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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 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已经引起人们的普
遍关注, 而车内空气污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车内空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 影响车内
污染物的主要因素的论述, 提出了一些降低车内空气污染的对策与建议, 以便减少车内空气污染给人们
健康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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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及汽车造成的环境污染, 人们联想到的往往
是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专家指出, 汽
车内部空间环境污染对驾乘人员健康造成的危害更
值得关注。
目前,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车内空气

污染与高血压、艾滋病等共同列为人类健康的 10 大
〔1〕
威胁 。
国外的研究者对于车内空气质量问题, 很早就
给予了关注。例如, 1983 年 T onkelaar 报道了汽车
内的污染水平和城镇道路与高速公路污染水平存在

的溶解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不加尿素时得到的聚丙
烯酰胺几乎不溶于水; 尿素的添加量小于 1. 5% 时,
得到的聚丙烯酰胺的溶解性较差; 当尿素的加入量
大于 1. 5% 时, 得到的聚丙烯酰胺具有良好的溶解
性; 尿素的添加量在 1. 5% ～10% 之间时对聚丙烯
酰胺的表观粘度影响不大。
2. 3 乳化剂用量的影响
采用由 S 80 和白油组成的乳化体系, 维持单体浓
度、
引发剂浓度不变, 油水体积比为 3. 75, 45℃下反
应, 考察乳化剂用量对共聚物特性粘数的影响, 实验
结果见图 2。

用量超过 4. 5g / mL 时, 形成的胶束过多, 在单体数
目一定的前提下, 平均分配在每一胶束中的单体数
目相对减少, 导致共聚物相对分子质量下降, 即特性
粘数降低 [ 4] 。乳化剂用量介于 3. 0～4. 5g / mL 时, 随
乳化剂用量增加, 共聚物特性粘数略微下降后再增
加。
3 结论
3. 1 采用氧化还原体系, 通过大量实验制备出了高
分子量乳液型聚丙烯酰胺, 该反应体系具有低温、
高
效、
易控等特点。
3. 2 确定了反相乳液共聚法制备聚丙烯酰胺的最
佳工艺条件: 聚合温度为 40～50℃, 搅拌速度控制
在 550r/ min, 尿素添加量大于 1. 5% , pH 值为 9 的
条件下可以获得粘度 大于 22dL / g , 溶解时间 小于
10min 的共聚型聚丙烯酰胺白色乳液, 在焦化废水
和洗煤水处理中获得了比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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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乳化剂用量对共聚物特性粘数的影响
由图 2 可看 出, 在 乳化剂 用量 低于 3. 0g/ m L
时, 乳化剂不能有效覆盖胶粒, 胶粒极不稳定而破
乳; 随乳化剂用量的逐渐增加, 胶粒稳定性随之增
强, 反应平稳, 同时乳胶粒数目增多, 自由基在胶粒
中的平均寿命增长, 共聚物特性粘数增加; 当乳化剂
收稿日期: 2006- 11- 12

[ 4]

严瑞碹. 水处理剂应用手册. 北京: 化学工业出
版社, 2000: 115～124.
官建国, 何平, 谢洪泉. A A 反相乳液聚合稳定
性的研究. 石油化工, 1994, 23: 514～518.
蒋婵杰, 潘春跃, 黄可龙. A A —A M 共聚物研
究进展. 高分子通报, 2001, ( 3) : 64～69.
F oyeke O, D iane J B. Inf luence of Int ef acial
Pr opert ies of L ipophilic Sufact ants on
Wat er —in—O il Emulsion St abilit y . J Collo id
Int erf ace Sci, 1998, 197: 142～150.

