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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世界主要环境问题之一，而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对生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

分析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对生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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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mage of biodiversity is one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iological caused certain effe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noise pollution, light pollution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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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 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

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

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

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生态保护

的头等大事[1]。 
环境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三

个方面：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物种多样性的丧失、

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及生态系统复杂性的降低[2,3]。随

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

境污染也在增加，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亦

直接或间接对生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大气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

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

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

或环境污染的现象[4]。大气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对植物的直接危害 

大气污染物，尤其是二氧化硫、氟化物等对植

物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当污染物浓度很高时，会

对植物产生急性危害，使植物叶表面产生伤斑，或

者直接使叶枯萎脱落；当污染物浓度不高时，会对

植物产生慢性危害，使植物叶片褪绿，或者表面上

看不见什么危害症状，但植物的生理机能已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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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造成植物产量下降，品质变坏。 
1.2  对生物的间接影响 

大气污染物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十分显著，据

目前研究资料分析，气候变暖以及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El Nino & southern oscillation，ENSO）等其他

气候事件，对生物灾害的发生，都有明显的相关性，

其中尤以气候变暖 为明显。生态学研究证明，由

范霍夫定律（Vant hoff’s Law）可知，气候变暖，使

有害生物体内生理过程加快，适生期延长，加快了

有害生物发育速率，增强了生殖力，增加了存活率

尤其是越冬基数，直接导致其始见期、迁飞期、种

群高峰期提前，世代数增加，发生程度加重，暴发

周期缩短。气候变暖，还使有害生物发生区域北移

和向高海拔区蔓延，扩大了有害生物适生区域。由

于气候异常，气象灾害增加，导致生态系统健康水

平下降，天敌种群数量下降，有利于有害生物的发

生成灾。气候变暖，还使寄主发生变化，有害生物

也随之调整寄生关系。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还会

导致有害生物种群的基因组成发生变化，并有可能

产生不可逆的进化适应（evolutionary adaptation）[5]。 

2  水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水是大自然给予人类 宝贵的财富和人类发展

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

内的水污染和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前全世界的

淡水资源大约三分之一受到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污

染。而水污染防治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保护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水污染目前仍然比较严重，全国水体中的污

染物远远超过了水体的承载能力，城市饮用水源严

重破坏，国内饮用符合卫生标准的水的人口不足总

人口的一半，特别是水污染已由过去相对单一的工

业和生活污染源变为具有多样性的污染。随着乡镇

企业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造成的水污染将日益严

重，加之农业污染和家畜养殖业的污染造成的水体

污染已相当严重，使得我国水污染防治的任务更加

迫切和艰巨[6]。水体污染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危害。 
2.1  水污染对水生生物的直接危害 

当水体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及营养盐，包括水

域中腐解矿化而产生的无机盐时，会直接或间接得

导致生物缺氧窒息死亡。由于大量悬浮的有机物漂

浮于水面或悬浮水体中，使水体浑浊不清，大大减

弱了光照强度，阻碍了藻类的光合作用，从而破坏

了鱼类产卵场的良好环境。 
2.2  水污染对水生生物的间接危害 

水体的富营养化可以促使细菌和病毒的大量繁

殖，间接危害水生生物的生长和发育。例如，挪威

奥斯罗峡湾由于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流人湾

内，导致水质过肥而引起微生物大量繁殖，使徊游

至湾中产卵的经济鱼类如鲱、鳝及马鱿鱼的孵化率

降低，有的卵膜上长有许多细菌或其它有害的微小

生物，卵仅能发育到某一阶段即停止[7]。 
根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数据，自1972年长

江口外海域首次报道束毛藻赤潮以来，至今已共发

生117起赤潮。其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1次，80年
代发生13次，90年代发生58次，到了2000年至2006
年的六年间共发生45次，赤潮爆发频率加密。赤潮

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

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

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大

量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使长江干流近岸形成了明

显污染带。 

3  土壤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据初步统计，我国至少有1300~1600万hm2耕地

受到农药污染，每年因土壤污染减产粮食1000万t，
因土壤造成的各种农业经济损失合计约200亿[8]。有

关专家指出：“不断恶化的土壤污染形势已经成为影

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将对我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提出严峻挑战[9]。”土壤污染主要包括有

机物污染、重金属污染、放射性元素污染及病原微

生物污染。 
3.1  有机物污染土壤对生物的影响 

土壤长期施用含有硝酸盐和磷酸盐的氮肥和

磷肥，会降低土壤肥力。如施用磷酸钙或铁铝磷酸

盐2125~715t /hm2，可引起土壤中铁、锌等营养元素

的缺乏和磷素被固定，使作物减产。20世纪50年代，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北方一些干旱、半干旱地

区，由于水资源比较紧张，为了充分利用污水的水

肥资源，污水灌溉被大面积地采纳推广，这对促进

当地的农业粮食生产曾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由

于长期的污水灌溉，土壤—作物系统的污染逐渐暴

露出来。例如，用未经处理的炼油厂废水灌溉，结

果水稻严重矮化。初期症状是叶片披散下垂，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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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红；中期症状是抽穗后不能开花受粉，形成空壳，

