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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空前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科学技术不

断进步，世界经济突飞猛进，化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随之而来
的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也成为一个首要的课题。

环境化学历来是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科学等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它是在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化工原理及环境监测与分析等课程的基础上讲授的。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为后续专业
的继续学习奠定相关理论基础。

本书是编者在近几年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依据课程的授课实践，参考多种资料及教
材，综合编者教学笔记等的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的。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是在明确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注重内容的正确性、先进性和科学性，注重广泛听取一线教师
的意见和建议，以学生为本，结合社会对环境类专业人才的要求，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
够用”为度，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可读性，重视知识的更新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力争做到简
明扼要，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同时每章均有阅读材料及参考文献，同学们如学有余力，可
进行更深一层的阅读和了解。

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由吴国旭编写，第二章由崔迎编写，第三章由白丽霞编写，
第四章由冯晓翔编写，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由冯晓翔编写，第四、五节由邢竹编写，第六章
由王秀玲编写，第七章由邢竹编写，实训项目一、二、三由白丽霞编写，实训项目四、五、六
由邢竹编写。本书由王秀玲、崔迎主编，冯晓翔负责全书统稿和附录编选。

本书可作为环境工程、环境监测和环境科学专业教学用书，其中部分内容也适合相关
专业人士参考使用。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出版社和本书编写人员及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向关心和
支持本书编写和出版工作的领导、教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编写也借鉴了
许多专家和学者在环境化学方面的见解和编写经验，在此向这些专家和学者一并表示衷
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等原因，水平和能力有限，本书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在使用过
程中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特表谢意。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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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绪　　论
１１　环境化学

　　１１１　环境问题
１．环境
“环境”就词义而言，是指以某一事物为中心，其周围的事物的总和。其定义会随着中心事

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是指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
的场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本法所称
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
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
市和乡村等。”

（１）环境保护法所指的环境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包括了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
环境；二是并不泛指人类周围的所有自然因素，而是指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明显影响的自然
因素的总和。

（２）环境的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例如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人
类将可能在月球上建立空间试验站并开发利用月球上的自然资源，那时月球会成为人类生存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认识环境。
２．环境问题
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改造者。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

劳动，不断地改造自然，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由于人类认识
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当时意料不到的后果，引起环
境质量的变化而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影
响，这就产生了环境问题。

（１）环境问题的分类
根据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可以将环境问题分为两类。
原生环境问题
由自然力引起的，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泥石流、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人类目

前对这一类环境问题的抵御能力还很脆弱。
次生环境问题
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这类环境问题一般又分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两大类。如乱砍滥伐

引起的森林植被的破坏，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积开垦草原引起的沙漠化和土地沙
化，工业生产造成大气、水环境恶化等。

（２）环境问题发展的四个阶段
萌芽阶段
早期人类穴居树栖，主要依靠采集、捕猎自然食物取得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对环境的依



赖性很大，而改造环境的能力却很差。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密度小，人类向环境索取的物
质和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都不会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当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度采
集、捕猎，破坏了人类聚居的局部地区的生物资源而引起生活资料缺乏甚至饥荒，或者因为用
火不慎而造成森林火灾，迫使人类迁移到另外的地方去谋求生存。

农业文明阶段
人类在长期采集植物和捕猎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可以在潮湿、疏松的土壤中萌芽、生

长、开花、结果。他们开始“刀耕火种”，利用石刀、石斧砍伐森林，然后焚烧树木，借助烈火消灭
杂草，利用灰烬提供养分，进而播种、培植作物以供收获食用。同时开始把一些野生动物加以
驯养，在那些适于畜牧的地方开始兴起畜牧业。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开始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一
种靠人工控制植物生长和繁殖来取得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农业文明时代。在这一阶段，有了
稳定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活动范围扩
大，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加强。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革命极大
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也产生了某些破坏环境的副作用，如开荒、砍伐森林等，引起森林破
坏、水土流失、沙漠蔓延、生态平衡失调、自然资源减少等，造成地区性的环境破坏。例如，古代
的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地区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大肆砍伐森林，结果使这些地方变成不
毛之地；我国古代的黄河流域，曾经是森林茂密、一片沃野的文明发祥地，西汉末年到东汉时
期，因为搞“单打一”的农业，大规模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结果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使黄土
高原成为千沟万壑的贫瘠荒原。

农业阶段的城市往往是政治、商品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市里人口密集，废物量很大，因
而出现了废水、废气和废渣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据历史记载，公元１１０４年，西安“城内泉咸
苦，民不堪食”，据后来考证当时所记载的苦咸水是由于地下水中含有的硝态氮所致，这就是该
时期生活用水污染的结果。

近代工业时期
产业革命以后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大规模环境污

染，局部地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公害”病和重大公害事件的出现；二是自然环境的破坏，造
成资源稀缺甚至枯竭，开始出现区域性生态平衡失调现象。

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
现代社会的环境污染呈现出范围扩大、难以防范、危害严重的特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难以承受高速工业化、人口剧增和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世界自然灾害显著增加。
（３）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发展
人们对现代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们把环境问题只当作一个污染问题，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城市和

工农业发展带来的对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和噪声的污染。环境保护以污染控制为中心，没
有把环境问题与自然生态联系起来，对土地沙化、热带森林破坏和某些野生动物的濒危灭绝等
并未从战略上予以重视。低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没有把环境污染与社会因素相
联系，未能追根溯源。
１９６２年美国生物学家Ｒ．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通过对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描写，阐明了人

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物和植物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
人类环境中的生态破坏问题，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农业发展中杀虫剂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意大利、瑞士、日本、美国、西德等１０个国家的３０位科学家，在意大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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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环境问题，并于１９７２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

号，并通过世界各国共同保护地球环境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
言》。这次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初步阐明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提出环境
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环境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也引起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转变。１９８７年，由挪威首相布伦
特兰夫人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的持续发展
战略，指明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１９９２年巴西里约会议扩展了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范围和深度，形成当代主导的环境意识。