2007 年第 5 期

司靖宇

汽车内的空气污染研究

极大差异; 1991 年 Wilson 研究了受到汽车排放影
响的其它小环境, 南加州的 100 个加油站、10 个停
车场和 10 个靠近停车场的办 公室的污染被检测;
1999 年美国的 ARB 和 SCAQM D 两个机构花费 44
万美元, 进行耗时两年的汽车内污染的调查; 2003
年美国环保局运输与空气质量评估与标准办公室在
“汽车及其燃料对空气污染的控制”
的长篇报告中,
〔2〕
也叙述了汽车内污染的有关研究。
在我国, 汽车内部污染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
2004 年 3 月由中国科协工程学会联合会汽车环境
专业委员会组织发起, “
首次中国汽车内环境污染情
况调查”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接受调查的 1175 辆
汽车中, 2003 年以后购置的新车为 1068 辆, 另外有
107 辆 1994 年 5 月至 2002 年 12 月之间的旧车接
受了调查检测。车型范围涵盖时下热销的高、
中、
低
各档次车辆共 91 款, 涉及 38 家国内汽车生产厂和
6 家国际著名汽车厂。调查结果表明, 有 93. 82% 的
〔3〕
车内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情况。
2 车内空气主要污染物的来源
根据各种污染物的形成原因和进入车内的不同
渠道, 可以将车内空气污染源分为车外来源和车内
来源。
2. 1 车外来源
汽车通风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将车外的新
鲜空气送进车内, 将车内的污浊空气排出车外。但
是, 当汽车行驶在车辆拥挤的道路上时, 车外环境空
气中污染物浓度很高, 通风系统在将车外空气送入
车内的同时, 也将其中的污染物送入车内造成车内
空气污染。污染物主要有碳氢化合物、
一氧化碳、
二
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等。
此外, 汽车自身排放的污染物进入车内环境, 包
括通过排气管、
曲轴箱、
燃油蒸发等途径排放的污染
物, 或汽车空调长期使用后风道内积累的污物对车
内造成污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堵车怠速慢行的
情况下, 一方面此时道路上车辆密集污染物排放总
量很大, 另一方面此时单车污染物排放因子也较高,
故导致环境污染物浓度较高而且此时车辆之间的距
离很近, 前面车辆的排气管正好对着后面车辆的进
气口, 大量污染物进入车内, 车内污染更为严重。污
染物主要有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
微生
〔1、4、5〕
物、
苯、烯烃、芳香烃等。
2. 2 车内来源
2. 2. 1 汽车自身污染
汽车零部件和车内装饰材料中所含有害物质的
释放, 包括汽车使用的塑料和橡胶件、织物、油漆涂
料、
保温材料、
粘合剂等材料中含有的有机溶剂、
助

17

剂、
添加剂等挥发性成分, 在汽车使用过程中释放到
车内环境, 造成车内空气污染。污染物主要有苯、甲
苯、
甲醛、
挥 发性有机物( VOCs) 、丙 酮、二甲苯、碳
氢化合物、
卤代烃等, 车内材料释放的物质还是车内
难闻异味的主要来源, 使人出现头痛、
乏力等中毒症
状。
这种污染在新车中尤其突出, 2003 年深圳市计
量品质检测研究院随机抽检了使用不到 半年的新
车, 结果发现 70% 的汽车车内有毒气体的浓度超过
国家室内空气品质 标准, 最高可超过标准 10 倍以
〔6〕

上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医学科研部门测试发现,
新车出厂后, 车内有害气体浓度很高, 挥发时间可持
续 6 个月以上。
2. 2. 2 有害霉菌
霉菌是汽车通风系统内长年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一问题在潮湿气候条件下运行的空调 中尤为突
出。
由于汽车空调蒸发器、
过滤网和散热片难以清洗
护理, 在使用过程中会吸附大量的尘埃、
霉菌、细菌
等有害物质, 并在时宜的条件下迅速的滋长, 通过空
气循环系统回到车 内, 由于车内空间狭小, 这些粉
尘、细菌、
病毒极易吸入肺部, 引起呼吸系统疾病或
造成细菌、
病毒的交叉感染, 这些都是多种疾病的致
病源。
据美国加州健康中心统计, 驾车者肺炎的发病
率要比普通人高出 1～3 倍。
2. 2. 3 人体自身污染
人体内大量的代谢废弃物, 主要通过呼吸、
汗液
排出体外, 人的呼出气中主要含有 CO 2 和其他代谢
废气和氨等内源性气态物质。2004 年戴等人的研究
结果表明, 在车内由于呼吸造成的 CO 2 累计积是不
可忽视的。
在关闭的汽车内部数分钟后, CO 2 就超过
了 0. 1% 的限量值。乘坐的人员越多, CO 2 浓度上升
的速度越快。几十分钟后 CO 2 甚至超标数十倍。一
个坐着工作的人, 每小时可呼出 18L CO 2 , 轿车内部
体积通常为 2000L , 如果汽车处于长时间的封闭状
态, 势必造成 CO 2 严重超标, 造成驾驶员的神志恍
惚, 增大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此外, 呼出气中还
可能含有 CO, 氯仿等数十种有害气态物质, 其中有
些是外来物的原型, 有些则是外来物在体内代谢后
产生的气态产物。
如果车厢内有人吸烟, 将大大加重
对车内空气的污染。
3 车内空气主要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
汽车内常见的污染物有 30 多种, 主要的污染物
有: 苯系物( 苯、甲苯、二甲 苯等) , 总挥发性有 机物
( T VOCs) , CO、
CO 2 、
细菌、
霉菌等几十种有害物质。
如甲醛、
苯、
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对人体的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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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很大。

