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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

• 环境风险是由人类活动引起或由人类活动
 与自然界的运动过程共同作用造成的，通
 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人类社会及其生
 存、发展的基础——环境产生破坏、损失
 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利后果的事件的发生
 概率。

• 环境风险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即不确定性
 和危害性。



环境灾害形成和演化机制



环境灾害系统

• 定义：环境灾害孕育、发生和发展的环境
 系统

• 孕育环境：

• 自然灾害：人-自然环境系统

• 人文灾害：人-社会环境系统

• 环境灾害：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环境灾害系统分类

• 环境灾害链：一种环境灾害发生而引起一
 系列环境灾害形成的现象。

1. 串发性环境灾害链：依次诱发
– 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盐

 碱化

2. 并发性环境灾害链：同时产生



并发性环境灾害链

化石燃料过度使用

大气CO2浓度升高

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

SO2，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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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

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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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灾害系统的基本特征

• 不确定性

• 开放性和非线性

• 动态性

• 自然性与社会性



环境灾害形成的动因——人为失误

• 人为失误的原因：

1. 对客观世界认识不足

2. 决策失误

3. 设计上失误

4. 操作上失误



污染物的聚散机制

• 污染物的聚散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的
 空间位置相对移动和浓度变化的过程。

• 结果：污染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污染物浓
 度的升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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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的生物性聚散机制

• 生物浓缩

• 生物积累

• 生物放大



污染物的物理性聚散机制

• 物理性转化：蒸发、冷凝等

• 物理性迁移

• 气体的机械性迁移

• 水的机械性迁移

• 重力的机械性迁移



污染物的化学性聚散机制

• 光化学反应

• 氧化还原反应

• 水解反应



酸雨概念的提出

• 1872年R. A. Smith在《空气中降雨：化学
 气候学的开端》中描述：

大气被酸严重污染时，

一加仑的雨中含有2-3格令的酸。



酸雨的定义：
在1982年6月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国际上第一

 次统一将pH值小于5.6的降水（包括雨、雪、
 霜、雾、雹、霰等）正式定为酸雨。酸雨中的
 酸绝大部分是硫酸和硝酸。

它是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十大环境问题之一

空中死神：酸雨



为什么以pH=5.6为酸雨界限

•纯水的pH=7，但空气中的CO2溶入雨水中

CO2 + H2 O  = H+ + HCO3
- Ka =10-7.81

•选用CO2大气背景浓度316ppm
•[H+]= 2.2110-6M
•pH= -log10 [H+]=5.65
•二氧化碳溶解在雨水中，形成酸性很弱的碳酸，正

 常的雨水呈微酸性，pH值约为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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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 有人认为SO2存在自然排放源，因此酸雨
 的定义应该修正为pH=5.0，你的意见呢？



