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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的地理影响因素

l 环境（质量）及变化
Ø 原生环境改良
Ø 环境污染
Ø 生态破坏
Ø 全球环境变化（气候变化、土

地利用、臭氧层破坏、酸雨、
生物多样性降低）

l 社会经济和发展
Ø 经济和社会
Ø 城镇化
Ø 工业化
Ø 全球化
l 人口及变化
Ø 增长
Ø 迁移
Ø 老龄化
Ø 生活方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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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学地理（MEDICAL GEOGRAPHY)

在学科分类上，医学地理学是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理
学的边缘学科；在地理学内部，它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
理学的交叉学科。

医学地理学两大分支
Ø生态医学地理：研究疾病的空间生态学和人们
健康状况的地理学特点（Ecological Medical 
Geography）

Ø保健（健康）地理：研究医疗在地理上的组织
（Health Care Geography）



3. 从医学地理到健康地理转型
(1) 健康定义的重新诠释
l（WHO）1990年：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
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

ü健康被看作是基本人权

ü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公平在对健康的重要性

(2)全球疾病转型

ü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ü发展中国家的死亡和疾病负担发生了重大转变

90年代传染性疾病和新生儿的问题造成巨大负担，到2010年非传

染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及新生儿问题各占45%



(3) 从环境卫生到环境健康

ü 环境污染的疾病负担超过环

境病原体

ü 大气污染超过室内空气污染

GBD (2015):
环境污染相关疾病导致900万过早死
亡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污染所致疾病
负担71%

WHO (2016):

2012年全球1260万死亡（23%）与环
境相关

820万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65%）

3. 从医学地理到健康地理转型



（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Ø 生活环境：住房、交通、教育、食品、环境…

Ø 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核心理念：公平（发展和收入差距、社会包容和排斥性 ）

WHO(2007): 社会决定因素是造成健康不良以及国家内部和国与国健
康不公平现象的最重大因素

（5）个人生活方式、行为和个体健康需求的多样化

l ……

3. 从医学地理到健康地理转型



3.良好健康与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
福祉

（6）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健康战略和环境健康对策

SDG1.优先考虑贫困人
群的健康需求
SDG2.明确所有营养不
良形成原因和结果
SDG4.支持所有人的高
质量教育以促进健康和
健康公平
SDG5.反对性别不公平，
包括对妇女的暴力
SDG6.通过为所有人提
供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
来预防疾病
SDG7.为健康家庭生活
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
SDG8.促进健康的雇佣
以驱动兼容性的经济发
展
SDG9.促进国家研究与
发展能力，生产经济实
惠的基础医药产品
SDG10.基于更强大的
基层医疗，通过全民医
疗覆盖来确保平等地获
取卫生服务

SDG17. 动员伙伴来
监测并完成相关的可
持续发展目目标
SDG16. 授权当地强
大机头来发展、执行、
监测和负责国家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行动
SDG15.通过健康的自
然环境来促进健康和
预防疾病
SDG14.支持鱼群恢复
以促进安全且多样化
的健康饮食
SDG13.保护健康不受
气候风险影响，通过
低碳发展促进健康
SDG12.促进药品的负
责人消费以抵抗抗生
素耐药性
SDG11. 通过以更清
洁的空气、更安全更
积极的生活为导向的
城市规划来塑造更健
康的城市



环境健康战略
   只有通过多领域和部门的联合行动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3.9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
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
导致的死亡人数和患病人数

目标1：消除各地贫困

目标2：改善营养
和可持续农业

目标6：对所有人
而言的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目标7：对所有人
而言经济且可持
续的能源

目标8：对所有人
而言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雇佣和
体面的工作

目标9：有弹性的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的工
业化

目标10：减少国家间
和国家内的不平等

目标11：确保城市和居
民区的包容性、安全性、
有弹性、可持续性

目标13：采取紧
急行动抵抗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12：确保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

目标14：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的
可持续资源利用



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连接环境与健康

一个加速促进健康和福祉的机会



（7）GIS技术和地理学的加速复兴

Ø收集、存储和组织空间与非空间数据

Ø制图, 揭示健康事件的空间分布模式

Ø建立空间分析模型,模拟疾病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机理和时空变
化特性

Ø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索健康事件与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等因子
的关系

Ø寻求疾病病因的空间关联

Ø卫生服务可达性及其空间配置规划

（8）新文化地理

Ø 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

Ø 多空间尺度“居住地（place）”及效应

l 全球；区域；城市；居住地；建成区…

l 社区和邻里（neighborhood)

3. 从医学地理到健康地理转型



• 健康地理学(Geography of Health)：环境（自然和社会
环境）对人们疾病和健康状况（生理、心理）的影响以及
与之相关的医疗与康体保健场所的空间建构
ü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健康的交叉影响

