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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摘要

执行摘要
世界范围内与空气污染暴露相关的全球疾病负担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损
失：空气污染暴露估计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健康寿命年损失。目前，
据估算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负担与不健康饮食和吸烟等其他主要全球健
康风险相当，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环境威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改善，但是全球死亡人
数和健康寿命损失年数几乎没有下降。在此期间，高收入国家的空气质
量显著改善，但是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
的空气质量普遍恶化。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全球非
传染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死亡和伤
残的主要原因。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影响心脑血管、神经、呼吸和其他
器官系统的广泛性疾病。空气污染增加了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且不断涌现的证据表明空气污染对其他器官
系统存在影响。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负担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
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寻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公共
卫生负担和损失。

自1987年以来，世卫组织定期发布基于健康风险评估的空气质量指南，
以协助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减少人类接触到的空气污染暴露及其不利影
响。世卫组织最近一次发布空气质量指南是在2006年，即《2005年全球空
气质量指南：颗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
事处，2006年），该指南为危害健康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提供了基于健康风
险评估的指导值水平，包括颗粒物（PM）1、臭氧（O3）、二氧化氮（NO2）和二
氧化硫（SO2）。《2005年全球空气质量指南》2对全世界的污染治理政策产
生了重大影响，提供了第一个全球普遍参考的空气污染治理目标框架。

该指南以各种方式激励政府和民间社会加大努力，控制和研究具有健
康危害的空气污染暴露。针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全球共识，第六十八届世
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题为《健康与环境：应对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
的WHA68.8号决议，该决议于2015年得到194个会员国的认可（世卫组

1 即PM2.5（空气动力学直径≤2.5 μm的颗粒）和PM10（空气动力学直径≤10 μm的颗粒）。
2 2005年全球空气质量指南：颗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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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015年）。该决议指出，需要加倍努力，保护人们免受空气污染带来
的健康风险的威胁。此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通过减少空气污
染、以及家庭和环境暴露造成的疾病负担的具体目标，应对空气污染带
来的公共健康威胁。

自《2005年全球空气质量指南》发布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此
期间，空气污染的健康危害证据显著增加，这是建立在空气污染监测和
暴露评估的进展、以及不断完善的全球空气污染监测数据库（在第1章中
讨论）的基础上。新的流行病学研究记录了中低收入国家中暴露于高水平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在空气相对清洁的高收入国家进行的研究
也报告了比先前研究浓度低得多的空气污染不利影响。

鉴于诸多科学进步和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南在全球发挥的作用，于2016
年着手开展了全球指南更新工作。

目标
更新后全球指南的总体目标是继续为空气质量管理提供基于健康风险评
估的量化建议，采用若干主要空气污染物的长期或短期浓度水平表示。超
出空气质量指南（AQG）水平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公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
相关。虽然该准则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但是它确实为世卫组织会
员国提供了一套循证工具，可用于为法律和政策制订提供信息。最终，指
南的制订目标是为帮助降低空气污染物水平提供指导，以减轻世界范围
内因暴露于空气污染而造成的巨大健康负担。

具体目标如下。

 ■ 以AQG水平的形式提供循证建议，包括提出与关键健康结局有关的PM2.5、 
PM10、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相关平均时间的浓度响应函数
的形状。选择这些污染物是因为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然而，这一选
择并不意味着其他空气污染物无关紧要。

 ■ 为远超AQG水平的国家提供过渡时期目标，以指导空气污染的减排努力，最
终尽快达到AQG水平。



3执行摘要

 ■ 就某些类型颗粒物（即黑碳BC或元素碳EC3、超细颗粒（UFP）4、和源于沙
尘暴的颗粒（SDS））的有效管理提供定性说明，因为现有信息还不足
以得出这些颗粒物的AQG水平，但研究表明这些颗粒物暴露存在风险。

指南制订的方法
指南的制订遵循了严格的过程，该过程涉及几个具有明确角色和职责的
小组（第2章）。特别是，制订AQG水平的主要步骤包括：

 ■ 确定指南的范围并拟定系统审查问题；
 ■ 对定量效应估计的证据和荟萃分析进行系统审查，为更新AQG水平提供信息；
 ■ 对污染物暴露健康危害系统审查产生证据的确定性水平进行评估；
 ■ 确定AQG水平，即存在不利健康影响证据的最低暴露水平。

此外，更新了2005年空气质量过渡时期目标，以指导实施新的AQG水平，
并提出了良好实践说明，以支持对关注的特定类型颗粒物的管理。过渡时
期目标为高于AQG水平的空气污染物水平，但高污染地区的管理部门可
以参考这些目标来制订在现实的时间框架内可以实现的减少污染政策。
因此，过渡时期目标应被视为未来最终达到AQG水平的过渡，而不是最终
目标。过渡时期目标的数量和数值是针对特定污染物的，并在第3章的相
关部分做了说明。