世界三大酸雨区分布

• 德英法为中心的北欧
 酸雨区

• 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
 北美酸雨区

• 青藏高原以东长江干
 流以南的中国南部酸
 雨区

我
国
是
全
球
三
大
酸
雨
区
之
一



酸雨污染史

• 英国是酸雨的始作俑者。

• 1661年：地狱般阴森森的烟气，像西西里岛火山
 和巴尔干神殿似的笼罩着伦敦。

• 1772年：伦敦周围庭院中的水果树不结果子，树
 叶纷纷凋零，半数孩子不到两岁就夭折了。

• 19世纪英国酸雨侵袭挪威：

英国的煤烟飘然而至，

黑沉沉地降落在这个国家里，

所有美丽的嫩枝纷纷凋零。

城市宛如正在接受审判，灰色之雨倾盆而降。



是谁造就了酸雨

煤炭，昨天的罪魁祸首



世界著名酸雨事件

1. 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

2. 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

3. 1952年伦敦烟雾酸雨事件

4. 1955年日本四日市烟雾事件

5. 1970年代北美死湖酸雨事件



马斯河谷酸雨事件

• 1930年12月上旬，在比利时马斯河谷地区的人们
 普遍开始感到不适，一些早已患有心脏病、高血
 压或肺部疾病的人们慢慢开始发病，严重者甚至
 在短短几天中去世。随后，这个地区中几千人纷
 纷出现了异常状况，流泪、喉痛、声嘶、咳嗽、
 呼吸短促、胸口窒闷、恶心、和呕吐等症状让每
 个人焦躁不安。随后，大批的牲畜也纷纷落难，
 直至死去。据统计，当时一个星期内就有63人死
 亡，可能单看数字不多，但这是同期正常死亡人
 数的十多倍。这就是本世纪最早记录的比利时马
 斯河谷烟雾酸雨污染事件。

http://www.hudong.com/wiki/%E6%AF%94%E5%88%A9%E6%97%B6


马斯河谷酸雨事件揭秘

• 马斯河谷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3个炼
 油厂、3个金属冶炼厂、4个玻璃厂和3个炼
 锌厂，还有电力、硫酸、化肥厂和石灰窑

 炉等工厂挤在一条仅仅24公里的狭窄盆地
 中。

• 1930年12月1到5日，马斯河谷地区出现异
 常的逆温天气。逆温会使得大气中的空气
 无法对流，继而工厂排出的有毒烟雾无法
 散去，聚集在空中然后想方设法落到地面。



美国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

• 1948年美国多诺拉小镇也发生了同马斯谷酸雨事
 件一样的污染事件。这次造成的后果更严重，10 

月27日至31日5天之内，小镇有近一半人数（7000）
 发病，死亡的有20人。许多65岁以上的老人出现

 了血管扩张出血、水肿等症状。最终在31号，天
 空飘起了酸雨，使得事件变得更加严重。

• 灾害发生1年后，小镇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
 降了10%。10年后，小镇的死亡率仍比其他相邻

 镇要高出许多。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称其为“人类
 历史上最的污染灾害之一”。



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揭秘

•
 

多诺拉是美国州市南边30公里处的一个工业小城
 镇，和马斯河谷地形相似，位处一个马蹄形河湾
 内侧，两侧山丘把小镇夹在山谷中，其中大多是
 硫酸厂、钢铁厂和炼锌厂，和相邻的韦布斯特镇
 形成了一个河谷工业地带。

•
 

逆温天气使硫酸、二氧化氮这样的有毒气体只能
 一直徘徊在多诺拉的上空，因为静止的空气无法
 把它们带走。上层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些污染气
 层离地面只有300米，这就意味着人们基本上在用

 那些淡的腥臭气体做面膜。10月31日的酸雨降落
 后，就相当于用有毒气体洗澡了。



伦敦烟雾事件

•16-17世纪，煤炭已经成为伦敦工业和家庭广
 泛使用的燃料。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

 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
 散，形成 “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

 辣的、呛人的”伦敦雾。

•烟雾很快开始显现它的杀伤力。1873年12月
 7至13日，一场大雾笼罩伦敦，造成近千人死
 亡，这是史载第一桩与烟雾有关的大规模死

 亡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

• 动辄夺去上千条人命的大雾在1880、1882、
 1891和1892年一再重现。

• 19世纪末期，伦敦每年的“雾日”长达90天左
 右。这冬日破晓呛人的黄雾竟也成了令外

 人仰慕的景观，许多旅游者专程跑到伦敦
 来看雾都景色。



伦敦烟雾事件

• 1952年12月5日浓雾弥漫伦敦，能见度节节下降：
1. Sadler‘s Wells 剧院正在上演的歌剧《茶花女》由于观

 众看不见舞台而被迫中止。

2. 电影院里的观众也看不到银幕。

3. 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蒙上烟灰，只能开着雾灯艰难地
 爬行。

4. 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激增，而浓雾使救护车根本动弹不
 得。

5. 12月10日大雾散去，其间死亡人数比平时多出4000多
 人，大多数是死于呼吸道疾病和心脏病的老人。



伦敦烟雾事件

• 1952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
 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
 物难以扩散，聚集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

• 在此期间，每天仍有1000吨烟尘粒子、2000吨二
 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被排放到无力

 自我清洁的空气里，还有370吨二氧化硫被转换
 成800吨硫酸。

• 数据表明，大雾期间空气里的二氧化硫含量增加
 了7倍，烟尘增加3倍，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
 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



死亡人数与二氧化硫浓度

死亡人数与二
 氧化硫浓雾高
 峰呈现明显的
 正相关



1952 London’s killer Smog

A London police officer wears a 
special mask to protect him from 
smog.

