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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最好指标，不仅反映了收

入状况而且表明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 健康还反映了制度、政策效度和社会公平。

• WHO 估算全球25%的疾病负担来自于环境因素，中

国的死亡率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 公众最关注健康，也是环境保护的最好“抓手“。

背景概况背景概况背景概况背景概况—为什么关注为什么关注为什么关注为什么关注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Health Synthesis 2005



Jiangdehua et al 1989

中国连片贫困区简图
按我国2300元/人的标准 ，

2011年农村的贫困人口有

1.28亿人。

全国 592个县，其中

中部 217，西部375

• 区域

• 人群

• 类型

• 因素

生态系统服务与减贫



贫困特征转变贫困特征转变贫困特征转变贫困特征转变：

• 区域：农村贫困区—农村+小城镇+大城市

• 人群：农民—农民+城镇居民+脆弱人群

• 类型：绝对贫困+相对贫困

• 因素综合：自然、经济、社会、疾病#

关注重点：

向连片贫困区开发延伸；

关注贫困人群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



传统疾病仍然存在，其与农业社会类型和
环境退化有关。

现代健康危害到处可见，其与工业化、城
市化、环境污染相关。

环境健康压力将增加，但是其类型和特征
都发生了变化。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这些变化都孕育着风险和灾害。



传统健康风险与贫困和自然环境有关

• 室内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劣质煤、薪柴、秸秆）

• 与卫生条件差有关的疾病 (饮水安全、厕所..)

• 地方病依然存在，与环境中物理化学生物因素有关

• 有些疾病由于经济增长而加速发展

农村室内空气可吸入颗粒物的健康风险 农村室内空气二氧化硫的的健康风险



地方性碘缺乏症地方性碘缺乏症地方性碘缺乏症地方性碘缺乏症

29 省,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县(区) 
2815个，现症病人33.78万人。

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砷中毒

影响200万人

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氟中毒
30个省、市、区饮水型病区县数
1136个，氟斑牙病人2033.13万
人，氟骨症病人133.65万人；
燃煤污染型病区县数173个，氟
斑牙病人1480.23万人，氟骨症
病人194.58万人。

各类自然疫源性疾病
依然流行

克山病病区县数326个，累
计控制(消除)县257个，现
症病人3.97万人；

大骨节病病区县377个，累
计控制(消除)县216个，现
症病人64.21万人。

截至2011年底，全国卫生公报2012



• 1-3亿公顷 农田受干旱影响.

• 约400 个城市供水不足, 70%缺水

• 每年缺水. 300-400亿吨

• 4.3 亿人面临缺水，其中3.9亿严重

缺水

水资源短缺

一方面，长期影响健康的诸多不利环境因素不仅

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甚至在局部区域更加恶化；



干旱干旱干旱干旱

沙尘暴沙尘暴沙尘暴沙尘暴

洪水灾害洪水灾害洪水灾害洪水灾害
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

灾害健康风险



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资源和能源开发
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和对健康的影响不断加剧。

2007年 全国污染源排放普

查：

各类源废水排放总量2092.81

亿吨, 其中

化学需氧量为3028.96万吨，

氨氮为172.91万吨，

重金属0.09万吨，

总磷为42.32万吨，

总氮为472.89万吨。

2011年，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

2499.9万吨，-2.04%；

氨氮排放总量260.4万吨，

-1.52%；

其中，

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185.6万吨，-1.52%；

氨氮排放量为82.6万吨，-

0.41%。



2011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

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突出。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

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十大水系监测的469个国控断面，

水质断面比例：

I～III类 61.0% 、IV～V类 25.3%、劣Ⅴ类13.7%。

主要污染指标：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总
磷。

2011全国环境质量公报



2011年
全国地下水水质

11.0%     优良


29.3%     良好


4.7%     较好


40.3%     较差
  

14.7% 极差
 

2011年，全国共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水

质监测，共4727个监测点。与上年比，

17.4%的监测点水质好转，67.4%的监测点

水质保持稳定，15.2%的监测点水质变差。

176个城市与上年相比，

65.9%的城市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水质好

转和变差的城市比例相当，

水质好转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

西藏、内蒙古和广东等省（区），

水质变差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

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和云南

等。
2011全国环境质量公报

全国地下水水质



2011年，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2217.9万吨，-2.21%；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404.3万吨，+5.73%。