第2章详细描述了制订这些指南的过程和方法。《环境国际》期刊的《世
卫组织全球空气质量指南的更新：系统审查》特刊（Whaley等，2021年）
提供了为AQG水平的制订提供依据的系统审查过程信息以及过程中讨
论的其他相关证据。

3 空气中碳质颗粒的指标。
4 空气动力学直径≤0.1μm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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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典型空气污染物的建议
在该指南的更新中，针对以下污染物制订了关于AQG水平的建议以及过
渡时期目标：PM2.5、PM10、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表0.1）
。第3章提供了每项AQG水平的循证推导和与实现过渡时期目标相关的
健康风险降低的科学信息。只有经评估认定具有高度或中度确定性的污
染物与特定健康结果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才用于确定建议的AQG水平，
根据调整后的建议分级的评估、制订和评价（GRADE）方法（在第2章中讨
论），所有建议的证据等级都被归类为强。

表0.1.建议的AQG水平和过渡时期目标

污染物 平均时间
过渡时期目标

AQG水平
1 2 3 4

PM2.5，µg/m3 年 35 25 15 10 5

24小时a 75 50 37.5 25 15

PM10，µg/m3 年 70 50 30 20 15

24小时a 150 100 75 50 45

O3，µg/m3 高峰季节b 100 70 – – 60

8小时a 160 120 – – 100

NO2，µg/m3 年 40 30 20 – 10

24小时a 120 50 – – 25

SO2，µg/m3 24小时a 125 50 – – 40

CO，mg/m3 24小时a 7 – – – 4

a 第99百分位（即每年超标3-4天）.
b 移动平均O3浓度最高的连续六个月日最大8小时平均O3浓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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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先前世卫组织的空气质量指南中建议的、本次更新中未涵
盖的污染物和浓度平均时间仍然有效，其中包括《2005年全球空气质量指
南》和《2010年室内空气质量指南》中包含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
碳的短平均时间（本次更新中未重新评估）。表0.2显示了平均时间较短的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的现有空气质量指南。关于2021年更新
中未涵盖的其他污染物，可参考世卫组织前几卷的空气质量指南——《
欧洲空气质量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987年），《欧洲空气质
量指南，第二版》（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000年a）；以及世卫组织《
室内空气质量指南：选定污染物》（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010年）。

表0.2. 未重新评估、仍然有效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短平均时间）
的空气质量指南

污染物 平均时间 仍然有效的空气质量指南
NO2，µg/m3 1小时 200
SO2，µg/m3 10分钟 500
CO， mg/m3 8小时 10

1小时 35
15分钟 100

关于其他类型颗粒物管理的良好实践说明
到目前为止，尚缺乏足够证据为一些特定类型颗粒物的AQG水平和过渡
时期目标制订提供建议，特别是对于BC/EC、UFP和SDS。然而，由于与这
些污染物相关的健康问题，有必要采取行动加强对其暴露风险和应对方
法的进一步研究。表0.3总结了关于这些污染物的良好实践说明。说明的
全文和理由可以在第4章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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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良好实践说明摘要

颗粒物类型 良好实践说明

BC/EC 1. 对黑碳和/或元素碳进行系统监测。该监测不应取代或减
少对目前已有指南的污染物的现有监测。

2. 为BC/EC编制排放清单、接触评估和来源解析。
3. 采取措施减少相关管辖区内的BC/EC排放，并酌情制订

环境BC/EC浓度的标准（或目标）。

UFP 1. 根据PNC量化环境UFP，其粒径下限≤10纳米，上限不
受限制。

2. 通过将UFP监测纳入现有的空气质量监测，拓展空气质
量监测战略。除其他空气传播污染物和颗粒物特征测量
之外，纳入在选定的空气监测站开展分粒径的实时PNC
测量。

3. 根据PNC的水平，指导关于UFP源排放优先控制决策。
低PNC水平可视为<1 000个颗粒/立方厘米（24小时平
均值）。高PNC水平可视为>10 000个颗粒/立方厘米（24
小时平均值）或20 000个颗粒/立方厘米（1小时平均值）。

4. 利用新兴科技手段推进UFP接触评估方法，将其应用于
流行病学研究和UFP治理。

SDS 1. 保持适当的空气质量管理和沙尘预测规划。这些措施应
包括预警系统和短期空气污染行动计划，以提醒人们呆
在室内，并采取个人措施，在PM水平较高的SDS事件中
尽量减少暴露和随后的短期健康影响。

2. 保持适当的空气质量监测规划和报告程序，包括来源解
析工作，以量化和表征PM的组成和SDS对PM的总体环
境浓度的百分比贡献。这将使当地管理部门能够针对人
为和自然来源的本地颗粒物排放进行减排。

3. 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包括针对SDS长期影响的研究，以及
旨在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PM毒性的研究活动。对于缺乏
关于频繁接触SDS导致的健康风险的足够知识和信息的
地区，特别建议进行此类研究。

