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介绍

一、负离子的概念
离子

原子失去或获得电子后所形成的带电粒子叫离子,例如钠离子 Na+。带电的原子团

亦称“离子”,如硫酸根离子。某些分子在特殊情况下，亦可形成离子。
负离子 带一个或多个负电荷的离子称为“负离子”，亦称“阴离子”
。
空气负离子 空气、阳光、食物和水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我们都知道，目前城
市的大气污染较严重，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们越走越远。当我们来到野外、森林、海边，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精神也抖擞起来，这一切归功于空气负离子的存在。
什么是“空气负离子”呢？众所周知，空气是由多种气体组成的一种混合物，其中主要
成分是氮、氧、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等。在正常状态下，气体分子及原子内的正负电荷相等，
呈现中性，但在宇宙射线、太阳光线、电磁波、岩石和土壤产生的射线、海浪、瀑布以及各
种气象活动等所产生的能量的作用下，气体分子中某些原子的外层电子会离开轨道，成为自
由电子，呈负电极性，而失去一些电子的原子呈正电极性，这个过程称为“空气的电离”。
那部分被分离出来的自由电子又会与空气中其他中性分子结合，使得到多余电子的气体分子
呈负电极性，称为“空气负离子”（这个过程称之为空气的离子化）。
研究发现，空气中正离子多为矿物离子、氮离子等，负离子主要有羟负离子（水合羟基
负离子）[H302 (H2O)n]、氢氧根负离子[OH (H2O)n]、负氧离子[O2 (H2O)n]。空气是由无数分子、
原子组成的。当空气中的分子或原子失去或获得电子后，便形成带电的粒子，称为离子；带
正电荷的叫正离子，带负电荷的叫负离子。空气中的正、负离子，按其迁移率的大小，可分
为大、中、小离子。对人有益的是小离子，也称为轻离子，其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在空气中
的离子迁移率大于 0.14cm2/(V．s)，是具有相当于一个电子电荷的带电微粒，只有小离子或
称之为小离子团才能进入生物体。则有 良好的 生物活 性，能有 效透过 人体的 血脑屏 障产
生生 物效应 。
在自然界中这些离子（正、负）的自然浓度介于每秒每立方厘米几百个至几千个之间，
一般为 700～4000 个，它主要取决于地球表面的自然情况、高度及测量的地点和条件。负离
子在不同的环境下“寿命”不等，在洁净空气中的寿命有几分钟，在灰尘多的地方仅几秒钟。
自然界在不断地形成和产生新的负离子，但空气中负离子的浓度不会无限增多，因为离子在
产生的同时伴随着离子消失的过程。主要是因为：①异性电荷相吸，正负离子静电作用相互
吸引而中和；②与空气中的尘粒、烟雾、粉尘的表面附着在一起形成重离子而沉降；③负离
子被各种换气系统排出；④离子被抑制，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经常维持在一定水平，浓度饱
和到一定程度其产生会被抑制。因此空气中正、负离子的浓度不断变化，保持某一动态平衡。
人体只有取得正负离子平衡，才能保持健康。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负、正离子比例是 3:l
或 4:1。负离子对人的健康、寿命及生态的重大影响，已为国内外医学界专家通过临床实践
所验证。当代科学揭开了奥秘，生物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微电池，细胞膜内外有 50～
90mV 的电位差，如果“细胞电池”得不到充分的电荷补充，机体的电过程就难于继续维持，
因而影响到机体的正常活动，产生老化和早衰。
空气负离子是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一种物质。当人们通过呼吸将负离子空气送进肺
泡时，能刺激神经系统产生良好效应，经血液循环把所带电荷送到全身组织细胞中。能改善
心肌功能，增强心肌营养和细胞代谢，减轻疲劳，使人精力充沛，提高免疫能力，促进健康

长寿。负离子还能活化脑内荷尔蒙β-内啡肽，具有安定自律神经，控制交感神经，防止神
经衰弱，改善睡眠效果，及提高免疫力。
在野外、山村、森林、海滨、瀑布或雷雨过后，一定会感到神清气爽、心胸开阔，这
不仅是由于野外污染少，更重要的是因为空气中含有大量的负离子。空气中所含有的负离子
的多少是衡量空气清新的标志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空气中的负离子在 1000～1500
3

个/cm ，被认为是清新的空气。
自然界空气负离子产生主要三大机制：
1、大气受紫外线，宇宙射线，放射物质，雷雨，风暴，土壤和空气放射线等因素的影
响发生电离而被释放出的电子经过地球吸收后再释放出来很快又和空气中的中性分子结合，
而成为负离子，或称为阴离子。
2、瀑布冲击，细浪推卷，暴雨跌失等自然过程中水在重力作用下，高速流动，水分子
裂解而产生负离子。
3、森林的树木，叶枝尖端放电及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光电效应，使空气电离而产
生的负离子。
负氧离子 负离子是空气中一种带负电荷的气体离子，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氧、二氧化
碳和水蒸气。由于空气中各种气体元素的电子亲和力即“俘获”电子的能力强弱不同，它们
俘获电离的自由电子难易程度也就不同。氮的电子亲和力大大低于氧和二氧化碳，而氧是在
低层大气中含量最丰富的元素，约占 20%，二氧化碳仅占 0.03%，氧含量是二氧化碳含量的
-