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

的12.9%。

III  9.8% I  3.1%

II    85.9%

劣III   1.2%
2011年，325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比例为89.0%，

超标城市11.0%。



工业固体废物为4914.87万吨；

工业危险废物为3.94万吨。

2007年 全国污染源排放普查结果

2011 年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325140.6万吨，

综合利用率为60.5%。



我国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环境总体形

势依然十分严峻。

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

全国部分生态系统功能有所改善，但主要生态环

境问题依然突出。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尚未得到

有效遏制，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农村环境

问题日益显现，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局

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

2011.6  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



“当前环保形势还有一个新的特点—环境风险在上

升、环境事故频发和群体性事件增多。”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 2010 11 5

2010年1～7月共发生的119起突发环境事件中与能源、矿产相关

的河流污染和漏油事件21起，约占总数的17.6%。

2010年1月，中石油在渭南发生石油管道泄漏事故，大概有150

吨柴油进入了赤水河、渭河和黄河。

2010年夏季，事故频发：南京塑料厂的化学品管道发生爆炸；

大连海滨油库发生大火造成石油泄漏；吉林省7千个化学品桶进

入松花江。特别是紫金矿业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



民众诉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突发环境事件高发期。环境保护

部接报的突发环境事件数量整体上呈递增趋势。”

2006年至今，仅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置的突发环境

事件就高达705起，平均2-3天就有一起；

2010年1～7月，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119起，比去年同期增长35.2%。

-环保部应急办冯晓波 2010

卫生部长陈竺 2010年12月

“中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现期，估计
有2亿劳动者遭受不同程度职业危害。”



我国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

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

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

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

何国家都困难。

（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 2011.4.21）



环境与健康关联的复杂性表现在环境中多介质、多因
素、多剂量的复合作用及其健康效应机理难于揭示。

多因素：

主要指这些介质中的各种物质，既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
又有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农药化肥等残留物）。

多种介质、多种因素交互：

各种形态、各种剂量水平的各种物质对健康产生综合效
应。

多介质：主要指直接影响健康的空气、饮水、食物等。

环境健康复杂性体现在疾病谱的变化



精神障碍 +1.5%10精神障碍10

神经系病9神经系病 +0.4%9

泌尿生殖系病8泌尿生殖系病8

内分泌营养

和代谢疾病 +2.0%
7消化系病7

消化系病6内分泌营养

和代谢疾病 +3.9%
6

损伤及中毒 +1.4%5损伤及中毒5

心脏病 +9.7%4呼吸系病 +0.3%4

呼吸系病3心脏病3

脑血管病2脑血管病2

恶性肿瘤 +23.1%1恶性肿瘤 +18.6%1

农 村 92.3% 城 市 90.4% 

2006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统计（卫生部）



0.77 5.08 
神经系病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1.01 6.29 

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10

1.10 7.22 
泌尿生殖系病Disease of

the Genitourinary System
1.18 7.34 

神经系病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9

1.11 7.25 
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1.18 7.34 
泌尿生殖系病Disease of 

the Genitourinary System

8

1.72 11.25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Endocrine,Nutritional

& Metabolic Diseases

2.67 16.58 
消化系病 Disease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7

2.22 14.55 
消化系病 Disease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3.28 20.33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Endocrine,Nutritional

& Metabolic Diseases

6

8.25 54.11 
损伤及中毒
Injury & Poisoning

5.59 34.66 
损伤及中毒
Injury & Poisoning

5

14.96 98.16 
呼吸系病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10.54 65.40 

呼吸系病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4

17.21 112.89 心脏病 Heart Disease20.77 128.82 心脏病 Heart Disease3

23.19 152.09 
脑血管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
20.36 126.27 

脑血管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

2

24.26 159.15 
恶性肿瘤
Malignant Neoplasms

27.01 167.57 
恶性肿瘤
Malignant Neoplasms

1

构成
(%)

死亡专率
Death Rate

1/100000

死亡原因
Cause

构成
(%)