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２１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它以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的行动纲领。以这次会议为纲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
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会议为人类高举可持续发展旗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出
了总动员，使人类迈出了跨向新的文明时代的关键性一步。

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环境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
基础。

（４）当前全球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１０年

或更长）的气候变动。气候变化问题被视为世界环境、人类健康与福利和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
最大威胁之一，被列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目前所讨论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１８世纪工业
革命以来，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气体所造成的全球变暖现象。全球变暖问题是指大气成
分发生改变导致温室效应加剧，使地球气候异常变暖。
２０世纪全世界的平均温度大约攀升了０．６℃，北半球春天的冰雪解冻期比１５０年前提前

了９天，而秋天的霜冻开始时间却晚了１０天左右。气候变化会产生许多危害。
第一，全球变暖导致喜马拉雅冰川消融，冰川的融化和退缩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更多的

人口将面临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
第二，全球变暖导致暴雪、暴雨、洪水、干旱、冰雹、台风等极端气候在近几年发生的频率和

强度都有所增强，给人民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三，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

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正变得越来越干旱。
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产量
都将大大减少。

第四，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洋灾害。到２１世纪末，海平面因海洋面积扩大和
冰川融化将比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９年间的水位升高２８～５８ｃｍ。这将加重沿海地区洪涝和侵蚀。
海平面上升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侵蚀海岸线、海水污
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面临淹没灾难。
一些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及沙滩、淡水、渔业等重要资源也会受到严重威胁。

臭氧层破坏
臭氧层是指大气层的平流层中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吸收短波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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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过多地使用氯氟烃类化学物质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原因。另外，用于灭火器的哈龙类物
质、氮氧化物也会造成臭氧层的损耗。

臭氧层破坏导致有害紫外线增加，可产生许多危害。
第一，臭氧层破坏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有人估计，如果臭氧层中臭氧含量减少１０％，地

面不同地区的紫外线辐射将增加１９％～２２％，由此皮肤癌发病率将增加１５％～２５％。另据美
国环境局估计，大气层中臭氧含量每减少１％，皮肤癌患者就会增加１０万人，患白内障和呼吸
道疾病的人也将增多。

第二，臭氧层破坏会对植物产生影响。紫外线辐射会使植物叶片变小，因而减小进行光合
作用的有效面积，生成率下降。如紫外辐射可使大豆更易受杂草和病虫害的损害，产量降低。

第三，臭氧层破坏会对水生系统产生潜在危险。水生植物大多贴近水面生长，这些处于海
洋生态系统食物链最底部的小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最容易被削弱，从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

此外，过多的紫外线会加速塑料的老化，增加城市光化学烟雾。另外，氟利昂、ＣＨ４、Ｎ２Ｏ
等引起臭氧层破坏的痕量气体的增加，也会引起温室效应。

生物多样性损失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所

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这种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物种的遗传与变
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的基础，它们在维持气候、保护水
源、土壤和维护正常的生态学过程上对整个人类作出很大贡献，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
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

近１５０年来，鸟类灭绝了约８０种，近５０年来，兽类灭绝了近４０种。非洲是野生动物资源
最丰富的大陆，在过去的１／４世纪里，非洲动物减少了９０％。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居世界第８位，同时我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许多物种变成濒危物种或受威胁物种。
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高达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种，占总数的１５％～２０％。

酸雨
酸雨又称为酸性沉降，它可分为“湿沉降”与“干沉降”两大类，前者指的是所有气状污染物

或粒状污染物，随着雨、雪、雾或雹等降水形态而落到地面，后者则是指在不下雨的日子，从空
中降下来的落尘所带的酸性物质。雨水被大气中存在的酸性气体污染，降下ｐＨ小于５．６５的
酸性降水，被称为酸雨。酸雨主要是人为地向大气中排放大量酸性物质造成的。我国的酸雨
主要是因大量燃烧含硫量高的煤而形成的，多硫酸雨，少硝酸雨。此外，各种机动车排放的尾
气也是形成酸雨的重要原因。

酸雨可产生许多危害。
第一，酸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酸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眼

角膜和呼吸道黏膜对酸类十分敏感，酸雨或酸雾对这些器官有明显刺激作用，酸雨也会引起呼
吸道方面疾病，如支气管炎、肺病等，这些都是直接危害。其次，酸雨还对人体健康产生间接危
害。酸雨使土壤中的有害金属被冲刷带入河流、湖泊，可使饮用水水源被污染；由于农田土壤
酸化，使本来固定在土壤矿化物中的有害重金属溶出，并被粮食、蔬菜吸收和富集，最终导致人
类中毒。

第二，酸雨会对水域生物产生危害。江河、湖泊等水域环境，受到酸雨的污染，影响最大的
是水生动物，特别是鱼类。首先，水域酸化可导致鱼类血液与组织失去营养盐分，导致鱼类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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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变形，甚至死亡。其次，水域酸化会破坏各类生物间的营养结构，造成严重的水域生态系统
紊乱，导致水生植物死亡。再次，酸雨还会杀死水中的浮游生物，减少鱼类食物来源，破坏水生
生态系统。

第三，酸雨会对陆生植物产生危害。酸雨能影响树木生长，降低生物产量。酸雨能直接侵
入树叶的气孔，破坏叶面的蜡质保护层。当ｐＨ＜３时，植物的阳离子从叶片析出，从而破坏
表皮组织，流失某些营养元素，从而使叶面腐蚀而产生斑点，甚至坏死。当ｐＨ＜４时，植物光
合作用受到抑制，从而引起叶片变色、皱折、卷曲直至枯萎。酸雨落地渗入土壤后，还可使土壤
酸化，破坏土壤的营养结构，从而间接影响树木生长。