700 倍，因此空气电离产生的自由电子大部分被氧分子获取，形成负氧离子[02 (H20)n]，其
过程可表示为：
-

O2 + e → 02

-

(1-1)
02- + nH2O → 02-(H2O)n
(1-2)
e-为自由电子。空气中的氧分子在阳光紫外线、闪电等外界因素作用下，便会生成负氧
离子。而且，海上的浪花、花园中的喷泉、繁茂的森林，甚至家中淋浴室的莲蓬头等亦能促
进氧的电离而产生负氧离子。在大自然中由于宇宙射线、辐射、紫外线以及瀑布河流的水流
喷射和雨天的雷电作用，会电离出正离子与负离子，由于二氧化碳负离子在空气负离子中的
比例极低，所以，空气离子一般都是指负氧离子。
负氧离子与我们所知道的臭氧有什么区别呢?臭氧又名重氧、超氧或强氧，国内现在很
多人叫它活性氧。它是从英文 ozone 翻译而来的，其化学符号为 O3，原子结构中含有一个极
其活泼的氧原子，因而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在气体中，臭氧的氧化能力仅次于氟，杀菌力为
氯的 600 倍以上。臭氧具有淡淡的草鲜味，在常温下会逐渐分解为氧气（02），其性质比氧
气活泼，密度为一般空气的 1.7 倍。臭氧是由空气中的氧经放电作用所产生的，通常以稀薄
之状混合于空气中，能在短时间内将空气中的浮游细菌和有害微生物杀死，并能中和、分解
有毒气体，清除一切恶臭。可以广泛用于医疗、食品行业及日常生活的灭菌消毒。
健康的细胞膜要带有负电，人体经由皮肤、黏膜、肺吸收负氧离子，就会恢复细胞膜
的电位，使细胞膜回复原来的活力。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多少，受地理条件、土壤类型、太阳
辐射、空气湿度、风向风速、植被、水流等综合影响。据测定，喧哗城市里的负氧离子每立
方厘米仅有 100～200 个，城市室内更少，仅有 40～50 个。工矿区内，由于空气污染严重，

每立方厘米仅存 10 个左右。而在惊涛的海岸、山泉、瀑布地带，尤其是茂密的森林中，空
气中负氧离于每立方厘米可达 10 万个以上，其规律性为：夏季多于冬季，晴天多于阴天，
上午多于下午，室外多于室内，绿化带周围的负氧离子浓度较高，海滨、高山、森林、瀑布、
喷泉周围的负氧离子浓度最高。
负氧离子对人的健康长寿和环境生态有着重大的影响。世界长寿地区的百岁老人非常
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空气中充满负氧离子而显得格外清新，滋润着心肺和血液细胞，
负离子不但能中和正离子、抑制正离子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而且对人类的健康还具有惊人的
积极作用。 使人们可以极大的提高应付疾病的自愈力，从而极大的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因此，负氧离子在医学界享有“空气维生素”
“长寿素”
“ 空气维他命”
“环境警察”等美称……

二、 负氧离子对人类的作用
（本节摘选自《环境健康与负氧离子》
，作者介绍：林金明，现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负主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 年福州大学毕业，1992 年在日本昭
和大学药学部从事访问研究。1994 年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 94 年东京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7 年 3 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1992 年获得中国化学会优秀青年化学奖，
2000 年获得日本分析化学会流动注射分析进步奖，2001 年获日本分析化学会关东支部新世
纪奖。2000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2001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2 年 3
月底回国工作。详情：
http://chem.tsinghua.edu.cn/info/szdw_info.php?sessid=&infoid=147）
空气负氧离子是一种带负电荷的空气微粒，它像食物中的维生素一样，对人的生命活动
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有人称其为“空气维生素”
，有的甚至认为空气负氧离子与长寿有
关，称它为“长寿素”
。在自然界中，大气离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却可以感受到负
氧离子的存在。自然界中空气正、负氧离子是在紫外线、宇宙射线、放射性物质、雷电、风
暴，瀑布、海浪冲击下产生，既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保持某一动态平衡状态。同时，因
地面对于大气电离层形成的静电场，地面为负极，结果空气负氧离子受地面排斥，空气正离
子则受地面吸引，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地表面正离子多于负离子，正、负离子浓度比值常
大于 1，浓度各为 400～700 个/cm3 左右。山林、树冠，叶端的尖端放电，及雷电，瀑布，
海浪的冲击下，形成较高浓度的小空气负离子，使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而人烟稠密的
大都市、工业污染地区、密闭的空调间，所产生的污染物及污染物的液体、固体和各种生物
体与空气形成的气溶胶，使大量的小空气离子结合成大离子而沉降、失去活性，使小的空气
负离子浓度降低，并出现正、负离子很不平衡状态，而令人感到不适，甚至头昏、头痛、恶
心、呕吐、情绪不安，呼吸困难、工作效率下降，以致引起一些症状不明的病变。表 1-1
列出空气正负离子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表 1-l 空气正负离子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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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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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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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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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减弱