3. 1 甲醛
甲醛是一种具有特殊刺激性的无色气体, 易溶
于水、
醇和醚。它有凝固蛋白的作用, 在室温下极易
挥发, 并随着温度的升高挥发速度加快。
甲醛是具有
较高毒性的物质。车内空气中的甲醛在不同温度、
湿
度下, 可以从各种胶合板、刨花板等胶粘木制品、
绝
缘保温填料中释放出来。
人体接触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后, 主要表现为眼
结膜和呼吸道粘膜的刺激作用, 症状有眼睛发红、
畏
光流泪、
咽干发痒、
咳嗽、
胸闷、
皮肤干燥发痒等。长
期接触甲醛的人可引发鼻腔、
口、
咽喉部癌症, 消化
〔1、8〕

系统癌症, 肺癌, 皮肤癌和白血病等
3. 2 总发性有机化合物( T VOCs )

。

T VOCs 指室温下饱和蒸气压超过了 133. 32P a
的有机物, 其沸点在 50～250℃之间。常温下, 以挥
发蒸气的形式存在于空气中。T VOCs 在施工中大
量挥发, 使用中缓慢释放。它主要来源于快干漆、
胶
粘剂、有机氯化物、地毯、地板蜡、
空调管路的衬套。
3
当浓度为 3～25mg / m 时, 会产生刺激或不适, 与其
他因素共同作用时会出现头痛。当浓度大于 25m g/
3
m 时, 除头痛外, 还会出现其他神经毒性作用。常见
的有浑身赤热、
干燥、
头痛、疲倦、
喉部不适等。
3. 3 苯系物
苯系物主要包括苯、
甲苯、
二甲苯, 是无色透明
油状液体, 具有强烈芳香气味, 易挥发为蒸气, 易燃、
有毒。苯对人的造血系统可致贫血、感染、皮下出血
等危害, 长期暴露在低浓度苯中会损害听力, 导致头
痛、
头昏、
乏力、
苍白、
视力减退及平衡功能失调。皮
肤反复接触会导致红肿、干燥、起水疱, 对人体有致
癌作用, 能发展为白血病。
鼻子吸入暴露的甲苯会使
大脑和肾受到永久性损害。孕妇受苯系物毒性伤害
会导致胎儿畸形。皮肤接触二甲苯会干燥、
皱裂、
红
〔8〕
肿。
3. 4 一氧化碳( CO) 和二氧化碳( CO 2)
CO 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 体, 产生于任何含碳
原子材料的不完全燃烧。它被人体肺部吸收后, 以
250 倍 的 氧 结 合 力 迅 速 与 红 血 球 素 结 合, 形 成
COH B。它对人体产生的一般症状为头疼、疲劳和运
动力下降。当 COHB 浓度超过 60% 时, 可导致人昏
迷甚至死亡。
CO 2 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属于呼吸中枢兴奋
剂, 为人体生理所需, 但其浓度超过一定范围时, 会
使人出现头疼、
眼睛喉咙刺激等症状。
由于呼吸造成
的 CO2 的累计不可忽视。在关闭的汽车内部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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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CO 2 就超过了 0. 1% 的限量值。乘坐的人数越
多, 汽车处于封闭状态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使 CO 2
严重超标, 造成驾驶员的神志恍惚, 增大发生交通事
故的可能性。
3. 5 细菌、
霉菌等
车内环境中存在各种生物物质。生物可以通过
特应性机制、
传染过程和直接毒害等引起疾病。
控制
车内微生物的繁殖、生长、
传播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
问题。
许多疾病与接触空气中的细菌和真菌有关。室
内真菌孢子数浓度越高, 会引起发烧和呼吸困难, 患
高血压的比例越高。真菌是通过吸入气溶胶进入肺
部的。
研究认为, 真菌产生的真菌毒素是重要的危害
因素, 因为这些毒素很容易通过呼吸道黏膜吸收,
进入肺部, 影响免疫系统, 能引发一系列的急性和慢
性的不良症状。
4 影响车内污染物的主要因素
4. 1 汽车外部污染状况对车内空气质量的影响
从车外补充新鲜空气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车外
是处于交通阻塞、
空气流动性差、
污染严重的地段和
时间里, 引进车外空气可能会更加有害。此外, 如果
车子自身的密封性不好, 在污染较重的地段, 同样会
引起车内的空气污染。
4. 2 车龄和型号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
车龄不同的汽车污染程度不同, 新车比旧车往
往有更大的污染。不同型号的汽车在相同的测试条
件下, 其污染物的浓度也会有很大差异。
4. 3 温度和污染物浓度的关系
温度升高车内污染物浓度急剧增加, 原因主要
是车内材 料有害气 体的释 放随温 度升高 而增加。
2004 年 M arion 报 告, 从 26℃上 升 到 63℃时,
T VOC 浓度至少增加了 5 倍。
4. 4 启动、
静态发动机运转和行驶状态的影响
启动时污染严重, 冷启动更甚。
静止和行驶时车
内空气流速相差很大, 即使是关上车窗, 关掉通风,
行驶中的汽车空气流速也会大大的提高, 特别是在
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由于空气的交换, 行驶时污染物
的浓度比静止时的浓度要低。在静态发动机运转和
行驶的两种情况下, 不但污染物浓度不同, 被检测到
的污染物种类也可能有所不同。
4. 5 其他影响因素
影响污染物浓度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 气候条
件, 季节变化以及海拔高度的变化; 此外, 驾乘人员
的多少以及其自身行为都会对车内空气质量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2〕。
5 减少车内污染的对策与建议
车内空气污染的成因, 主要有汽车零部件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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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饰材料中所含有害物质的释放、
车外污染物进