第四，酸雨会对土壤产生危害。酸雨可使土壤发生物理化学性质变化。酸雨落地渗入土
壤后，使土壤酸化，破坏土壤的营养结构。同时，土壤中的某些微量重金属可能被溶解，一方面
造成土壤贫瘠化，另一方面有害金属被溶出，在植物体内积累或进入水体造成污染，加快重金
属的迁移。

第五，酸雨会对建筑物产生影响。酸雨对金属、石料、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均有腐蚀作
用。酸雨能使非金属建筑材料表面硬化水泥溶解，出现空洞和裂缝，导致强度降低，从而损坏
建筑物。特别是许多以大理石和石灰石为材料的历史建筑物和艺术品，耐酸性差，容易受酸雨
腐蚀。

荒漠化
荒漠化是由于大风吹蚀、流水侵蚀、土壤盐渍化等造成的土壤生产力下降或丧失，有狭义

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荒漠化即沙漠化，指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下，由于人为过度的经济活动，破
坏其平衡，使原本非沙漠地区出现了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凡是具有发
生沙漠化过程的土地都称为沙漠化土地。广义的荒漠化是指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的综合作
用，使得干旱、半干旱，甚至半湿润地区自然环境退化（包括盐渍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土壤
沙化、狭义沙漠化、植被荒漠化、历史时期沙丘前移入侵等以某一环境因素为标志的具体的自
然环境退化）的总过程。

产生荒漠化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干旱、地表松散物质、大风吹扬
等；人为因素包括过度开采，过度放牧，过度开垦，以及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人为因素和自然
因素综合地作用于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植被破坏，荒漠化现象开始出现和发展。

　　１１２　环境化学
环境科学本身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而环境化学作为其中的一

个分支必然也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有关环境化学的定义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１９７８年，美国的环境化学家Ｒ．Ａ．Ｈｏｎｎｅ认为“环境化学是研究物质在开发系统中所发

生的化学现象”。１９８０年，西德的生态学家柯特教授认为“环境化学即生态化学，它是以化学
的方法研究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行为，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的刘静宜研究员指出“环境化学一般指化学污染物质在自然环
境中发生变化的规律”。

从以上内容可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环境化学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因此，环境化
学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环境化学研究的应该是那些对环境有污染作用的化学物质，而
不是所有的物质或所有的化学物质。１９９５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版了《自然科学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环境化学》一书。该书认为“环境化学是一门研究潜在有害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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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行为、效应（生态效应、人体健康效应及其他环境效应）以及减少或消除
其产生的科学”。

１２　环境化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１２１　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物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向原先处于正常状态的环境中附加了物质、能量或生

物体，其数量或强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变差，并对人或其他生物的健康或环
境中有价值的物质产生有害影响的现象。环境污染的概念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环境污染概念图

由图１１可见，环境污染是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自然原因是指火山爆发、森林
火灾、地震等。以火山爆发为例，活动性火山喷发出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硫化氢、二氧化硫、三氧
化硫、硫酸盐等，严重污染了当地的区域环境；从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中喷出的气溶胶，其影
响可能波及全球。人为原因主要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包括矿石开采和冶炼、化石燃料燃烧、
人工合成新物质等。例如，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使大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增高，危
及人体和其他生物的健康，并腐蚀材料，给人类社会造成损失；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使
水体质量恶化，危及水生生物的生存，使水体失去原有的生态功能和使用价值。

环境污染物是指进入环境后使环境的正常组成和性质发生直接或间接有害于人类的变化
的物质。大部分环境污染物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有些物质原本是生产中的有
用物质，甚至是人和生物必需的营养元素，由于未被充分利用而大量直接排放，就可能成为环
境污染物。有的污染物进入环境后，通过物理或化学反应或在生物作用下会转变成危害更大
的新污染物，也可能降解成无害物质。不同污染物同时存在时，可因拮抗作用或协同作用使毒
性降低或增大。环境污染物是环境化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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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污染影响的环境要素分类，环境污染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按污染
物的性质可分为化学污染物、物理污染物和生物污染物。下面主要介绍对不同功能人类社会
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化学污染物。
１．不同功能人类社会产生的污染物
工业
工业生产对环境造成污染主要是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造成多种化学元素在生态

系统中的超量循环、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耗与利用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污染物的特点是数量大、成分复杂、毒性强。常见的有酸、碱、油、重金属、有机物、毒物、
放射性物质等。有的工业生产过程还排放致癌物质，如苯并芘、亚硝基化合物。食品、发
酵、制药、制革等一些生物制品加工工业，除排放大量好氧有机物外，还会产生微生物、寄生
虫等。

农业
农业对环境产生污染主要是由于使用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工业品，农业本身造成的水

土流失和农业废弃物等。农家肥料中常含有细菌和微生物。
交通运输
汽车、火车、飞机、船舶都具有可移动性的特点。它们的污染主要是噪声、汽油等燃料的燃

烧产物排放和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清洗、扬尘和污水等。石油燃烧排放的废气中含有一氧化
碳、氮氧化物、铅、硫氧化物和苯并芘等。

生活
生活活动也能产生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污染，排放“三废”。分散取暖和炊事燃煤是城

市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生活污水主要包括洗涤和粪便污水，它含有好氧有机物和病菌、
病毒与寄生虫等病原体。城市垃圾中含有大量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动植物食品的废弃
物等。
２．化学污染物
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化学产品，包括生产和生活用品，化学工

业为现代化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大量的有害化学物质也进入环境，大大降低了
环境质量，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人类的健康，影响生物的繁衍和生态平衡。

在大气、水和土壤等环境中，化学污染物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例如，饮用水、空气或者进
入食物链中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物，养殖产品中的抗生素、催生素残留物，使用不当或不科学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等，这些有毒有害的有机或无机化学物质达到或者积累到一定程
度，都可以成为化学污染致病因素。许多化学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的作用，能诱
发癌症和神经疾病等多种病症。