同样，负离子浓度的高低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人们时刻需要负离子，尤其在污染日
益严重的今天。据环境学家研究，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在 20 个以下时，人就会
感到倦怠、头昏脑胀；当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数在 1000～10000 个之间时，人就会
感到心平气和、平静安定；当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数在 10000 个以上时，人就会感
到神清气爽、舒适惬意；而当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数高达 10 万个以上时，就能起
到镇静、止喘、消除疲劳、调节神经等防病治病效果。
负氧离子浓度与健康的关系
大气负离子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浓度分布图表：单位：个/每立方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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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数据由台湾科技大学叶正涛先生收集整理）

据专家观察研究认为，负氧离子主要有以下作用：
(1)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空气负氧离子可降低血中 5-羟色胺音量，增强神经抑制过程，
可使大脑皮层功能及脑力活动加强，精神振奋，工作效益提高，能使睡眠质量得到改善，促
进人体新陈代谢。负氧离子还可使脑组织的氧化过程力度加强，使脑组织获得更多的氧。
(2)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据学者观察，负氧离子有明显扩张血管的作用，可解除动脉
血管痉挛，降低血压，增强心肌功能，并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负氧离子对于改善心脏功能
和改善心肌营养也大有好处，有利于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人的病情恢复。
(3)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研究证实，负氧离子有使血液变慢、延长凝血时间的作用，能
使血中含氧量增加，有利于血氧输送、吸收和利用。
(4)负氧离子对呼吸系统的影响最明显 这是因为负氧离子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
它可以提高人的肺活量。有人曾经试验，在玻璃面罩中吸入空气负氧离子 30min，可使肺部
吸收氧气量增加 20%，而排出二氧化碳量可增加 14. 5%，故负氧离子有改善和增加肺功能
的作用，对呼吸道、支气管疾病等具有显著的辅助治疗作用，使身体各器官的功能更为有效，
且无任何副作用。
(5)负氧离子能灭菌、除尘，对空气的消毒和净化有一定作用 负氧离子具有较高的活
性，有很强的氧化还原作用，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或细胞原生质活性酶的活性，从而达到抗
菌杀菌的目的。科学研究发现，负氧离子能与细菌、灰尘、烟雾等带正电的微粒相结合，并
聚成球落到地面．从而起到杀菌和消除异味（香烟烟雾、装修材料中释放的有害气体所产生

的异味等）的作用。当室内空气中负氧离子的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 2 万个时，空气中的飘尘
量会减少 98%以上。飘尘直径越小，越易受负氧离子作用而被沉淀，所以在含有高浓度负氧
离子的空气中，直径 1um 以下的微尘、细菌、病毒等几乎为零。因此可以说，负氧离子的多
少是衡量空气是否清新的重要标准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当空气中负氧离子的浓
度不低于每立方厘米 1000～1500 个时，这样的空气被视为清新空气。
(6)负氧离子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的解毒能力，使激素的不平衡正常化，并能够
消除人体内因组胺过多引起的不良反应，避免过敏性反应及“花粉症”的发生。
(7)室内人员的呼吸，走动扬起的灰尘及化纤衣服的吸附作用均可使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浓
度降低 各种金属管道也可吸附大量的空气负氧离子。造成室内空气负氧离子减少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空调系统的使用，在通过空调机的风道时由于与管壁的碰撞，可使空气负氧离子
被吸附或复合而损失掉。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室内空气质量恶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逗留一
段时间会感到烦闷、头痛、乏力、眩晕、易患感冒、注意力分散、容易疲劳等不良反应。要
防止室内负氧离子的减少。可以加强室内的通风换气，但效果不明显；也可以采用负氧离子
发生器，则可在短时间内增加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维护室内人群的健康。
为什么负氧离子有保健功能呢？含有负氧离子的空气被人体呼吸后，进入人体循环，可
调节人体植物性神经、改善心肺功能、加强呼吸深度、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有利人体健康。
长期使用，可明显改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多项机能，使人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记忆力
增强、反应速度提高、耐疲劳度提高、稳定神经系统、改善睡眠；又因其带负电荷，呈弱碱
性，可中和肌酸，消除疲劳；还可中和人工环境中过多的正离子，使室内空气恢复自然状态，
防治空调病。

（本资料有济南新活电器有限公司整理，详情请查看 www.ion365.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