因而被

列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杭州造纸、印染、化工等重污

染高能耗行业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污染物

排放居高不下。

八、地面扬尘。随着城市建设加速，道路施工、建筑施工等量大

且面广, 带来扬尘污染。部分煤堆、灰堆、物料堆等无有效的抑尘措

施, 在出现大风天气时, 加剧了扬尘污染。有关统计表明，杭州市

PM2.5来源中，建筑扬尘等，尤其是施工开挖占比 8%左右。

雾霾的危害

雾霾势不可挡，大有席卷全国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雾霾

正在侵袭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去年底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明确指出 2012 年就有

高达 210 万的亚洲人死于空气污染，而在全球 67种疾病杀手中空气

污染致死在中国已经排到了第四位。相对于能直观感受到的对身体健

康的危害，雾霾还在潜移默化的破坏着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大大降

低了大气能见度，影响植物的生长，从而影响生态系统，减少农作物

产出。雾霾还会破坏文物价值、影响海陆空交通运输正常进行，在社

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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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易造成呼吸系统疾病。雾

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组成，前两者为气

态污染物，最后一项颗粒物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直径小

于等于 2.5 微米的污染物颗粒就被叫做 PM2.5。这些浮游在空中的烟

粒和尘粒等有害物质，被人体吸入后，会刺激并破坏呼吸道黏膜，使

鼻腔变得干燥，破坏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造成上呼吸道感染。而支

气管哮喘患者吸入空气中漂浮的粉尘等过敏原，会刺激呼吸道，出现

咳嗽、闷气、呼吸不畅等哮喘

症状。此外，就肺部而言，空

中浮游的大量颗粒物也易引

起肺炎、支气管炎、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疾病。

心血管病是全球健康的头号“杀手”，我国每年有超过 350 万人

死于此类疾病。而雾霾则易引起诸如心率变异性改变、心肌梗死、心

率失常、心肌缺血、动脉粥样硬化等一系列心血管疾病。雾霾天，尤

其是 PM2.5颗粒在两个方面影响着心血管，一是人体吸入污染的空气

后，PM2.5超细的颗粒会直接进入血液，附着在超细颗粒上的有毒有

害物质，会对血管内膜造成损伤，导致内膜壁发生炎症反应，久而久

之出现斑块以及增厚现象，引起动脉粥样硬化，从而使血管内膜加厚，

发生狭窄，加大引发血栓的可能；二是 PM2.5 超细颗粒吸入肺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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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刺激肺内的迷走神经，造成主神经紊乱从而波及心脏，超细颗粒也

会随着血液直接到达心脏，两者都会引起心肌梗死。

雾霾还会增加肺癌发病率。2013 年 7 月一项研究发表的资料分

析了 9 个欧洲国家，17个项目队列研究资料，包括挪威、瑞典、丹

麦、荷兰、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随访了 12.8 年，

发现长期暴露在氮氧化物和 PM2.5、PM10中，PM2.5每增加 5 微克/立

方米，肺癌发病风险增加 18%，PM10增加 10微克/立方米，肺癌发病

风险增加 22%。污染时间越长，造成肺癌的机会就越大。这项研究是

空气污染低于目前欧洲标准（PM10小于 40微克/立方米，PM2.5小于

25微克/立方米）的研究，仍然发现污染越多肺癌患病率越增加。

雾霾对地球环境的危害

雾霾对地球环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大气能见度。能见度是

大气对可见光透明的程度。光从某个目标物体射向观察者，在光的传

输过程中，一部分光被大气颗粒物和气体介质散射吸收。雾霾环境中，

大气中有大量的颗粒物，其散射吸收的作用强，因此人眼对该目标物

的接受光就弱，造成视线模糊不清，能见度大大降低。

雾霾还影响着植物的生长，从而影响生态系统。在植物需要的氮

得到满足时，颗粒物中的氮就无法进入植物内部，这部分氮会在土壤

中被淋溶出去。尽管地表及地下径流和土壤水分渗透会以硝酸盐的形

式流失相当一部分氮，但农田生态系统对沉降颗粒物中氮的利用率还

是高于自然生态系统。并且，并非所有可吸收的氮对植物都有利，当

分别投放氮质量分数为2600mg/kg的Ca(NO3)2、(NH4)2SO4和(NH2)2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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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到苹果叶片后，叶片会发生明显的损害。另外，大气中的颗粒物

还会通过散射吸收太阳光的方式，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也会导致部

分农作物产量减产。以南京为例，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每降低 1%，

小麦减产约 1%，大米减产约 0.7%。

清洁的环境对古文物、古建筑馆藏保养至关重要，而雾霾对文物

的物理风化和化学风火作用都会破坏文物，尤其是对古建筑的彩绘、

木建筑构建起负面影响以及加剧对石刻的风化。雾霾中颗粒物的沉降

和聚积造成文物表面脏污，影响其美学价值和视觉效果，清理或清洗

处理不但花费不菲，清洁操作和清洗剂的使用还会给文物带来磨损和

化学腐蚀等损害。

相对于雾霾对文物的影响，其在交通运输上给人们造成的不便和

损失则更为直接，主要包括航班的延误、备降和取消，高速封道以及

交通事故频发，引起这些不便的主要原因就是雾霾大大降低了能见

度。2013 年 1 月，全国多省市出现严重雾霾，通过对全国 178 个民

航机场关于雾霾引起的航班延误的新闻报道的收集和统计发现，2013

年 1月期间共有 15个省市的 23 个机场受到雾霾天气不同程度影响，

造成全国航班延误 2428 班次，平均延误时间为 1.5 小时/班次，航班

取消 1479 班次，备降航班 111 班次，滞留旅客超过 6万人。航班延

误、备降和取消对航空公司而言，会带来因延误造成的运行成本或路

线改变、降落其他机场等造成的运行成本损失，旅客食宿等补偿费用

和临时调机费用等直接经济损失。对旅客而言，最主要的时间延误，

工作行程等事件的耽搁。根据全国各省市的航班统计数据估算，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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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 1月期间，由于雾霾事件造成的航班直接经济损失为 2.7

