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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空气污染的
看法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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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纲要

• 雾霾的危害

• 公众如何看待雾霾

•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心理

•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困局：如何促进公众行为的改变

2018-11-19 2



1. 雾霾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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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雾霾中所包含的 PM2.5，PM5 等物质，能进一步通过
血液循环系统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严重 影响并危害人体健康
，轻则引起过敏、哮喘，重则引起肺炎、肺阻塞和心血管疾病
乃至死亡。长期生活在雾霾环境下，还会对人的远期健康造成
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影响人的免疫力，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 
增加患各种癌症的概率 (周涛 & 汝小龙, 2012; Dockery & 
Pope, 1994; Gurgueira, Lawrence, Coull, Murthy, &
Gonzalez-Flecha, 2002)。

• Air pollution is now the world’s fourth-leading fatal health 
risk, causing one in ten deaths in 2013.

• Studies show that air pollution causes breathing difficulties, 
damages the lungs, and strains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Breathing Beijing’s air is equivalent to smoking almost 40 
cigarettes a day (“Mapping the Invisible Scourge,” 2015)



• 智商;
• 神经行为发育;
• 运动和认知发展;
• 未来的行为问题

• 认知的流畅性，记忆
和执行功能;

• 顶叶和颞叶功能受损;
• 精神运动，运动和感

觉功能;
• 在测量工作记忆和注

意力不集中等认知测
试中增长较慢

• 损伤记忆广度

• 编码能力;
• 注意;
• 短期记忆

• 口头学习;
• 逻辑记忆;
• 执行功能;
• 推理;

1. 雾霾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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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 
disorder

阿尔茨海默氏病

情绪失调
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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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扰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全球性而非紊乱的特定指标，其包括抑郁，焦虑和其他情绪障碍。受污染地区

的居民由于环境条件而比非污染地区的居民感到更加痛苦（Bullinger，1990）。PM 2.5与心理困扰增加显着相

关。 即使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学和与健康相关的协变量之后，这种关联仍然存在。



1. 雾霾的危害理 

• 情绪
– 与对照组相比，受污染地区的居民报告更多的烦恼，紧张和焦虑; 并降低愉悦感;

– 调查研究显示，空气质量与疲劳，情绪低落和紧张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Lercher等，1995）;

– 多个时间序列分析显示SO2对情绪和压力既具有同步影响，又存在1至4天延迟影响。

• 生活满意度
– 客观的空气质量对生活满意度有间接影响，但没有直接影响（Liao 等，2014）。

– Ferreira等人（2013年）发现空气污染与个人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 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影响对健康状况本来就不佳的个人更大。

• 主观幸福感
– Ryan和Deci（2001）明确区分了享乐福利（HWB）和实现幸福感（EWB）。 HWB强调追求快乐和满足欲望

（Diener＆Ryan，2009; Kahneman，Diener，＆Schwarz，1999），而EWB则专注于潜在的意义和实现（Ryan

＆Deci， 2001; Waterman，1993）。

– Gu 等人（2015）从北京招募了50名本科生，并应用了10天的经验抽样方法。 结果显示，实时客观空气污染

指数与即时主观幸福感（SWB）呈负相关，但与实现幸福感（EWB）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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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

• 经验取样法

2018-11-19 7

Recruitment  via 
Wechat

Entry survey

Daily survey
3 times a day for 

weekdays

Daily survey
Once a day for 

weekends



2. 公众如何看待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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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观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心理测量学范式
    Psychometric paradigm

可怕性：中-高度的困扰;
     增加心理沮丧;
     增加消极情绪

不可控性：无力感;
                 不可控感;
                 宿命论的情绪  

可观察性：受视觉线索和味道影响;
                 直接的健康影响

延迟性：不仅会有立即效果
              还会有延迟效果



age gender

place identitieslevels of satisfaction

healthincome

2. 公众如何看待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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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影响
公众的知觉



2. 公众如何看待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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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年龄
• 教育程度
• 月收入
• 社会地位
• 有几个孩子

您愿意拿出月收入的百分之多少（购买商品或服务等）来保护自己免

受空气污染的威胁
15.14%

如果政府打算启动一个减轻空气污染的项目，您愿意拿出月收入的百

分之多少来支持该项目
10.31%



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自我保护行为

– 2007 年在美国新泽西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高污染时期，他们会关紧

窗户待 在屋里(Johnson 2012)，以避免风险。

– Wen et al. (2009) 的研究显示，空气污染PM2.5指数会促进人们从事

休闲体育锻炼活动。

– Evans 和 Jacobs (1981)对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进行的一些研究汇

总后发现，即使在重度污染日，人们的户外娱乐行为并没有显著的

减少。

– Xu 等人(2015)在北京进行的访谈发现，虽然人们对雾霾风险在态度

上表示担心，但是仅有一小部分受访者会戴口罩或减少户外活动。

即使人们知道存在空气污染及其带来的健康方面的影响，人们的防

护行为仍很不充分。 11



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环境保护行为

– 人们观察到的空气质量与人们愿意为改善空气质量所付出的金

钱有着积极的正性关系(Yu et al., 2015)。

– Henry 和 Gordon (2003)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听到空气污染警告

后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开车行为，这些人的雇主鼓励他们采用

替代性的交通方式、替代性的工作安排以及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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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环境保护行为