4. 通过考虑并适应周边生态系统条件的精心规划的绿色空
间扩展来实施风蚀控制。这要求受SDS影响的区域各国
开展区域合作，防治荒漠化，并精心管理绿化区域。

5. 在发生严重的SDS事件、沙尘沉积率高的情况下，作为一
项短期措施，为了防止道路交通引起的二次飞尘，对人口
密度高、降雨量少的城市地区的街道进行清洁。

PNC：颗粒数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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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适用的环境
该指南适用于全球的室外和室内环境。因此，指南涵盖了人们所处的所有
暴露环境。然而，与前几版一样，由于相关暴露和风险降低政策的具体特
点，以及成年劳动群体与普通人群相比在健康易感性方面的潜在差异，该
指南不涵盖职业暴露环境。

该指南未涉及的内容
该指南不包括关于混合污染物或污染物暴露综合影响的建议。日常生活
中，人们暴露在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空气污染物的混合物中。世卫组织
认为有必要开发综合模型来量化多重暴露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然而，由于
空气质量和健康方面的主要证据仍然集中在环境空气的单一污染物对不
良健康结局风险的影响上，目前的指南针对每种空气污染物分别提供了
建议。所有空气污染物浓度达到AQG水平对于将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降
至最低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该指南没有涉及关于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
程度上是需要参考具体情况的，因为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有效的建议在另
一种情况下可能无效。最后，个体层面的干预措施，如采取个体呼吸防护
措施（如佩戴口罩、使用室内空气净化器等）或行为措施，在另一份文件《
个人干预和空气污染风险沟通》（世卫组织，2020年）中有所涉及。

目标受众
世卫组织全球空气质量指南旨在保护人们免受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该
指南旨在作为一项全球参考，用于评估人群（包括特别脆弱和/或易受影响
的亚群体）暴露于不同水平的目标空气污染物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
导致健康问题。该指南是以下三类主要用户的重要工具：

 ■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工作，负责制订和实施空气质量管理、空气污
染控制、城市规划和其他政策领域的法规和标准的政策制订者、立法者和技
术专家；



8 世卫组织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 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游说团体，如患者、公
民团体、行业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组织；和

 ■ 空气污染领域的学者、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人员和研究者。

这些群体是第5章所述的信息、教育和沟通战略的目标。这些战略以及
执行工具对于确保广泛传播全球空气质量指南并在政策和规划决策中
予以考虑至关重要。此外，关于实施指南的第6章提到这些群体，并论述
了在几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议和一般风险管理原则制订空气质量
标准所涉的各方面工作。

实施指南
虽然实现AQG水平应该是为实施指南而采取的行动的最终目标，但对于
许多仍然面临高空气污染水平挑战的国家和区域来说，这可能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因此，以实现过渡时期目标为标志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应被视
为能够改善人口健康状况的一个关键指标。人员能力建设支持下的关键
体制和技术工具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指南的实施需要空气污染监
测系统的存在和运行，公众能够及时获取空气质量数据，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全球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以及空气质量管理系统。空气污染的健康风
险评估将有助于制订优先行动计划政策。

虽然减少空气污染的行动需要各部门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但卫生
部门的参与对于提高人们对空气污染对健康和经济影响的认识以及确保
保护健康在政策讨论中占据重要位置显得尤为紧迫。监测和评价对于确
保指南得到实施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措施在第7章中进行了讨论。

目前，积累的证据足以证明不仅在特定国家或区域，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采取行动减少人口对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暴露是合理的。然而，研究的不
确定性和知识缺口依然存在。未来的研究（在第8章中讨论）将有助于进
一步加强全球清洁空气政策决策的科学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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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全球指南的主要目标是继续为六种主要空气污染物（PM2.5、PM10、臭氧、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提供以长期或短期浓度水平表示的基于健康的
空气质量指南水平。此外，该指南提供了用来指导这些污染物减排工作的过渡时
期目标，以及管理某些类型颗粒物（即黑碳/元素碳、超细颗粒和源于沙尘暴的颗
粒）的良好实践说明。虽然该指南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但是它确实为世
卫组织会员国提供了一套循证工具，可用于为法律和政策制订提供依据。最终，
指南的制订目标是帮助降低空气污染物水平，以减轻世界范围内因暴露于空气
污染而造成的巨大健康负担。

与以往的世卫组织指南相比，本指南：

 ■ 使用新方法进行证据综合和指南制定；
 ■ 强化之前关于空气污染对健康不利影响的证据；以及
 ■ 提供证据证明比以前已知浓度低的空气污染对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该指南是以下三类主要用户的重要工具：

 ■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工作，负责制订和实施空气质量管理、空气污染控制、
城市规划和其他政策领域的法规和标准的政策制订者、立法者和技术专家；

 ■ 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游说团体，如患者、公
民团体、行业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组织；以及

 ■ 空气污染领域的学者、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人员和研究者。

指南全文可在此下载：[待添加网址]

WHO European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Plat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 
D-53113 Bonn, Germany 

Tel.: +49 228 815 0400 
Fax: +49 228 815 0440 
E-mail: euroeceh@who.int and aqh_who@who.int 
Website: www.euro.who.int


	_Hlk69899111
	_Hlk69901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