Pigeons flock around pedestrians in 
London’s fog-shrouded Trafalgar
Square

图片档案



1952 London’s kill Smog



伦敦烟雾事件发生期间，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达到了每天每立方米约

 四千到五千微克（安全浓度为100微克/米以下），烟尘颗粒物的含量

 约五千微克。



1952 London’s Kill Smog

• 当事者回忆：
• Dr. Robert Waller, who worked in a London 

hospital，said ：
“There weren’t bodies lying around in the 
street, and no one really noticed that more 

people were dying.”
• people sickened by the fog could not get to 

hospitals so that They died in their homes.
• The first sign of a disaster was when London 

began to run out of coffins to bury people.



在工厂和家庭中大力推广无烟燃料，广泛利

 用天然气和电力，使伦敦摆脱了烟雾的困扰。

 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已经降低了90%.今
 天的伦敦已经大不一样了。

二氧化硫烟雾的减少使伦敦人的生活质

 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大片的绿地成为伦敦的

 肺，它们不断地向伦敦注入新鲜的氧气，吸

 收空气中的尘埃。伦敦的显现出了湛蓝的天

 空。

今日伦敦



酸雨形成的机理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酸性物质在阳光、臭
 氧、过氧化物及金属
 离子的作用下，生成
 亚硝酸、硝酸、亚硫
 酸、硫酸，这些酸性
 物质溶解到雨雪雾

 中，形成酸雨。



酸雨形成的机理

• 硫酸型烟雾形成机理：

• SO2气相光氧化（晴好天气洁净大气主要过程）

• SO2气相自由基氧化

2
3

2
1)340290(

2 SOSOSO Mnmhv   

2
3)400340(

2 SOSO nmhv   

422
3 SOOSO 

42324
22 SOHSOSOSO OH

 22 HOSOOHSO M

322 SOHOHOSO M 



酸雨形成的机理

• SO2液相氧化机理

1. (a) 非催化液相氧化，速率很小

2. (b) Fe2+,Mn2+等过渡金属离子存在下的液相催化氧
 化，速度大幅加快，该机制在沿海工业城市的大气

 SO2转化中尤其重要

3. (c) O3 , H2 O2等强氧化剂主导下的液相氧化，是云中
 SO2的主要转化机制

4. (d) NH3对SO2液相转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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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形成的机理

SO2固相催化氧化机理，在细颗粒物污染严重的中
 国很重要

大气颗粒物含有大量黑碳（有类似活性炭结构）
 和金属氧化物（如Fe2 O3等），可催化氧化SO2

1. 实验表明，活性炭可提高SO2氧化速率30%。

2. 文献发现，较高相对湿度下硝酸钠等也可加速SO2 
的氧化

3
催化剂

22 SOOSO  



火电脱硫是酸雨的终结者吗？

• 截止2010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大型火电
 厂的脱硫改造。



是谁造就了酸雨

今天的俩兄弟



上海市宝山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酸雨形成机理

• NOx氧化机理（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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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的危害