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许多毒害性有机化学物质在当今国际上备受关注。它们在
环境中多为低浓度、高毒性、半挥发性；在自然条件下具有难降解性，因而能在空气、水和迁徙
物中长期残留或远距离迁移，在远离排放源的陆地生态系统或水域生态系统中沉淀并蓄积起
来；具有脂溶性，因而易在人体和生物体内产生生物积聚作用，并能通过食物链产生显著的生
物放大作用。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已经成为环境激素。它们的主要危害有：干扰或损害人
体和生物体的内分泌系统，阻碍免疫功能或使之失调，引起生殖发育的变异并影响生命的繁
衍，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并可能损害整个生态系统，从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会对
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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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化学污染物的种类
化学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对环境产生危害的化学

污染物主要有九类。
Ａ．元素：如铅、镉、铬、汞、砷等重金属和准金属、卤素、氧（臭氧）、磷等。
Ｂ．无机物：如氰化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卤化氢、卤间化合物、卤氧化合物、次氯酸及其

盐、硅的无机化合物、无机磷化合物、硫的无机化合物等。
Ｃ．有机化合物和烃类：包括烷烃、不饱和非芳香烃、芳烃、多环芳烃（ＰＡＨ）等。
Ｄ．金属有机和准金属有机化合物：如四乙基铅、羰基镍、二苯铬、三丁基锡、单甲基或二甲

基胂酸、三苯基锡等。
Ｅ．含氧有机化合物：包括环氧乙烷、醚、醇、酮、醛、有机酸、酯、酐、酚类化合物等。
Ｆ．有机氮化合物：如胺、腈、硝基甲烷、硝基苯、三硝基甲苯（ＴＮＴ）、亚硝胺等。
Ｇ．有机卤化物：如四氯化碳、脂肪基和烯烃的卤化物（如氯乙烯）、芳香族卤化物（如氯代

苯）、氯代苯酚、多氯联苯及氯代二英类等。
Ｈ．有机硫化合物：如烷基硫化物、硫醇、二甲砜、硫酸二甲酯等。
Ｉ．有机磷化合物：主要是磷酸酯类化合物（如磷酸三甲酯、磷酸三乙酯、磷酸三邻甲苯酯、

焦磷酸四乙酯）、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军用毒气等。
（２）化学污染物的行为
化学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十分复杂，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进入环境的化学物质通过溶

解、挥发、迁移、扩散、吸附、沉降及生物摄取等多种过程，分配散布在各环境圈层（水体、大气、
土壤、生物）之中。与此同时，又与水、空气、光辐射、微生物、其他化学物质等各种环境要素交
互作用，并发生各种化学的、生物的变化过程。经历了这些过程的化学物质，就发生了形态和
行为的变化。二是这些化学物质所到之处，在环境中也留下了它们的印迹，使环境质量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引起非常错综复杂的环境生态效应，见图１２。

图１２　化学污染物进入环境的历程与效应

（３）化学污染物的危害
化学污染物危害的主要有如下方面：Ａ．爆炸；Ｂ．可燃性，如低闪点液态烃类等；Ｃ．腐蚀

性，如强酸、强碱等；Ｄ．氧化反应性，如硝酸盐、铬酸盐等；Ｅ．耗氧性，如水体中有机物等；Ｆ．富
营养化，如水体中含氮、磷的化合物；Ｇ．破坏生态平衡，如农药等；Ｈ．致癌、致畸、致突变，如有
机卤化物、多环芳烃等；Ｉ．毒性，如氰化物、砷化物等。

对人体健康来说，环境污染物所引起的直接而又至关重要的危害是它们的毒性。某些化
学污染物质对人体或生物有明显的急性毒害作用，如三氧化二砷、氰化钾等被称为毒物；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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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化学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才显示毒性，被称为毒剂，这些条件包括剂量、形态、进入生物体
的途径和个体抗毒能力等。

　　１２２　环境科学
１．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加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环境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解决环境问题和进行环境保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而取得的成果，是
指导人类进行环境保护的一门学科。

古代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科学的产生。中国儒家思想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应效法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协调的理想境界。道家思想强调人
应顺从自然变化，主张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状态和人无为作为
理想。
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

环境问题开始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学科的学
者都分别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１８９５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
文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论证了物种的进化与环境的变
化有密切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环境恶化，环境“公害”事件频频发生，环境质量状况令人
担忧，此时环境问题开始受到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关注，环境科学也以此为契机迅速发展起
来。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地学等学科的相关学者在各自学科的基础上，运用原有学科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逐渐形成了以探讨环境问题的产生、演化和解决方法为特色的环
境科学学科群，如环境物理学、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等，并最终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演化形成
了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环境科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们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某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也

有所改善，这证明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可以防治的。
随着人类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环境科学这一新兴学科也日趋成熟，并形成

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将从分门别类研究环境和环境问题，逐步发展到从整体上进
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单从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过程来研究，是不能充
分阐明它的演变规律的。只有把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彻底
揭示生态平衡问题的本质，阐明它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发展规律。人类要
掌握并运用这一发展规律，有目的地控制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使生态系统的发展越来越适宜
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通过这种研究，逐渐形成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２．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地理学家刘陪桐教授指出：“环境科学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它是研究

‘人类环境’系统的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科学。”“人类环境”是一个由
人类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这种辩证关系主要通过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表现出来。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人类与环
境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等交换行为，人类通过生产行为从环境子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和信
息等，然后再将消费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废弃物排向环境子系统。人类
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受到环境子系统的影响，同时环境子系统的状况和变化也影响着人类子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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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环境科学的任务
（１）探索全球范围内环境演化的规律。环境总是不断地演化，环境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

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使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
展，就必须了解环境变化的过程，包括环境的基本特性、环境结构的形式和演化机理等。在环
境科学诞生以前，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环境科学必
须从这些学科中汲取营养，了解人类和环境的发展规律。