亿元，相当于 2010 年全国航空业通用航空收入总额的 64%。其中，

延误和航班取消损失均为 1.3 亿元，备降损失为 919 万元。

高速公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深受雾霾影响。能

见度降低，高速公路就会大规模的封闭，这不仅造成直接的道路收益

的损失，同时也增加了依靠交通运输的产业经济的时间成本。2013

年 12 月，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多地遭受雾霾侵害，因雾霾天气

采取限行或封道措施的高速公路共有 13条，绍兴境内部分高速公路

关闭近 10小时，杭州湾跨海大桥甚至一度在一天内三次封道。根据

2013 年 1 月期间高速公路封路的信息统计，共有 14个省市发生了由

于雾霾造成高速封路的报道，封路路段总计 346 条，封路时间总计为

3030小时，估计由此封道导致高速封路收费损失总额约为1088亿元。

而由于能见度低，影响汽车驾驶员的视线和操作，交通事故频发，也

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害以及因事故导致的额外增加的社会服

务、拥堵时间事故污染损失。2013 年 12 月，因雾霾影响视线，在宁

波绕城高速曾发生 7 车追尾事故。2013 年 1 月，共有 10 个省市由于

雾霾天气发生交通事故 965 起，造成 36 人死亡，232 人受伤，估算

的社会经济损失为 2753-7935 万元。

除了在文物、交通上，雾霾还给能源钢铁产业、旅游业、房地产

业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2014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6 日京津冀地区持续 6天的重污染天气中，仅石家庄一

地就对共 2025 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146 座露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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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 35座地下矿山全部关停，所有的采砂场也全部关停，直接经济

损失达 60.3 亿元。而因雾霾引发的居民健康危机，也将使劳动力市

场产生明显折损，从而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据环保组织测算，

过去 5 年来由于大气污染造成的仅公众健康损失，已超过 6000 多亿

元。

个人应对雾霾的防护措施

对人体健康而言，雾霾空气会诱发多种疾病，例如咽喉炎、支气

管炎、肺炎、哮喘、冠心病、脑溢血等。当目前雾霾污染的局面还得

不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如何从个人角度进行防护，是十分重要而且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是雾霾天气情况下，个人从衣食住行角

度，如何进行必要防护的建议：

1、居家：雾霾天气条件下，应紧闭门窗，减少外界空气进入室

内，等到雾霾散去，太阳出来紫外线强的时候再开窗换气。有条件的

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的过滤网能够有效吸附有害物质，

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2、出行：早晚气温较低，雾霾空气下沉，尽量避免出行，取消

早晨和晚上锻炼身体。到中午和下午气温升高，空气上升，雾霾消散，

可到室外运动。雾霾天气如果非要出门，最好戴上口罩防护，避免呼

吸道受刺激导致疾病发生。外出要及时洗脸、洗手、漱口、清理鼻腔，

以减少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洗脸时最好用温水洗掉脸上的有毒颗

粒；清理鼻腔时可以用干净棉签蘸水反复清洗，或者反复用鼻子轻轻

吸水并迅速擤鼻涕，同时要避免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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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饮食：宜清淡饮食，选择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吃新

鲜蔬菜和水果，如梨、橙子、百合、黑木耳等，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

维生素，还能起到润肺除

燥、祛痰止咳作用，少吃刺

激性食物。多饮水，促进支

气管纤毛细胞运动，清除呼

吸道病菌和灰尘。

喝桔梗茶、罗汉果茶，

这些药茶可以防治吸入污浊空气引起的咽部瘙痒疼痛，有生津化痰润

肺的功效。尤其是午后喝效果更好。因为清晨的雾霾空气最差，人在

上午吸入的灰尘杂质比较多，午后喝能及时清肺。

4、起居：喝水可以让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和粘液纤毛更加强壮，

首先要多喝水，再就是要注意休息，不能让身体抵抗力因为熬夜、紧

张等因素而下降。根据人体生物钟的规律，建议每晚 11点前入睡。

室内锻炼，增强体质，提高身体抵抗雾霾相关疾病的能力。

5、护眼：雾霾天气里容易导致眼睛不适，如眼睛眼干涩、刺痛、

发胀、有异物感，可到药店购买人工泪液滴入眼内，缓解不适。如果

症状较严重，出现炎症可使用氧氟沙星滴眼液等。

6、护肤：使用隔离霜，避免皮肤接触和吸收空气中的悬浮颗粒。

及时清理皮肤，清洁毛孔，促进皮肤毛细血管扩张，能减少病菌的感

染和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有害物质对皮肤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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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情绪：雾霾天气会导致精神紧张，情绪低落，心情沉重，诱

发心理障碍，所以要注意调节情绪。可以在家看看喜剧类电视剧或听

听相声等，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

8、疾病：雾霾天气易引发多种疾病，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

血管疾病的老人和儿童，更应加强防护，雾霾天不出门，更不宜晨练

晚练，否则可能诱发和加重病情，甚至危及生命。雾霾天气紫外线低，

儿童容易缺钙导致佝偻病，需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剂。

韩俊、胡周颖、钱晶晶、金晓芳、沈娅瑜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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