酸雨

湖泊生态人体健康

土壤

森林文物建筑

农作物



湖泊生态



湖泊生态

• 一定量酸性降水进入湖泊后，由于碳酸氢
 根的缓冲作用，pH没有明显改变，但水中
 碳酸氢根离子浓度逐渐降低

• 当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碳酸氢根的缓冲
 能力被打破，pH开始下降

• 水体腐殖质和湖底硅铝酸盐起缓冲作用，
 稳定pH=4.5左右（湖水清澈，湖底长满苔
 藓）



湖泊生态

• pH下降，藻类种群数量下降，但白苔藓茂
 盛

• 水体重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 鸟类食物短缺



森林危害



森林危害

酸雨影响森林生长。酸雨对森林生

 长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两条途径产

 生的，一是对土壤的影响，二是直

 接影响树木的叶子。

1956—1965年的10年间，酸雨使

 瑞典森林的生产能力降低了2%～7 
％，使德国南部森林大面积死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西南和

 华南酸雨相继出现马尾松、华山松

 和杉木等林木生长衰退，甚至成片

 死亡，并造成重大损失。

重庆南山原有180km2马尾松到

 1984年森林死亡面和已占全林面

 积40%以上，而且更多的马尾松有

 程度不同的衰亡。



森林危害

酸雨可造成叶面损伤和坏死，早落叶，林木生长不良，以致
 单株死亡。土壤肥力降低，产量下降，造成大面积森林衰退。

酸雨中的马尾松

• 我国马尾松和华山松对酸雨十分敏感，重庆南山风景区约
 三万亩马尾松发育不良，虫害频繁；80年代约有一万公顷马

 尾松枯死，几经防治，毫无效果。

•峨眉山冷杉林成片死亡

四川名胜峨眉山, 风景旖丽, 全靠山深林秀。但近十年来, 
酸雨象空中死神缠住了此佛教胜地, 冷杉林成片死亡。金顶

 海拔3077米, 降水pH值平均为4.34; 酸雨率达到85.7% , 硫
 酸根占阳离子总量的60% 。峨眉主要风景林是冷杉, 死亡率
 超过30% 的中度受害面积达到7.00平方公里; 死亡率超过

 50% 严重受害面积达到2.28平方公里。



农作物危害

• 农作物叶片受损，死亡。

• 农作物生长发育不良，减产（比较典型）

• 农作物茎叶和果实中重金属含量提高

• “八五”期间，酸雨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42.6亿元/年。



农作物危害



土壤酸化

土壤中含有大量铝的氢氧化物，土壤酸化后，可加速土壤中
 含铝的原生和次生矿物风化而释放大量铝离子，形成植物可
 吸收的形态铝化合物。植物长期和过量的吸收铝，会中毒，
 甚至死亡。

酸雨尚能加速土壤矿物质营养元素的流失；改变土壤结构，
 导致土壤贫脊化，影响植物正常发育；酸雨还能诱发植物病
 虫害，使作物减产。

酸雨可使土壤微生物种群变化，细菌个体生长变小，生长
 繁殖速度降低，如分解有机质及其蛋白质的主要微生物类群
 牙孢杆菌，极毛杆菌和有关真菌数量降低，影响营养元素的
 良性循环，造成农业减产。

酸雨可降低土壤中氨化细菌和固氮细菌的数量，使土壤微生
 物的氨化作用和硝化作用能力下降，对农作物大为不利。



建筑文物破坏



建筑的 “黑壳” 效应

建筑材料变脏, 变黑, 影响城市市容质量和城市景观, 被人们
 称之为 “黑壳” 效应。我国雾都重庆 “黑壳” 效应相当明显。
 天然大理石, 俗称汉白玉, 三年之后, 经酸雨淋洗, 完全变色; 

