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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约有三亿儿童生活在户外空气污染最严

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比国际

标准高出六倍或者以上。

该项研究通过使用室外空气污染卫星图像，发现约三亿儿童目前
所居住地区室外空气污染水平比国际标准高出六倍或者以上。 
总共有大约20亿儿童所生活的地区污染程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10微克/立方米的年度限值 （每立方米空气超微颗粒物质
微克含量），构成长期危害。

空气污染与致死性疾病直接相关。

空气污染与致命疾病直接相关。2012年，全球每八例死亡中就有一
例与空气污染相关联——相当于约700万人死亡与空气污染相关。1

其中包括全球约60万名五岁以下的儿童。2  每年有近100万儿童死于
肺炎，其中一半以上与空气污染直接相关。

空气污染会严重影响儿童健康。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肺炎、支气管炎和哮喘等呼吸性疾病密切相
关。空气污染也可能加剧潜在的健康问题并影响儿童正常就学。3 

新近证据表明，空气污染会影响儿童正常的身体发育和认知能力的
发展。4    如未及时予以干预治疗，一些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健康问题
可能持续影响儿童的一生。

世界诸多地区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随着各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继续，能源、煤炭和燃料的
使用呈上升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表
明，城市室外空气污染在2008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约8％，5  预测
形势不利。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由于室外空气污染，到
2050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可能比目前估值要高一半。6  另一项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情况可能更糟——到2050年将翻
一番。7

儿童特别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伤害，一方面

是由于他们的生理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他

们暴露的类型和程度。

空气污染会严重影响胎儿的健康。

建议孕妇避免空气污染对胎儿健康的影响 ——正如她们应避免吸烟
或吸二手烟。研究表明，长期吸入高水平的颗粒物质（PM2.5 ——
由中值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组成，大概相当于人发平均宽度的
三十分之一）与早期胎儿死亡、早产率上升，以及低出生体重的发
生有关。8，9

儿童的肺部正在生长发育中，特别容易受到空气污染伤害。

幼儿呼吸道内部的细胞层更易渗透。10 儿童呼吸道也比成人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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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感染比成人更易造成堵塞。11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呼吸快一
倍，这样每单位体重会吸入更多空气。12

不仅如此，儿童免疫系统仍在发育，尤其是在婴幼儿阶段。

在婴幼儿期，儿童极易受到病毒、细菌和其他感染的影响。13 这不
仅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削弱了儿童对抗感染的能力。

除此之外，空气污染对儿童的影响可能带来终身的健康问题。

空气污染会损害儿童肺部的发育，影响会持续至成年。 研究表
明，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儿童肺活量会减少20%，这相当于在布满
二手烟的家中长大。14 儿童期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中，其成年后易
产生呼吸系统问题。15 

贫困儿童面临的风险最大。

在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影响更大。

高达88％由室外空气污染16  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和99％以上
由室内空气污染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都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17         

目前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死亡总人数，绝大部分位于亚洲。18   而这
些比例也正在发生变化。在非洲，随着工业生产增加、城市化推
进和交通量上涨，室外空气污染迅速攀升。19，20，21  与此同时，暴
露于室外空气污染的非洲儿童数量将会增加，尤其是非洲大陆在
全球儿童人口中的比例必将显著上升。截至本世纪中叶，预计全

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儿童将来自非洲。22

室外空气污染在低收入城市社区往往更为严重。23

低收入片区往往高度暴露于废弃物等环境污染物和空气污染之
中。24  工厂和工业活动也多靠近低收入片区，且废弃物处置能力也
往往较弱。 这可能导致由于塑料、橡胶和电子废物等垃圾焚烧，
生成高毒性空气传播的化学物质，对儿童危害极大。 贫困家庭也
不太可能拥有优质的通风、过滤和空调设施保护其自身免受有害
空气的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在低收入、农村地区最为常见。

超过十亿儿童生活于使用固体燃料进行烹饪和采暖的家庭。室外
空气污染更多影响城市社区，室内空气污染则往往在农村社区中
更为糟糕，原因是农村社区由于缺乏其他形式的能源而频繁使用
生物质燃料进行烹饪和采暖。例如，81％的印度农村家庭使用生
物质燃料，因为它相对便宜且容易获得。25  甚至在国家层面，收入
与家庭使用固体燃料满足能源需求相关：泰国的人均收入为5816
美元，23％的家庭使用生物质满足能源需求，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的人均收入为864美元，95％的家庭使用生物质来满足能源需
求。26