ü人类自身发展对健康的影响

ü保健服务的空间关系及人们的保健行为对健康的影响

ü邻里环境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ü对卫生与健康公平的持续关注，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医
疗服务使用与健康问题

• 疾病防治和保健服务从分离到交叉融合

4. （新）健康地理



不同国家，健康地

理的研究内容有较

大的差异

——欧美

——非洲/东南亚

——中国

面临的问题不同

需求不同

4. （新）健康地理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SCI/SSCI-indexed 
article keywords on “Medical and Health 
Geography”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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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健康的地理环境压缩式变化

l  环境(质量）变化
l 1970-80s：原生环境问题
l 1990s：区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l 2000s -: 全局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对全球环境变化
l 2010-：生态文明建设

l 社会和发展变化
l 1970-80s：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居住地和室内生活环境
l 1990s：医疗体制、城乡差异、生产和室内生活环境
l 2000s- : 城镇化、全球化
l 2010-：乡村振兴、一带一路

l 人口变化
l 1970-80s：人口增长
l 1990s：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流动
l 2000s- : 迅速老龄化和生活方式变化
l 2010-：新生育制度



2. 地理环境与健康研究历史回顾：疾病控制的“同盟军”
（1960S-)

l 地方病
l 克山病和大骨节病
l 碘缺乏病
l 氟中毒
l 砷中毒

l 自然疫源性疾病
l 鼠疫
l 疟疾
l 血吸虫

l 地方性癌症高发
l 食道癌
l 鼻咽癌
l 肝癌
l ……

时-空分布、水土病因、地理干预、健康-环境-发展的平衡和调控



3.地理环境与健康研究历史回顾： ：环境健康研究的“拓荒者”
（1980S-)

l 1970-：原生环境的健康问题
l 1980s-：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健康问题

l 研究内容
l 环境卫生

l 饮水卫生
l 土壤卫生

l 环境健康
l 区域大气和室内空气污染
l 职业暴露
l 饮水/土壤质量



4.  2000年来地理环境与健康研究现状

l  环境健康风险研究
l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l 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健康风险
l 全球环境变化对中国人口健康的影响

2000—2014年“医学与健康地理”NSFC资助项目研究主题时序变化



地方性砷中毒: 25年回顾
1968年，回顾性流行病调查证实，台湾地区乌脚病
是饮水高砷引起，长期接触砷引起皮肤癌、膀胱癌
和肺癌等
1980年代IARC将砷和砷化合物列为人类A类致癌
物，并称饮用水中的砷也是人类致癌因素
1980年，首次在新疆发现饮水高砷暴露所致慢性砷
中毒临床病人，此后在内蒙和山西等地陆续发现高
砷饮水所致慢性砷中毒
1985年确认贵州慢性砷中毒为高砷燃煤所致
1992年，卫生部认定地方性砷中毒为地方病



色沉
和脱
色 
Arsenis
m
Dyspigm
entation

砷中毒是全身性疾病, 具有特异的临床
皮肤损伤特征

角化比例最高，色脱次之，色沉最低，

从角化到色沉加重

单体征（角化）-双体征（角化+色脱）-

三体征加重

Ø砷中毒临床特征

掌指角化（karotasis ）

1992-1999，典型区 地方性砷中毒调查

地方性砷中毒诊断和病区判断标准



随水砷浓度的增加，皮肤损伤患病率也增加，临床皮肤病变加重

Ø内外暴露与病情的关系（剂量-效应）



Ø随病情的加重，体内砷负荷增加

皮肤改变 例数（％） 发砷含量(μg/g)

  角化1°  19 1.966±0.969

  角化1°+脱色1°  65 2.149±1.465

角化1°+脱色1°+色沉1°  59 2.258±1.476

角化1°+脱色1°+色沉2°   12 3.237±2.320

角化1°+脱色2°+色沉2°  12 3.241±1.945

角化2°+脱色1°+色沉1°  16 2.605±1.461

角化2°+脱色2°+色沉2°  11 4.235±2.258

角化3°+脱色3°+色沉3°  11 4.462±2.681



24

Ø随年龄增长和暴露时间的增长，皮肤损伤的患病率增高



2000-2004
地方性砷中毒的地理流行规律
研究

Rodríguez-Lado et al., 2013

砷的环境标准制定

饮水砷中毒病区改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燃煤病区改炉改灶和封闭高砷煤窑



环境中砷的行为

饮用水砷含量的季节变化（微克/升）

Ø饮水砷中毒总砷含量（冬季最高、夏季最低）和各形态砷含量均
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性