失去光泽的时间为 3至
 

8年。

建筑的 “白霜” 效应 ：

沙浆混凝土墙面经酸雨侵蚀后, 出现 "白霜" ; 经分析此种白霜
 就是石膏 (硫酸钙) 。

 重庆市1956年建成的重庆体育馆水泥栏杆, 由于酸雨腐蚀, 石
 子外露, 深达1 厘米之多, 按时间估计, 平均每年浸蚀0.4 毫米, 

十分惊人。这种水泥栏柱石子外露现象, 在路旁电线杆上也
 每每发生。除了影响材料强度之外, 尚影响市容观瞻。

建筑文物危害



人体危害



人体危害

• 眼角膜和呼吸道粘膜对酸类却十分敏感，
 酸雨或酸雾对这些器官有明显刺激作用，
 导致红眼病和支气管炎,咳嗽不止,尚可诱发

 肺病。

• 另一方面，农田土壤酸化，使本来固定在
 土壤矿化物中的有害重金属,如汞、镉、铅
 等,再溶出,继而为粮食，蔬菜吸收和富集,人

 类摄取后,中毒,得病。这是酸雨对人体健康
 的间接影响。



我国酸雨问题频繁出现在国际顶尖刊物



我国酸雨分布



中国酸雨频率分布图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重庆、贵

 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是中国酸

 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长沙、株洲、

 赣州、南昌等城市为中心的华

 中酸雨区污染水平超过西南酸

 雨区，成为全国酸雨污染最严

 重的地区；西南酸雨区虽然有

 所缓和，但仍维持较严重的水

 平；华南酸雨区主要分布在珠

 江三角洲及广西东部地区，总

 体格局变化不大；华东酸雨

 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

 至厦门的沿海地区，小尺度上

 的污染格局有所波动，但总体

 来说，较华中、西南酸雨区

 弱；而北方地区年均pH值<5.6 
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青岛、图们

 中心的区域。



中国酸雨强度分布



我国酸雨

• 我国酸雨呈硫酸型
 （现在汽车尾气型已

 经抬头）

• 如果不是大量铵根源
 （人口密度，化肥

 等），酸雨进一步厉
 害

贵阳 纽约城



北方出现酸雨



北方酸雨

• 在南方地区频频出现的酸雨2006年跨越长江、向
 北扩展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

 山西7省市，而被中国气象局列入“2006年全国十
 大气象事件”之一，一时间引起了国人关注。

 
作为北方14年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酸雨，资料显

 示北方7省市16个监测点的年均降水pH值为4.5，
 酸雨频率为44％，其中强酸雨频率为23％，与往
 年相比，降水酸度显著增强，酸雨频率明显提高。



上海酸雨强度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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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气SO2浓度











北京


	酸雨，天堂的眼泪
	目录
	环境风险
	环境灾害形成和演化机制
	环境灾害系统
	环境灾害系统分类
	并发性环境灾害链
	环境灾害系统的基本特征
	环境灾害形成的动因——人为失误
	污染物的聚散机制
	幻灯片编号 11
	污染物的生物性聚散机制
	污染物的物理性聚散机制
	污染物的化学性聚散机制
	酸雨概念的提出
	空中死神：酸雨
	为什么以pH=5.6为酸雨界限
	课堂讨论
	世界三大酸雨区分布
	酸雨污染史
	是谁造就了酸雨
	世界著名酸雨事件
	马斯河谷酸雨事件
	马斯河谷酸雨事件揭秘
	美国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
	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揭秘
	伦敦烟雾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
	死亡人数与二氧化硫浓度
	1952 London’s killer Smog
	1952 London’s kill Smog
	幻灯片编号 34
	1952 London’s Kill Smog
	今日伦敦
	酸雨形成的机理
	酸雨形成的机理
	酸雨形成的机理
	酸雨形成的机理
	火电脱硫是酸雨的终结者吗？
	是谁造就了酸雨
	上海市宝山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酸雨形成机理
	酸雨的危害
	湖泊生态
	湖泊生态
	湖泊生态
	森林危害
	森林危害
	森林危害
	农作物危害
	农作物危害
	土壤酸化
	建筑文物破坏
	建筑文物危害
	人体危害
	人体危害
	我国酸雨问题频繁出现在国际顶尖刊物
	我国酸雨分布
	中国酸雨频率分布图 
	中国酸雨强度分布
	我国酸雨
	北方出现酸雨
	北方酸雨
	上海酸雨强度和频率
	上海大气SO2浓度
	幻灯片编号 68
	幻灯片编号 69
	幻灯片编号 70
	幻灯片编号 71
	幻灯片编号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