（２）揭示人类活动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其中包括提供发
展经济的物质资源。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不断影响环境的质量。人类生产和消费系统
中物质和能量的迁移、转化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同输出之间保持相
对平衡。这个平衡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排入环境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以免造成环
境污染，损害环境质量；二是从环境中获取可更新资源不能超过它的再生能力，以保障永续利
用；从环境中获取不可更新资源要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

（３）探索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环境变化是由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因
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物理、化学的变化过程，
在生态系统中迁移转化的机理，以及进入人体后发生的各种作用，包括致畸作用、致突变作用
和致癌作用。同时，必须研究环境退化同物质循环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保护人类生存
环境、制定各项环境标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提供依据。

（４）研究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工业发达国家防治污染经历了
几个阶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主要是治理污染源；６０年代转向区域性污染的综合治理；７０年代侧
重预防，强调区域规划和合理布局。引起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实践证明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
程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环境的整体出发，调节并控制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利
用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优方案。

　　１２３　污染物的迁移与转化
污染物的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发生的空间位移及其所引起的富集、分散和消失的

过程。污染物的转化常伴随污染物的迁移进行，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作
用改变存在形式或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过程。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主要通过机械迁移、物理化学迁移和生物迁移三种方式进行。物
理化学迁移是最重要的迁移形式，它可通过溶解沉淀、氧化还原、水解、配位和螯合、吸附
解吸等理化作用实现无机污染物的迁移。有机污染物还可通过化学分解、光化学分解和生物
分解作用实现迁移。污染物可通过生物体的吸收、代谢、生长、死亡等过程实现迁移。此外，生
物迁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食物链传递产生的放大积累作用。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化主要通过物理转化、化学转化和生物转化三种方式进行。物理转
化是指污染物通过蒸发、渗透、凝聚、吸附和放射性元素蜕变等物理过程实现转化；化学转化是
指污染物通过光化学氧化、氧化还原和配位络合、水解等化学过程实现转化；而生物转化是指
污染物通过生物的吸收、代谢等生物作用实现转化。
１．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迁移和转化
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迁移和转化使大气环境具有自净能力。进入大气的污染物首先通过风

力、气流、沉积等因素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迁移，可发生在本圈层内，也可以通过圈层间迁移转
入地表。迁移过程只使污染物在大气中的空间分布发生了变化，而它们的化学组成不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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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在大气中可以滞留足够时间，环境条件也适宜，就可以在大气圈内迁移的同时发生各种
转化作用。污染物的转化是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一系列反应转化为无毒化合物，从而去除污
染，或者转化为毒性更大的二次污染物，加重了污染。
２．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和转化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同样使水体具有自净能力。进入水体的污染物首先通过水

力、重力等作流体动力迁移，同时发生扩散、稀释、浓度趋于均一的作用，也可能通过挥发转入
大气。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污染物还会在水圈内发生迁移的同时产生各种转化作用。主要
的转化过程有沉积、吸附、水解和光分解、配合、氧化还原、生物降解等。其中生物降解是决定
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归宿的一种重要转化过程。
３．污染物在生物圈内的迁移和转化
在一般情况下，污染物经由受污染的环境介质进入生物机体，即开始进入生物圈。此后在

生物体内可能逐渐发生积累、富集作用，并在生态系统各成员间的取食与被取食过程中发生生
物放大作用。同时，污染物在生物体内发生转化，主要的生物转化过程有生物氧化还原、生物
甲基化及生物降解等。
４．环境自净
环境自净是指环境受到污染后，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作用下，逐步消除污染物达到自然

净化的过程。环境自净按发生机理可分为物理净化、化学净化和生物净化三类。
（１）物理净化
环境自净的物理作用有稀释、扩散、淋洗、挥发、沉降等。如含有烟尘的大气，通过气流的

扩散，降水的淋洗，重力的沉降等作用，而得到净化。混浊的污水进入江河湖海后，通过物理的
吸附、沉淀和水流的稀释、扩散等作用，水体恢复到清洁的状态。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如酚、
氰、汞等，因为挥发作用，其含量逐渐降低。物理净化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环境的物理条件和污
染物本身的物理性质。环境的物理条件包括温度、风速、雨量等，污染物本身的物理性质包括
相对密度、形态、粒度等。此外，地形、地貌、水文条件对物理净化作用也有重要的影响。温度
的升高有利于污染物的挥发，风速增大有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水体中所含的黏土矿物多有
利于吸附和沉淀。

（２）化学净化
环境自净的化学反应有氧化和还原、化合和分解、吸附、凝聚、交换、络合等。如某些有机

污染物经氧化还原作用最终生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水中铜、铅、锌、镉、汞等重金属离子与硫离
子化合，生成难溶的硫化物沉淀。铁、锰、铝的水合物、黏土矿物、腐殖酸等对重金属离子的化
学吸附和凝聚作用，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置换作用等均属环境的化学净化。影响化学净化的环
境因素有酸碱度、氧化还原电势、温度和化学组分等。污染物本身的形态和化学性质对化学净
化也有重大的影响。温度的升高可加速化学反应，所以温热环境的自净能力比寒冷环境强，这
在对有机质的分解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害的金属离子在酸性环境中有较强的活性而有利
于迁移；在碱性环境中易形成氢氧化物沉淀而有利于净化。氧化还原电势值对变价元素的净
化有重要的影响，价态的变化直接影响这些元素的化学性质和迁移、净化能力。如三价铬迁移
能力很弱，而六价铬的活性较强，净化速率低。环境中的化学反应如生成沉淀物、水和气体则
有利于净化，生成可溶盐也有利于迁移。

