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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被污染的空气对人体有害，其对
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小

主要研究成果 ：

到活动受限，大到引发哮喘急诊、

需入院治疗的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乃至过早死
亡。许多研究评估过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但很少有人知道谁在为污染所致的医疗服务买
单。如果这种医疗服务所需的大笔资金是由私

恐怖主义与国土安全

人保险公司、雇主或公共项目（如医保）等在
承担，则改善空气质量对他们而言有着重大
利害关系。
为了调查这个问题，约翰 • 罗姆利领衔的
兰德团队估算了因为不遵守美国联邦及州政府
关于颗粒物和臭氧的相关标准导致私人保险公
司及公共保险对于医院收治呼吸道、心血管和

• 2005 至 2007 年期间加州因空气质量达不
到联邦标准导致入院治疗和急诊患者人数高
达 30,000 名。
• 空气污染产生的医疗费用高达 19,300 万美
元。
• 空气污染所致医疗费用主要由公共保险（如
医保和白卡）买单，不过私人保险公司、雇
主和员工最终也要付出代价。
• 加州各地的空气污染医疗卫生成本有所差
异。
有关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分布情况，可登录
http://ZZZ.rand.org/ca-air-pollution 并按邮
编或国会选区进行查看。

哮喘患者的开销，统计区域和时间分别为加州
及 2005 年至 2007 年。加州非常适合做这项
研究，因为该州不符合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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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居民人数多于其他州。此外，加州也按保

方面的医疗服务，并根据各医院的实际开支

险公司或项目类别收集了此类开销买单的详细

模式来估算不同保险公司用于空气污染方面

信息。

的开支。

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严谨的方法。其衡

兰德对于空气污染造成的成本估算有些

量医院在空气污染方面开 销的依据 来源于

保守 ：分析主要侧重于医院收治的特定年龄段

经同行 评议 且加州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

的呼吸道、心血管和哮喘患者，因为这些患者

委员会广泛用于监管的流行病学研究报告，

受害于空气污染的信息非常可靠。门诊患者的

以及基于其制定的污染等级的实际污染模

对比数据目前尚未收集，另外研究也不包括

式。 除此 之外， 分析师还分别根据各医院

颗粒物与臭氧对生活健康造成的其他已知不

实际采用的医疗模式来估算其 在空气污染

利影响，包括慢性和急性支气管炎、心脏病发

本研究集萃总结了兰德健康事业部在下列出版物中汇报的研究工作 ：

www.rand.org

《空气质量对医院开支的影响》，Romley、Hackbarth 和 Goldman，TR-777-WFHF（可点击查阅 http://
www.rand.org/pubs/technical_reports/TR777/），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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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学习因病中断、活动受限及过早死亡。

图1
公共保险在空气污染相关医疗服务的支出最多

空气污染造成了多少名受害者？

120,000

兰德估算，加州 2005 至 2007 年期间因清洁空气达不到

100,000

次，其中约四分之三的患者由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粒径小
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所致，其余则由臭氧含量高
造成。
这些患者主要集中在圣华金河谷以及南海岸空气盆
地，多数入院治疗及急诊患者（约占估算总数的三分之二）
的医疗费用均由公共保险承担。有关加州因为空气污染导
致的入院治疗及急诊患者分布情况，请参见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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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要求而造成入院治疗及急诊患者达 30,000 人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私人保险公司

医保

白卡

rand.org/ca-air-pollution。

空气污染造成的医疗代价有多大？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加州因空气质量不达标导致整
体医疗费用超过 19,300 万美元。直观地说，每年的医疗

例如，就斯坦福大学医院而言，四分之三以上的患
者为白人，只有不到 10% 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私
人保险公司为空气污染所致患者的半数左右买单。而在

费用足以支付加州 85% 的 15 岁以下人群用于注射流感疫

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西班牙语裔占人口的 77％，非裔

苗的费用。

占 20%。四分之一的患者较为贫困，超过半数的空气污

因为大量空气污染引发的健康受害者享有公共保
险，所以公共保险项目承担了这方面大部分成本也就不足
为奇。2005 至 2007 年期间，因清洁空气不达标导致的医

染所致患者主要由白卡买单。
这种医院的社会经济多样性也体现在空气质量改善
对不同地区带来的估算结果中。

保支出预计达 10,400 万美元，白卡（加州为低收入者提

加州达不到联邦空气质量标准给圣艾格尼斯医疗中

供的医疗补助计划）支出 2800 万美元，而私人保险公司

心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参见图 2）。在这里，384 名空

支出 5600 万美元（见图 1)。

气污染所致患者产生的医疗费用高达 300 万美元，而其
中过半数的费用均由医保买单，这与医保在该医院高于平

空气污染在加州各地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影响有何差
异？

均水平的重要性一致的。医保是最大的费用承担者。

为了阐明空气污染给加州各地造成的影响类型及范围，

院和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产生的医疗开销也是一笔不

兰德研究团队分别考察了空气质量改善对以下五家医院

小的数目。对于前者，329 名入院治疗和急诊患者均系空

可能产生的影响 ：位于弗雷斯诺的圣艾格尼斯医疗中心

气污染高于联邦标准所致（参见图 3），大部分患者的医

（在圣华金河谷空气盆地）、位于林伍德的圣弗朗西斯医

疗费用由私人保险公司承担。不过，医保支出的费用仍然

疗中心及位于河滨的河滨社区医院（均位于南海岸空气盆

是最多的，因为年长者需要更长的入院治疗时间，费用也

地）、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avis）

比急诊患者更为昂贵。

医疗中心和位于旧金山地区的斯坦福大学医院。

空气污染在南海岸空气盆地的两家医院（河滨社区医

在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空气污染造成的入院治疗

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同，这些医院在服务人群、空气

和急诊患者人数是 295，过半患者的费用主要由白卡承

污染所致患者数、保险公司及支付数额均存在较大差异。

担。与在河滨社区医院一样，医保支出的费用依旧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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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部分原因是白卡对于入院治疗给付的额度较低。整

加州空气污染的经济和健康代价 ：样例取自三家医院

体而言，因清洁空气达不到联邦要求在圣弗朗西斯医疗
图 2 — 圣艾格尼斯医疗中心

中心产生的医疗费用达 120 万美元（参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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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所致的健康和医疗成本相对较小 ：患者人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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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产生的开销约为 190 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医院，
这一数字就更小 ：只有 30 名入院治疗和急诊患者，远少
于加州的其他地方，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也是最低的。

谁最终为空气污染买单？
研究结果表明，更加清洁的空气可以让医保、白卡等公
共保险项目获益匪浅。减少空气污染也关乎雇主和私人

其他

保险公司的切身利益，因为空气污染相关的医疗成本会推
高员工的健康保险费用，进而增加雇主缴纳的保险费。
图 3 — 滨江社区医院

员工本人其实也在直接承担空气污染的成本，因为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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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气污染随医疗开支等幅增加，保险公司的盈利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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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通常会变相的减少收入。如果健康保险费没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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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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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综上所述，更清洁的空气可以惠及所有人。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simpliﬁed) of“Cost and Health Consequences of Air Pollution in California”(RB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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