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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已对人类健康产生影

响，且其影响会越来越大，这已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1880—2012

年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监测资料显示，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 0.85℃，近年全球

气候变暖有加速的趋势［1］。由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会对人类
社会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的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于 1988 年正式成立。作为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的权威机构，IPCC 从

1990 年开始，大约每五至六年发表一次评估报告。2013—2014 年发表的第五次
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使得全球气温明显

上升。IPCC 预测本世纪（即 21 世纪）末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四种可能情景，即 ：
采取最强的温室气体控制措施减少其排放［即代表性浓度路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RCP）2.6 情景］，或没有约束的排放（RCP 8.5 情景），另
情景）。与 1986—2005 年相比，根据 RCP 2.6、4.5、6.0 和 8.5 情景，预计到本世

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分别上升 0.3~1.7、1.1~2.6、1.4~3.1 和 2.6~4.8℃［1］。这种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已于 2015 年底通过《巴黎协定》，同意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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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快速的气候变化，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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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不同程度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RCP 4.5 情景和 RC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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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气候变暖不超过 2℃仍不够，应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限制平均气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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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的 2℃［2］。包括中国在内的 185 个国家已在《巴黎协定》上签字，并庄重承
缓气候变化，保障人群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最新研究成果表明，限制全
不超过 1.5℃［3］。这关系到保障人类的健康福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热浪、洪水、干旱和森林大火）导致死亡率、发病率和伤害发生率增加。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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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群健康。直接影响包括频发的气候灾害

▲

球范围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本世纪末平均气温升高不超过工业革命前平均

www.jeom.org/article/en/10.13213/j.cnki.jeom.2020.19486

2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 2020, 37(1)

譬如 2003 年欧洲热浪导致的死亡例数超过 7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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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影响人群健康。气候变化可影响与人群健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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