或者根本不抽穗；正常成熟期后仍在继续无效分蘖。 
3.2  重金属污染土壤对生物的影响 

土壤受铜、镍、钴、锰、锌、砷等元素的污染，

能引起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障碍。而受镉、汞、铅等

元素的污染,一般不引起植物生长发育障碍，但它们

能在植物可食部位蓄积。用含锌污水灌溉农田，会

对农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生长产生较大影响，会导致

一些植物器官的外部形态变化如花色改变、叶形改

变，或植株发生个体变态，变得矮小或硕大。当土

壤中含砷量较高时，植物的 初症状是叶片卷曲枯

萎，进一步是根系发育受阻， 后是植物根、茎、

叶全部枯死。土壤中存在过量的铜，也能严重地抑

制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当小麦和大豆遭受镉的毒害

时其生长均受到严重影响。 
3.3  放射性污染土壤对生物的影响 

放射性物质进入土壤后能在土壤中积累，核电

站放射性废物正常排泄和异常事故、核原料的开采

和加工、含放射性核素化肥农用、含放射性核素煤

燃烧等人为的因素均会导致大片的土地遭受放射性

核素的污染。土壤放射性污染中 危险的放射性物

质是137Cs和90Sr，其化学性质与生命必需元素Ca
和K相似，进入生物体内后，在一定部位积累，引

起三致（致畸、致癌、致突变）变化。大剂量瞬间

引起的急性放射性辐射伤害，可使生物或人在短时

间内死亡。长期低剂量辐射的生态效应包括：引起

物种异常变异，从而对生态系统演替产生影响[10]；

使农产品放射性核素比活度上升，危及食品安全和

人体健康；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生存与种群结构，继

而影响到土壤肥效和土壤对有毒物质的分解净化能

力[11]；土壤中放射性核素也会参与水、气循环, 进
一步污染水体和大气。 
3.4  病原微生物污染土壤对生物的影响 

一些在土壤中长期存活的植物病原体能严重

地危害植物，造成农业减产。例如，某些植物致病

细菌污染土壤后能引起番茄、茄子、辣椒、马铃薯、

烟草等百余种茄科植物的青枯病，能引起果树的细

菌性溃疡和根癌病。某些致病真菌污染土壤后能引

起大白菜、油菜、萝卜、甘蓝、荠菜等100多种蔬菜

的根肿病，引起茄子、棉花、黄瓜、西瓜等多种植

物的枯萎病，以及小麦、大麦、燕麦、高梁、玉米、

谷子的黑穗病等。此外，甘薯茎线虫、黄麻、花生、

烟草根结线虫、大豆胞束线虫、马铃薯线虫等都能

经土壤侵入植物根部引起线虫病。 

4  噪声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

噪声污染日益严重。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

的各个领域，且能够直接感觉到干扰，所以噪声往

往是受到抱怨和控告 多的环境污染，是引发环境

信访案件 多的因素[12]。目前，噪声污染已成为世

界公认的四大环境公害之一。 
噪声对动物的危害主要有：影响听力、影响团

结、影响下一代生殖。据《大河报》报道：“在许昌

市魏都兴农食用菌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1999
年1月到7月，许昌市健康路东段工程施工时，由于

施工的大型机械噪音太大，导致在路边的食用菌场

里的老鳖死亡2万多只，经济损失160 多万元。同年

夏天，他们邀请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和许昌市渔政监

督管理站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对老鳖的死因进行了

鉴定。技术人员们认为，该食用菌场养殖的中华鳖，

习性喜静怕惊，修路的噪音使老鳖长时间处于强应

激状态，是导致老鳖大批死亡的主要因素[13]。 

5  光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近百年来，人类利用科技来延长白天，缩短夜

晚让世界变得更明亮。但是过多或者说是过度的光

照射同样也会造成伤害。光在植物生长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时间、大量的夜间人工光照射，

就会导致植物休眠受到干扰引起落叶形态的失常和

花芽过早形成等。光污染会影响动物对方向的辨认，

会吸引动物并对其行为产生误导，从而会影响它们

觅食、繁殖、迁徙和信息交流等行为习性[14]。 

6  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环境污染的状况、影响因素，

及其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改善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 

⑴ 对能源的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对能源消耗

的规模进行控制。在能源方面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既

节能，又无污染的能源，如核能、水电等，代替一

些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样能够减少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的排放，从而减少酸雨对土壤

和建筑物等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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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加强森林植被的保护。森林能够起到很好的

环境保护的作用，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起到防风沙、净化空气、防止污染，可以说是

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之一。 

⑶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我国环境出现这种状

况和肆意的挥霍、浪费资源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也是势在必行的。 

7  结语 

人类的文明无不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创

造出来的。在所有的自然资源 
中，极为丰富而多样性的生物资源乃是自然界历经

数十一年进化的特殊恩赐。但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现

状来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人类面临的重要生存

课题。所以应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为生物提供

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为我们共同生存的环境做出

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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