缺乏足够的卫生服务和先天不足使得最贫穷的儿童面临更大风

险。

当孩子生病、缺乏良好的营养或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或基本的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时，肺炎等呼吸道感染疾病会更为常见，致死
率也可能更高。27 身体免疫需要整体健康状况良好。 卫生保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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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缺乏不仅有碍治疗的可及性，也可能意味着病情无法在第一时
间得到诊断。28

减少空气污染是我们能为儿童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研究表明，减少空气污染有助于儿童呼吸功能改善。29，30，31 世界
卫生组织基于2010年的数据预估，满足全球空气质量指南规定的
PM2.5限值，所有年龄组每年可以避免210万人死亡。32 另外还可
以改善数以亿计更多生命的整体健康状况，有助于减少儿童急性
和慢性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减少怀孕和分娩并发症的发生。 研
究还表明它可以改善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认知发展状况，帮助他们
过上更长寿并更富成效的生活。

减 少 空 气 污 染 的 益 处 远 远 超 出 儿 童 健

康——减少空气污染的行动和投资也可以

帮助经济增长并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儿童福祉。削减化石燃料燃烧并投资可再生
能源可以帮助减少排放造成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 减
少化石燃料燃烧对于儿童福祉的倍增效应是巨大的。

减少空气污染也可有助于显著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本报
告显示，空气污染对健康有重大影响; 改善健康、认知发展和身体

发育与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已有详细记录。33

此外，减少空气污染也可以帮助降低家庭和政府层面的卫生支出，
在国家层面可节省总共数十亿美元的开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一项研究显示，空气污染的年度总成本目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的0.3％左右，预计2060年将增加到约1％。34  一项由世界银行/美
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联手进行的研究发现，2013
年，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导致全球经济大约损失了2250亿美元的
劳动收入和超过五万亿美元的福利损失。35

减少空气污染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至关重要。减少空气污染
会直接影响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的进展。 与
空气质量相关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四个方面有所体现：在“宣
言”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3） 健康福祉，目标 11） 可持
续城镇 和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 减少空气污染还间接影响
着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1、2、6、7
、9、13和15。此外，它有助于减少贫困、增强粮食安全、改善
水质并保护森林和生态系。 它也与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清洁能
源、负责任生产和消费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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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

减少空气污染可以促使家庭更为健康、节省医疗费用、
提高生产率。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发电、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将
减少能源消耗和发展改善可持续公共交通列为新的焦点
可逐步减少污染。

健康福祉

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它与呼吸道感染和
心血管疾病相关联。 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排放到空气中的化学物质会增加空气污染并对人体健康
造成有害影响。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可帮助减少这
些有害化学物质。

零饥饿

空气污染会造成作物损害并影响食物质量和安全。

可持续城镇

城镇地区是空气污染的重大来源。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可逐步改善空气质量。

清洁饮用水和环卫设施

随明火和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
化物（NOx）等污染物与雨水混合会产生有害的酸雨，
继而损害水质。

应对气候变化

化石燃料的燃烧在气候变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
得食物、空气和水供应面临风险，并对人类健康构成
重大威胁。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来自可再生能源而非化石燃料的电力通过减少空气污染
可带来显著的公共卫生益处。

保护陆地生态

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气体排放与降水混合会造成酸
雨，对森林和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空气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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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title here

保护儿童免受空气污染的影响需要采取行

动减少空气污染、减少儿童暴露于空气污

染并更好地监测空气污染。

儿童应远离任何对他们有害的事物——我们需要尽量防止儿童

暴露于空气污染。

尽管空气污染中的毒性化学物质混合物在很大程度上是肉眼看不
见的，这些物质却有着致命危害，并影响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避
免暴露于其中需要家庭和个人，乃至社区和政府都采取行动。 包
括根据污染物来源采用更好的通风设施和隔热材料；提供更清洁
的炉灶；和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还包括普及保护自己以及家庭的
知识、增强意识。最后，还包括更好的城市规划，确保污染源不
会建在学校和游乐场附近。