（３）生物净化
生物的吸收、降解作用使环境污染物的浓度和毒性降低或消失。植物能吸收土壤中的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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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并在体内转化为酚糖甙和氰糖甙；球衣菌可以把酚、氰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绿色植物可以
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凤眼莲可以吸收水中的汞、镉、砷等化学污染物，从而净化水体。同
生物净化有关的因素有生物的科属、环境的水热条件和供氧状况等。在温暖、湿润、养料充足、
供氧良好的环境中，植物的吸收净化能力强。生物种类不同，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可以有很大
的差异。有机污染物的净化主要依靠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如在温度为２０～４０℃，ｐＨ值为６～
９，养料充分、空气充足的条件下，需氧微生物大量繁殖能将水中的各种有机物迅速地分解、氧
化，转化成为二氧化碳、水、氨和硫酸盐、磷酸盐等。厌氧微生物在缺氧条件下，能把各种有机
污染物分解成甲烷、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在硫黄细菌的作用下，硫化氢可能转化为硫酸盐。
氨在亚硝酸菌和硝酸菌的作用下被氧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植物对污染物的净化主要是根
和叶片的吸收。因此，城市工矿区的绿化，对净化空气有明显的作用。

１３　环境化学的任务及研究内容

　　１３１　环境化学的性质与任务
１．环境化学的性质
环境化学是化学学科一个新的分支，是环境科学的重要内容，环境化学是在化学学科基本

理论和方法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化学物质（主要是污染物质）引起环境问题为研究对
象，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型学科。
２．环境化学的任务
环境化学是要从微观的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宏观的环境现象与变化的化学机制及其防

治途径，其核心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化学转化和效应。环境化学的主要任务有：
（１）研究环境的化学组成，建立环境化学物质的分析方法；
（２）掌握环境的化学性质，从环境化学的角度揭示环境形成和发展规律，预测环境的

未来；
（３）研究和掌握环境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形态、分布、迁移和转化规律；
（４）查清环境污染物的来源；
（５）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和治理的原理及方法；
（６）研究环境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及人类的作用和影响等。

　　１３２　环境化学的研究方法
环境化学与许多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化学学科及环境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有着最密切的联

系。环境化学的研究方法通常有四个方面。
（１）现场研究
现场研究是指在所研究区域直接布点采样、采集数据，了解污染物时空分布，同步监测污

染物变化规律，有地面监测、航测等，人力物力需求较大。
（２）实验室研究
实验室研究是指在实验室内仅对所感兴趣的化学物质进行有关的一两个影响参数研究，

而把其他的一些影响参数尽可能排除在外。绝大多数的环境化学研究是通过这种方法进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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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微量、浓度低、形态多样，又随时随地发生迁移和形态间的转化，
所以需要以非常准确而又灵敏的环境分析监测手段作为研究工作的先导。例如对许多结构不
明的有机污染物，经常需要用红外光谱仪、色质联用仪等结构分析仪来分析鉴定；对污染物在
环境介质中的相互平衡或反应动力学机理研究常需用高灵敏度的同位素示踪技术等。

（３）实验室模拟系统研究
由于自然环境通常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各种因子时刻都发生变化，因此在实地对化学物

质进行一些规律性研究是困难的。而实验室研究往往难以进行多个影响参数、多种物质共同存
在下的化学物质的环境行为、归宿和效应等研究。实验模拟研究是指试图把自然环境的某个局
部置于可以控制、调节和模拟的系统内，对化学物质在诸多因子影响下的环境行为进行研究。

（４）计算机模拟研究
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所发生的迁移、转化、归宿及生态效应等牵涉到该物质在环境中发生的

各种物理过程、化学反应和生物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与反应又受环境中诸多因素影响，因而
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参数估值、
灵敏度分析以及模型的标定等过程，可较为接近地描述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所发生的迁移、转
化、归宿等过程，应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在该领域已经有近八十年历史了。

在环境化学研究方法中需运用多方结合的手段，即多种学科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静动
结合、简繁结合，“软硬”结合等。

　　１３３　环境化学与相关环境学科的关系
环境化学是环境学与化学交叉起来的边缘学科，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１９９６年

组织有关专家编写《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环境化学》，提出了环境化学学科应包括
“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污染控制化学”和“污染生态化学”，可归纳为４大分支学
科（表１１）。

表１１　环境化学分支学科
环境分析化学 环境污染化学 污染控制化学 污染生态化学

环境有机分析化学 大气环境化学 大气污染控制化学
环境无机分析化学 水环境化学 水污染控制化学

土壤环境化学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化学

　　１．环境分析化学
环境分析化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实验技术来鉴别和测定环境污染物及

有关物种种类、成分与含量以及化学形态的科学。例如，某一区域环境受到化学物质污染，首
先要查明危害是由何种化学污染物引起的。为此就需要鉴别污染物，也就是进行定性分析；其
次，为了说明污染的程度，还需要测定污染物的含量，即进行定量分析。环境分析化学是取得
环境污染各种数据的主要手段，也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工作极为重要的基础。从
某种意义上讲，环境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环境分析化学的发展。

环境分析化学的研究需应用化学分析技术，采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重现性好和选择性
好的手段，应用各种专门设计的精密仪器，结合各种物理和生物的手段进行快速、可靠的分析。
为了掌握区域环境的实时污染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必要时还需要应用自动连续监测和卫星遥
感等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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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污染化学
环境污染化学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大气、水体和土壤这些环境介质中形成、迁移、转化和

归宿过程中的化学行为和生态效应，以及人类各种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对这些过程的干扰与
影响的学科，可划分为大气环境化学、水体环境化学和土壤环境化学。大气污染化学主要研究
大气污染物（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臭氧等）在大气中的存在和
化学变化规律，及对人体危害严重的各种烟雾和酸雨的形成过程。