环境空气质量对减少车内空气污染有重要作用。

入车内以及汽车自身排放的污染物进入车内环境
等。
因此, 车内空气污染的控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
实现, 即污染源控制、
通风和车内空气净化。
5. 1 污染源控制
消除或减少车内污染源是改善车内空气质量、
提高舒适性的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车内的装
饰材料是造成车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多
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普遍存在于这类材料中。从理

目前, 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汽车内空气质量检
测, 还未制定出任何明确的标准, 处于无法可依的空
白状态。
因此, 本文通过对汽车内环境质量现状以及
车内污染物来源和危害以及影响车内污染物的主要
因素的论述, 提出了以上几点减少车内污染的对策
和建议; 并呼吁与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在汽车内的空
气质量问题上, 应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尽快制订
出相关的法规和标准; 以便减少车内空气污染给人

论上讲, 用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材料取代高污染的材
料, 以此来避免或减少车内空气污染物产生的设计
和维护方案, 是最理想的车内空气污染源控制方法。
5. 2 通风换气
通风换气, 用车外新鲜空气来稀释车内空气污
染物, 使得空气污染物浓度降 低, 改善车内空气质
量, 是最快捷的方法。
另外, 定期清洗车内空调, 保持

们健康带来的危害 。

车内空气新鲜也很重要。
5. 3 空气净化
为了保持车内空气的清洁, 必要时可以采取措
施对车内空气进行净化, 汽车车厢内的空气净化较
常用的是静电式空气净化器。
最近, 光触媒技术被成
功应用于汽车内空气净化处理上, 该技术不仅能破
坏病毒细胞的细胞膜, 使细胞质流失死亡, 凝固病毒

[ 3]

的蛋白质, 抑制病毒的活性, 并捕捉、
杀除空气中的
浮游细菌。
同时, 能对有机物质和有害气体进行氧化
还原反应, 将其转化为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 从而达
到净化环境、净化空气的功效, 解决车内空气的污
染, 不仅效果显著, 而且对人体安全。
5. 4 其他
车内空气污染受车外环境空气的影响很大, 车
外道路上的空气污染物来源主要是行驶的汽车尾气
的排放, 因此控制汽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 改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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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hicle has already becom e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t ranspo rt fo r t he pepol e l iv ing .
Vehicular ex haust pol lut ion of t he at mo sphere has been a cause f or general concern and air po llut ion inside
vehicle has no t aroused much att ention . Via discussio n about t he sources of inside vehicle pollut ant s and
t heir harmness , as w ell as t he f act ors eff ect ing inside vehicle pollutant s, t he paper advanced lo ts of

co unt erm easur es and recom mendations about r educing t he inside vehicle pollutant s in order t o reduce r isks
po sed t o human heal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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