季节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研究区     

春季 134.42 25.80 88.21 193.73

冬季 152.52 31.19 89.83 231.15

夏季 95.15 13.83 56.40 118.54

平均值 129.92 34.92 56.40 231.15 

对照区 4.92 3.40 1.68 11.99



Ø燃煤砷中毒病区煤的来源房屋结构等对环境砷和砷中毒有较
大的影响

房屋结构 烤火间空气砷含量（ug/m3） 卧室空气砷含量（ug/m3）

砖瓦房和楼房 4.49±1.87 0.04±0.02 

土房 3.72±2.48 1.90±0.70 

不同结构房屋的烤火间和卧室的空气砷含量 



Ø典型病区砷的环境暴露研究
Ø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居民对砷的暴露剂量有超过90%来源于饮水，

9.67%来源于膳食，而土壤对砷暴露剂量的贡献率仅为0.13%



Ø燃煤型地方性砷中毒环境暴露

采暖期 非采暖期



2004-至今

病区和病例追踪

饮水和燃煤砷中毒暴露对比

Ø防控效果评估和提质增效
Ø不同暴露途径砷的暴露健康效应

  2004   2017
Female Male Total  Female Male Total 

Hyperkeratosis
1° 24.00 24.00 24.00  46.00 50.00 47.33
2° 9.00 14.00 10.67  18.00 12.00 16.00
3° 1.00 4.00 2.00  1.00 2.00 1.33
Total  34.00 42.00 36.67  65.00 64.00 64.67
Pigmentation
1° 1.00 4.00 2.00  2.00 6.00 3.33
2° - - -  1.00 2.00 1.33
3° - 6.00 2.00  3.00 - 3.00
Total 1.00 10.00 4.00  6.00 8.00 6.67
Depigmentation
1° 7.00 26.00 13.33  3.00 20.00 8.67
2° 2.00 - 1.33  - 2.00 1.33
3° - 8.00 2.67  4.00 2.00 3.33
Total 9.00 34.00 17.33  7.00 24.00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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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中国2030目标

主要建设指标 2030 2015

人均期望寿命（岁） 79 76.34

婴儿死亡率（‰） 5.0 8.1（-38%）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6.0 10.7（-44%）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12 20.1（-40%）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19.1 （-30%）

l  降低

l 婴幼儿死亡率；

l 孕产妇死亡率；

l 重大慢病过早死亡率



2. 人口
l  总量持续增长

u 健康服务供给压力巨大（门诊、急诊、住院）

l 老龄化趋势加剧（总量大；抚养比高；农村和贫困人口多(2017：60+：
2.4亿，17.3%））
u疾病转型与老龄化

u养老服务设施

u 健康、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

u 放开二胎或鼓励生育
u 孕妇高龄化

u儿童

u低出生率和结婚率（出生率12.43‰、结婚率7.6%）
u大规模迁移和流动；出生；生活方式；脆弱人群

u “栖息地”环境

u 留守老人和儿童

u 回不去的故乡



3. 发展和人文环境
u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u健康保障的二元结构
u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比例均在42%以上）
u营养不良和肥胖
u公平（社会公平、环境公平和健康
公平）

u城镇化和半城镇化
u健康城市
u城市健康（医疗、环境、卫生）
u资源的延申和城乡共享

u全球化、贸易、交通和旅游
ü 新型病原体、污染物和化学品的

跨界传播和扩散
ü 产业和环境健康风险的协同转移

u生活方式变化
u个性化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主要健
康指标

上海
（2010）

云南 全国

人均期
望寿命
（岁）

83.37
（80.26）

71.5
（69.54）

76.7

婴儿死
亡率
（‰）

3.71 <8.0
(2017
目标）

6.8

孕产妇
死亡率
（1/10
万）

3.01 <22.5
（2017
目标）

19.6



4. 自然环境

     降低慢病过早死亡率，减低环境污染的健康危害。

l 环境变化

ü 环境质量没有根本好转

ü 人口健康的环境响应的滞后性、长期性

ü 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环境污染的交互作用

ü 环境健康问题因生态环境变化更加复杂

ü 新型污染物



5. 地理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方向

l  《健康中国》：从社会、行业及个人三个层面，多层次的有
效控制影响健康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危险因素

ü 环境健康风险，特别是多因素、多暴露途径的综合危害

ü 重视老年脆弱人群的环境健康问题

ü 重视生殖健康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ü 环境健康服务、资源和公平（服务公平、环境公平等）

ü 可持续健康（健康-环境-发展的平衡与调控）

ü ……



l 健康是地理环境自然和人文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l 健康人类发展追求的最高目标（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l 通过持续发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健康问题

l 环境健康需求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十分突出

（供给侧科技创新）

l 广阔的国土空间是地理环境与健康研究的主战场（走出实验室）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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