水污染化学主要研究物质在水环境中的存在、行为与效应，天然水体的污染过程和各种废
水的净化过程。土壤环境化学主要研究化学物质引起土壤性质的变化以及各种化学物质在土
壤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积累和降解的过程及其污染的化学行为、反应机制与归宿的规律，
以及化学物质由土壤向作物传递，再经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的途径和过程等问题。造成土壤
污染的物质有重金属、农药等，它们与土壤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或生化作用而改变土壤的性
质，如土壤胶体表面的电荷性质、酸碱度和氧化还原电位等，这些性质使化学污染物在土壤中
的行为错综复杂，成为土壤环境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污染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１）全球环境变化和新的温室气体发现及环境效应研究；
（２）转化过程的耦合和环境影响的协同或拮抗效应的大气复合污染特征研究；
（３）水体富营养化和赤潮机理，以及其他水质化学过程研究；
（４）污染物在水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及生物生态效应的研究；
（５）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及其在环境介质中反应机理研究；
（６）多种化学物质对环境的复合污染效应研究；
（７）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介质微界面的反应机制研究；
（８）化学污染物在多介质环境中跨界面迁移转化过程机理研究；
（９）纳米污染物的微界面行为与微界面的相互作用过程及机理。
３．污染控制化学
污染控制化学主要研究污染控制有关的机制与工艺技术及无污染和少污染工艺技术中的

化学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化学污染，为开发高效的污染控制技术、发展清洁工艺提供科
学依据。

污染控制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１）污染物的管道末端治理的新途径和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的新体系；
（２）污染环境原位修复的新技术；
（３）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开发；
（４）固体废物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基础应用研究；
（５）单元技术强化和技术集成与过程优化研究；
（６）居室内污染控制技术的研究。
在污染控制领域，目前已经从工业“三废”治理技术，逐渐向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法

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技术发展；从单个污染源治理向某个水系或地区进行综合防治方向发展；从
消极治理向改革工艺、减少排放方向发展。
４．污染生态化学
污染生态化学主要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规律及其危害，并研究生物体与

污染环境相互作用的化学机制与化学过程及其调控的学科，是生态学与环境化学的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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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生态化学作为环境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逐渐完善其基本理论的同时，通过学科交叉和
再融合，在使其自身成熟的过程中，促进或带动环境化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作为应用生
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生态化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已经成为应用生态学发展与学术
创新的催化剂。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良生态效应在生态系统层面上
逐渐地由个体向种群、群落、景观与区域、全球生态系统等高层次水平的不断扩展，污染生态化
学在研究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治理污染环境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污染生态化学还
在国家生态安全、人体健康、乡村城镇化、环境规划、工业清洁生产、农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农产
品安全生产、绿色药物设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污染生态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１）化学污染物的生态毒理学及新方法研究；
（２）化学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
（３）分子水平上污染物在生物与环境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４）潜在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和致癌、致畸、致突变化学污染物的发现和判别；
（５）新型疾病起源的污染化学研究；
（６）新产品的生态安全评价；
（７）发现和研究新的环境生物标志物。

本 章 小 结

环境化学是研究有害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
理和方法的科学。本章主要介绍环境化学的产生、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环境化学的发
展动向，阐述了主要环境污染物的类别和它们在各环境圈层的迁移转化过程。要求掌握现代
环境问题的发展过程以及对环境化学提出的任务，明确学习环境化学课程的目的。

习　　题
１．什么是环境化学？环境化学有哪些分支学科？
２．如何认识环境问题的发展过程？
３．环境化学常采用哪些研究方法？
４．环境化学的任务有哪些？

阅读材料

室内环境的化学污染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能有一个宽敞、舒适、

健康的居住空间，因而现在人们更注重家居的环保，尤其是室内的装修。据国际有关组织调查
统计，世界上３０％的新建和重修的建筑物中发现有有害于健康的室内空气，这种室内污染已
经引起全球性的人口发病和死亡率的增加。室内环境污染已经列入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的５
种环境因素之一。国际上一些环境专家提醒人们，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烟型污染”和
“光化学烟雾污染”后，现代人正进入以“室内空气污染”为标志的第三污染时期。而室内环境
中的一些有害化学物质，正是室内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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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中的化学性污染物主要有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气、二氧化硫、总挥发性有机
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根据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规定，列出甲醛、
苯、氨、氡、总挥发性有机物五项污染物进行控制。
１．甲醛
甲醛是一种无色、具有刺激性且易溶于水的气体，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形

物质。甲醛释放污染，会造成眼睛流泪，眼角膜、结膜充血发炎，皮肤过敏，鼻咽不适，咳嗽，急
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亦可造成恶心、呕吐、肠胃功能紊乱。严重时还会引起持久性
头痛、肺炎、肺水肿、丧失食欲，甚至导致死亡。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
眼部疾病、女性月经不调和紊乱、妊娠综合征、新生儿畸形、精神抑郁症。另外，还会促使新生
儿体质下降，造成儿童心脏病。据美国医学部门调查，甲醛释放污染是造成３～５岁儿童哮喘
病增加的主要原因。它有凝固蛋白质的作用，其３５％～４０％的水溶液通称为福尔马林，常作
为浸渍标本的溶液。

室内环境中的甲醛从其来源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１）来自室外空气的污染：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光化学烟雾等在一定程度上均可排放或

产生一定量的甲醛，但是这一部分含量很少。据有关报道显示城市空气中甲醛的年平均浓度
为０．００５～０．０１ｍｇ／ｍ３，一般不超过０．０３ｍｇ／ｍ３，这部分气体在一些时候可进入室内，是构成
室内甲醛污染的一个来源。

（２）来自室内本身的污染：甲醛主要来源于人造木板，主要是生产中使用的；装修材料及
新的组合家具是造成甲醛污染的主要来源；装修材料及家具中的胶合板、大芯板、中纤板、刨花
板（碎料板）的黏合剂遇热、潮解时甲醛就释放出来，是室内最主要的甲醛释放源；ＵＦ泡沫作
房屋防热、御寒的绝缘材料。在光和热的作用下泡沫老化；用甲醛做防腐剂的涂料、化纤地毯、
化妆品等产品；室内吸烟。