死亡专率
Death Rate

1/100000

死亡原因
Cause

县 County  10种死因合计 Total    94.78市 City  10种死因合计 Total  93.52顺位

Rank

2009年部分市县前十位疾病死亡专率及死亡原因构成(合计)

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恶性肿瘤死亡率恶性肿瘤死亡率恶性肿瘤死亡率恶性肿瘤死亡率134.80/10134.80/10134.80/10134.80/10万万万万



2011年北京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统计

损伤及中毒5

呼吸系统疾病4

脑血管病3

心脏病2

恶性肿瘤1

全 市 占全部死因的87.06%

2010年户籍人口共报告恶性肿瘤新发病例37795例，

平均每天约有104人被确诊为新发病例。

扣掉年龄因素影响后，10年间年平均增长4.11%。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我国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是

不可逆转的变化。

资源、环境和健康的变化已经成为限制

国家安全的因素。

我们需要清晰明确的政策来测定、评

价、改进国家的发展进程。



挑 战

我国自然环境、发展模式、经济利益和政治诉

求、社区资源等多样，必须因地制宜应对。

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之间很难沟通，部门利益

和权力限制了合作。

建立跨学科的合作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互信互

谅。

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费支撑不平衡，且分散。

社会科学的介入很少，且其缺乏制度和政策分析研
究。



水
资
源
管
理
部
门

问题1：中国水资源、水环境管理模式

群龙无首
责任不明

突破地区与部门的障碍，加强跨区
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

差距 举例



问题2：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两难抉择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水污染防水污染防水污染防水污染防
治治治治））））

GDP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完善环境问责制度



问题3：收益与风险不对称，企业宁可认罚也不治污

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

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

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

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

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

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完善监管体制，从源头上防止污染

问题4：公众参与、环境意识与伦理



脆弱性是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关注的

重要问题。其已广泛用于灾害、生态、气候

变化、土地利用、经济、健康领域。

脆弱性的概念常用于研究与全球环境变化

（GEC）相关的健康风险和健康效应。

脆弱性



生态系统脆弱性

是指面对胁迫区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体现

的适应性，是暴露程度、敏感程度、适应能

力的集中体现，生态环境和社会过程相互作

用决定了暴露程度和敏感性，不同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决定了不同的适应能力。

IPCC定义

指某个系统已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却

无能力应对的程度。



脆弱性概念从最初的对破坏或扰动的敏感

性，发展到关注系统对刺激的承受能力和反

应能力，以及系统对脆弱性的减缓作用。

其包含的要素：

暴露程度

敏感性

适应性



不同学科对脆弱性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环境学家关注地方的环境脆弱性，同时也考

虑人类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社会学家更加关注不同人群的社会人口脆弱

性，包括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

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社区资源

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地理学家则更加强调地方的概念及人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Hogan & Marandola, 2008)。



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居

民正在或者将要成为脆弱地区或脆弱人群，

他们的健康面临不断增加的风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事于环境科学和社会科

学研究的学者已开始关注环境风险及其所带

来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对风险的响应能力以

及对所产生影响的适应能力。 (Bohle 2008; 

Hogan & Marandola 2008)



• 人群和地方的脆弱性包括暴露、敏感性和对风险

的适应能力三个方面(Bohle 2008; IPCC, 2001)。

脆弱性的程度受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

特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 对脆弱人群的定义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区域