– Li 等人(2015)收集了城市水平的机动车销售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AQI），

其结果发现总的来说空气污染的水平与节能车的销售不相关，但是这一关系

是个U型曲线，空气质量较高和较低的时候，人们的购买动力都不足。

– Skov 等人(1991)的研究发现，即使人们知道汽车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主要

来源，并且会担心因暴露在空气污染中所导致的健康问题，但是在收到每天

的空气质量提醒后，人们也并不愿意减少开车。

– 在Xu 等人(2015)在北京进行的针对雾霾风险开展的质性研究中，其受访者

中没有一人愿意为了减轻空气污染而减少开车，其主要原因包括减少用车所

带来的不方便与不舒适，低自我效能感，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等。这些结果

表明增加人们的环保行为似乎是个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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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我们的研究：自我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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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外出休闲娱乐活动

增加了健康食品的摄入

使用了口罩

使用了空气净化器

尽量待在室内

避免开窗

考虑搬家

不参加户外体育锻炼

搜索了有关在空气污染中

进行自我保护的信息



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我们的研究：环境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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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股票购买行为

– Li和Peng（2016）将2005年至2014年的每日空气污染数据与

两个股票市场指数相关联：上证综合指数（SHI）和深证指

数（SZI）。结果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空气污染水平与

股票收益之间存在同期负面和两天的滞后正相关关系。这种

关系是由空气污染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所调节的。

– 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认知偏差增加（Meyer＆Pagel，2017）

。 例如，空气污染显着增加了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 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中发现的一种异常现象。 它涉及投资者

出售价格上涨的股票的趋势，同时保持价值下跌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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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人际交往行为
– 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下，相似的陌生人会彼此喜爱，这表明空气污染我们对另一个可能遇到同样不愉

快情况的人有吸引力。

• 暴力行为
– Rotton和Frey（1985）获得了2年的档案数据，发现当臭氧水平高于低水平时，记录到更多的家庭骚

乱。 结论是，大气条件和暴力事件不仅相关，而且似乎以因果方式联系在一起。

– Herrnstadt等。 （2016）提供了环境污染的短期变化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第一个证据他们

发现空气污染增加了芝加哥（2.2％）和洛杉矶都市区（6.1）的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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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暴力行为
– 该档案研究分析了一个由9,360个美国城市组

成的9年小组，调查空气污染对七种犯罪类别

的影响：谋杀和非犯罪过失杀人，强奸，抢

劫，严重袭击，入室盗窃，窃窃盗窃和机动

车盗窃。

– 空气污染积极预测了每种犯罪类别的事件（

Lu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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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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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hr等人（2017年）采用日记方法收集了位于

中国城市的155名员工两周内的数据

• 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评估耗尽了员

工的自我控制资源。 

• 这种消耗反过来调节了空气污染评估对员工行

为的影响，导致组织公民行为减少和适得其反

的工作行为增加。

• 空气污染评估的效果受到员工特质自我控制的

调节，即使在控制了员工每天的负面影响和空

气污染的客观水平之后也要保持。

• 工作场所的行为



4. 雾霾如何影响公众行为 

• 工作场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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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困局：如何促进公众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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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如何促进公众行为的改变

• 干预措施

– Araban 等人(2017) 为暴露在空气污染环境中的孕妇

提供了一项教育课程、一本关于如何防护自己的小

册子，以及每天的短信提醒。结果显示这些措施会

增加孕妇的自我保护行为。

– Oltra et al. (2017)比较了12个连续7天拿空气质量检测

设备的人和16个没有任何设备但是能获得文本报告

的人，其结果发现拿空气质量检测器的这组人更有

动机去搜索有关空气污染的信息，但是却并没有比

另一组人更多投入自我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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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 et al. (2016)的研究发现不同的

表述也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意向：

关注减少空气污染的积极层面要比

关注空气污染负面结果的信息更能

附近人们采取自我保护行为。



5. 困局：如何促进公众行为的改变

• Prompts and information提示和信息

• Feedback反馈

• Commitment承诺

• Incentives激励

• Environmental alterations 环境变化

• Social modeling (Bandura’s learning theory)社会

建模（班杜拉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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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works, including 81 treatments
• Prompts and information (27 

treatments)
• Feedback (14 treatments)
• Commitment (11 treatments)
• Incentives (11 treatments)
• Environmental alterations (4 

treatments)
• Social modeling (6 treatments)
• Combination of strategies (8 

treatments)



以小拨大

基本原则

强调非强制性

着力于缔造决策环境

助推(nudge)

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

助力(boosts)

Bhargava, et al., 2015; Grüne-Yanoff & Hertwig, 2015；Johnson, et al., 2012

发挥作用的领域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健康、财富和幸福（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独到之处
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无需借助经济杠杆，

而是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使人们
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

既非“放任”也非“强制”
既非“胡萝卜”也非“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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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

来帮助非洲的贫穷孩子。只要六元美金(大约38人民币)就可买一个蚊帐

在校园咖啡厅进行的真实场景研究中也观察到类似的效应。当在自助收款盒前放置一张眼睛

图片时，人们向其中投放的金额是放置无关图片时的三倍（Bateson, Nettle, & Roberts, 2006）。



zhengrui@psych.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