因此，从总体上说室内环境中甲醛的来源还是很广泛的，一般新装修的房子其甲醛的含量
可超标６倍以上，个别则有可能超标达４０倍以上。经研究表明甲醛在室内环境中的含量和房
屋的使用时间、温度、湿度及房屋的通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房屋的使用时间
越长，室内环境中甲醛的残留量越少；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越有利于甲醛的释放；通风条件越
好，建筑、装修材料中甲醛的释放也相应越快。
２．苯
苯为无色具有特殊芳香味的气体，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强烈致癌物质。苯是近年来

造成儿童白血病患者增多的一大诱因。调查数据表明，在城市儿童白血病患者中，９０％的家庭
一年内进行过室内装修。人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苯时，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醉作用，轻者
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乏力等现象，重者还会导致昏迷，甚至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
而死亡。如果长期接触一定浓度的苯，会引起慢性中毒，出现头痛、失眠、精神萎靡不振、记忆
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症状。

室内环境中苯的来源主要是燃烧烟草的烟雾、溶剂、油漆、染色剂、图文传真机、电脑终端
机和打印机、黏合剂、墙纸、地毯、合成纤维和清洁剂等。

工业上常把苯、甲苯、二甲苯统称为三苯，在这三种物质当中以苯的毒性最大。
３．氨
氨是一种无色且具有强烈刺激性臭味的气体，比空气轻。氨是一种碱性物质，它对所接触

的皮肤组织都有腐蚀和刺激作用，可以吸收皮肤组织中的水分，使组织蛋白变性，并使组织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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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皂化，破坏细胞膜结构。浓度过高时除腐蚀作用外，还可通过三叉神经末梢的反向作用而引
起心脏停搏和呼吸停止。氨通常以气体形式吸入人体进入肺泡内，氨被吸入肺后容易通过肺
泡进入血液，与血红蛋白结合，破坏运氧功能。氨的溶解度极高，所以主要对动物或人体的上
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减弱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少部分氨为二氧化碳所中和，余下少量
的氨被吸收至血液可随汗液、尿或呼吸道排出体外。部分人长期接触氨可能会出现皮肤色素沉
积或手指溃疡等症状；短期内吸入大量氨气后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嗽、痰带血丝、胸
闷、呼吸困难，可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综
合征，同时可能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所以碱性物质对组织的损害比酸性物质深而且严重。

在我国很多地区，建造住宅楼、写字楼、宾馆、饭店等的建筑施工中，常人为地在混凝土里
添加高碱混凝土膨胀剂和含尿素的混凝土防冻剂等外加剂，以防止混凝土在冬季施工时被冻
裂，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这些含有大量氨类物质的外加剂在墙体中随着湿度、温度等环境因
素的变化而还原成氨气从墙体中缓慢释放出来，造成室内空气中氨浓度的大量增加。同时室
内空气中的氨也可来自室内装饰材料，比如家具涂饰时使用添加剂和增白剂大部分都用氨水。
烫发过程中氨水作为一种中和剂而被洗发店和美容院大量使用。
４．氡
氡通过呼吸进入人体，衰变时产生的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会沉积在支气管、肺和肾组织中。

当这些短寿命放射性核衰变时，释放出的α粒子对内照射损伤最大，可使呼吸系统上皮细胞受
到辐射。长期的体内照射可能引起局部组织损伤，甚至诱发肺癌和支气管癌等。据估算，人的
一生中，如果在氡浓度３７０Ｂｑ／ｍ３的室内环境中生活，每千人中将有３０～１２０人死于肺癌。氡
及其子体在衰变时还会同时放出穿透力极强的γ射线，对人体造成外照射。若长期生活在含
氡量高的环境里，就可能对人的血液循环系统造成危害，如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严重的还会
导致白血病。室内氡来源包括从建材中析出的氡、从底层土壤中析出的氡、由于通风从户外空
气中进入室内的氡、从供水及用于取暖和厨房设备的天然气中释放出的氡。
５．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ＴＶＯＣ）多指沸点在５０～２５０℃的化合物，按其化学结构的不同，可

进一步分为八类：苯类、烷类、芳烃类、烯类、卤烃类、醛类、酮类、酯类和其他类。非工业性的室
内环境中，可以见到５０～３００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它们都以微量和痕量水平出现，每种化合
物很少超过５０ｍｇ／ｍ３的水平。ＴＶＯＣ按挥发性可分为四类：极易挥发性有机物（ＶＶＯＣｓ）、
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半挥发性有机物（ＳＶＯＣｓ）和与颗粒物或颗粒有机物有关的有机物
（ＰＯＭ）。而在对室内有机污染物的检测方面基本上以ＶＯＣｓ代表有机物的污染状况。１９８９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曾检测到９００多种存在室内的ＶＯＣｓ。ＶＯＣｓ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出现头晕、头痛、嗜睡、无力、胸闷等自觉症状；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
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神经毒性作用。

室内环境中ＶＯＣｓ的来源主要是由建筑材料、清洁剂、油漆、含水涂料、黏合剂、化妆品和
洗涤剂等释放出来的，此外吸烟和烹饪过程中也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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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项目 测定方法 检测范围

ｍｇ／ｋｇ 注释 分析方
法来源

７ 锌 土样经盐酸硝酸高氯酸（或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消解后，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０．５土壤总锌 ①、②

８ 镍 土样经盐酸硝酸高氯酸（或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消解后，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２．５土壤总镍 ②

９六六六和
滴滴涕

丙酮石油醚提取，浓硫酸净化，用带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测定

≥０．００５ ＧＢ／Ｔ
１４５５０—９３

１０ ｐＨ 玻璃电极法（土∶水＝１．０∶２．５） — ②

１１阳离子
交换量乙酸铵法 — ③

　　注：分析方法除土壤六六六和滴滴涕有国标外，其他项目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现暂采用下列方法：
①《环境监测分析方法》，１９９３，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
②《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１９９２，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③《土壤理化分析》，１９７８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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