也存在差异。脆弱人群在广义上定义为对资源的

可利用性有限并更容易受不利自然、社会和心理

健康效应影响的社会群体(Aday 1994; Flaskerud

1998)。



适应对策研究包括：

①适应能力的研究

识别不同人群对不利的健康影响的适应能

力和脆弱性，分析哪些人群将受到的影响

最大或者超过平均水平；评估现有的方

法、技术、政策及其存在的问题，提高人

口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适应对策适应对策适应对策适应对策



②适应方法的研究

识别并且尽可能科学地评价能够成功适应

环境变化的最为恰当和有效的方法、技术

和政策，如系统收集变化对健康影响的信

息；研究信息技术在早期快速反应的预警

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信息网

络，促进风险共担；研究适应环境变化的

政策、医疗服务及相应措施等。



③健康公平研究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群的暴露、

脆弱性和适应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

暴露、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研究中必须考虑地

理、经济、性别和年龄等要素的差异；评估

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和国际层面，适应

方法的成本有哪些，怎样分担。



当前，关于环境与健康的定量研究明显不足，

科学上仍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不单是医疗卫生问题,还涉

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

必须从应对环境质量变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和谐

发展的角度，探讨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深

化人地关系理论，推动地学、医学、人文科学

等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出保护环境、改善

健康的优化防控策略。



区域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与指标体系

环境子系统

健康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

社会、经济发展子系统

法律、制度子系统

管理能力子系统

社会认知子系统

行
政
区
域
与
自
然
区
域
结
合

指标

A层—评价目标层

B层—综合指标层

C层—分类指标层

D层—具体指标层



环境与健康因果关系框图

行动行动行动行动 政策、措施

驱动力驱动力驱动力驱动力 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 技术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 生产 消费 废物排放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自然灾害 资源利用 污染水平

暴露暴露暴露暴露 外部暴露 吸收剂量 靶器官剂量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健康 发病率 死亡率



驱动力

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因素

全部因素、多个
因素、主要因素

整个生态系统、生态系
统的某一部分、要素

直接驱动力

-物理

-化学

-生物

间接驱动力

-人口

-经济

-社会政治

-科学技术

-文化宗教

环境
社会
经济
发展
综合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管理

致畸率

冠心病死亡率

肺癌住院率（负指标）

65岁健康余寿（正指标）

人口密度（负指标）

婴儿死亡率（正指标）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正指标）

人口与健康

单位（万元）GDP能耗（负指标）

卫生支出占GDP比例（正指标）
（或千人医生数/病床数）

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正指标）

人均GDP（正指标）

社会经济

工业固废排放强度（负指标）

农药施用强度（负指标）

化肥施用强度（负指标）

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负指标）

空气质量指数/优于二级以上天数比例（正指标）

土地利用强度（负指标）

NDVI（正指标）

环境

中国
区域
环境-
健康-
发展
综合
评估

权重指标层权重目标层总目标



生理生理生理生理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心理心理心理心理

个体

群体

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

微观尺度

中观尺度

宏观尺度

自然系统自然系统自然系统自然系统

社会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

保健系统保健系统保健系统保健系统

教育系统教育系统教育系统教育系统

人口系统人口系统人口系统人口系统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经济系统经济系统经济系统经济系统

遗传系统遗传系统遗传系统遗传系统
物理/

生物/

化学

环境

暴露抵抗力

基因

免疫力

增长

老龄化

性别

人种

迁移

流动
饮食

锻炼

社会
联系

消费方式

家庭

宗教

文化

医疗技术

医药业

医疗急救

健康
保险

保健

可达性

及时性

劳动（能）力

培训

教育

适用性

基础设施市场

贸易

机会成本

福利

全球化

就业

贫困

收入

制度

调节

管理体系

社会政策

政策稳定性

剥夺

安全

决策参与

聚落

个体

群体

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物理/

生物/

化学

暴露抵抗力

基因

免疫力

增长

老龄化

性别

人种

迁移

流动

社会
联系

消费方式

家庭

宗教

文化

医疗技术

医药业

医疗急救

健康
保险

保健

可达性

及时性

劳动（能）力

培训

教育

适用性

基础设施市场

机会成本

福利

全球化

就业

贫困

收入

制度

调节

管理体系

社会政策

政策稳定性

剥夺

安全

决策参与

聚落

个体

群体

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系统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暴露抵抗力

基因

免疫力

人口
增长

老龄化

性别

人种

迁移

流动

社会
联系

消费方式

家庭

宗教

文化

医疗技术

医药业

医疗急救

健康
保险

保健

可达性

及时性

劳动（能）力

培训

教育

适用性

基础设施市场

机会成本

福利

全球化

就业

贫困

收入

制度

调节

管理体系

社会政策

政策稳定性

剥夺

安全

决策参与

聚落

物理/

生物/

化学

环境



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抛砖引玉，，，，点到为止点到为止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请指正请指正请指正请指正，，，，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