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减少空气污染。

减少空气污染将有助于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并为我们的子孙
后代带来更美好、更健康的生活。在政府层面，应采取行动减少
化石燃料排放，并增加可持续能源和低碳发展方面的投资。包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之《
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贡献（NDC）所做承诺的一部分。 在社区
内，更好地管理社区资源，包括安全废弃物处置、更好的公共交
通选择以及有关减少污染的知识和信息传播。

我们需要更好地监测空气污染。

空气质量可能在各种环境中迅速波动。 例如，在家中使用生物质
烹饪或采暖可导致室内空气污染迅速攀升。 在大多数城市，室外
污染峰值多出现在交通高峰时段。 在很多地方，废弃物的焚烧多
在每天的某些时段进行。 监测系统可帮助个人、父母、家庭、社
区、地方和各国政府更加清楚空气污染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
影响，并调整现时条件以减免暴露。 这些措施本身不会阻止空气
污染问题——但它们是必要和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对于空气污染
了解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如何保护儿童免受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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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children

采取行动

支持家庭减少因采
用固体燃料进行烹
饪和取暖产生的室
内空气污染。

让更多人了解污染
物对孕妇和儿童的
危害。

提高为儿童服务的
人群对于这一问题
的认识。

用清洁燃料和能源代替燃煤和有污
染的碳氢化合物。

为工厂的烟囱安装
高品质的过滤器。

采用更清洁的燃料
来烹饪和取暖，以
减少家庭空气污
染。

尽可能降低儿童
所能接触到的家
庭空气污染。

减少儿童与二手
烟的接触。

在家庭和其他儿童会出现的地方，安装高
质量的通风装置和（或）空气过滤系统

通过增加绿地等方式改进城市规划，改善
儿童生活环境的空气质量。

工厂或重型车辆等
主要空气污染源应
远离学校和公园。

当污染级别较高
时，减少儿童接触
空气污染的机会。

合理规划道路交通
和城市空间来避免
产生空气污染。

在能源生产、住房
和工业方面，采取
低碳发展策略。

针对垃圾露天焚烧，制定并
完善相关法规。

在学校、游乐场、公园
和居民区等俄儿童经常
出现的地方，对污染严
重的车辆进行限制。

在森林火灾应急方案中应
关注火灾引起的空气污染
对儿童的影响，在营救火
场附近的儿童时，也确保
受空气污染影响的儿童得
到及时救助。

减少空气污染 降低暴露于污染空气的机会



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卫生
保健、水、个人卫生和环
境卫生，以改善儿童健康
状况，保护儿童免受空气
污染的影响。

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水、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以
改善儿童健康状况，保护儿童免受空气污染的影响。

对于空气污染问
题，加强政府部
门之间的协调与
合作。

在讨论和磋商有关环境问题的协议时，确保儿童的权利以及他
们的脆弱性在体系中得到充分考虑。

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在儿童
生存、发展和保护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

利用精准的、低成本
的医疗设备快速诊断
肺炎。

制定并通过有关儿童的
环境健康指标。

鼓励和支持儿童及青
少年参加当地的环境
保护活动。

提供创新的氧气治
疗方式，例如低成
本的制氧机。

增进公众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并充分认识到，要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和发展，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健康状况不良的环境问题，同
时也需要在患病后及时就医。

在一线治疗中提供
阿莫西林分散片。

为儿童哮喘及慢
性呼吸道疾病患
者提供合适的医
学治疗。

在社区医疗中心提供更
多的肺炎疫苗接种和治
疗服务。

在婴儿头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以帮助预防肺炎。

为妈妈和宝宝提供产
前和产后的卫生保健
服务。

改善儿童的营养状
况，以帮助抵御与
空气污染相关的
疾病。

对于更靠近环境污染源
和在环境危害面前更脆
弱的儿童，在制定政策
时予以特别关注。

有系统地监测
空气质量。

地方政府应当及时发布健康预
警，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在空气污
染中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健康。

掌握自我识别肺炎
危险症状的方法，
并且尽快寻求医疗
救治。

改善儿童健康状况 完善政策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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