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索然无味的矿
泉水准备作为商品出售
时，一度被传为笑谈。

如今，“空气罐头”的
创意听起来似乎也很荒
唐，但这已成为现实——
国际、国内已有商品问世。

经过半年的论证和
准备，海南一家公司年内
将正式投产“空气罐头”。

河南老君山空气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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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空气
有多好？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空气罐头”引出的话题——

最
近，海南省

一家公司一边
编制“高负氧离

子空气罐头项目可
行性报告”，一边在中

南部山区山地林区选
址，预计年内正式投产“空

气罐头”。
海南自然环境好，空气

质量高，早已闻名于世，前些
年有国外领导人和生态学家曾
说：海南岛的空气是可以卖钱
的！不想一语成真，今天，海南岛
的“空气罐头”就要上市了！

那么，海南岛的空气好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么好？海南日报记者通过
采访植物、环保和水文地质领域的专
家，请他们解读海南岛空气的“密码”。

负氧离子含量高

每一次走进五指山雨林景区，总感
到心旷神怡，身心舒爽无比，长途奔波
的疲劳感仿佛霎时间荡然无存了。这
是为什么呢？环保专家一语道破其中
奥秘——那是“负氧离子”的功劳。

“负氧离子”是什么物质？先来
看一组数据。

依据海南林业部门对霸王岭、
尖峰岭、五指山、七仙岭、铜鼓岭、
吊罗山、呀诺达、亚龙湾8个主
要森林旅游区负氧离子的监测
数据，2013年全年和今年第
一季度，空气中负氧离子平
均浓度最低值都有3695
个/cm3，远远超过世界

卫生组织规定清新
空气负离子的浓

度 为 1000-
1500 个/

cm3 的
标

准，对人体
健康极为有利。

负氧离子是空气的主要组成成
分，具有杀菌、降尘、提高机体免疫力
等功能，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其含量
及分布是衡量一个地区空气清洁程度
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岳
平告诉记者，海南岛生态环境质量好，
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控制在国家
下达的指标之内，工业污染企业达标
率为99%；全省大气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优良天数达到99%，近80%达到国
家一级标准，环境质量指数保持在一
级以内；水环境质量状况也良好，90%
以上的近岸海域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
一、二类海水标准；地下水呈一级良好
状态，90%的主要河流、88%的主要湖
库水质达到或优于可作为饮用水源的
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尽管海口
市是海南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仍在全
国74个重点城市评比中获环境质量第
一名。

“来自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能让人
神清气爽，心情也会变得非常好。空气
中含有两种主要成分，即负氧离子和
植物精气。植物精气是植物的花、叶、
树杆、根、芽等油性细胞，在自然状态下
释放出的气态有机物，它和负氧离子一
道，具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人体
免疫力和杀菌等功效。”岳平说。

负氧离子为何高？

海南岛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为什么
如此之高？专家认为，这是由于这里
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茂盛的
植物资源形成的。

我省资深水文地质专家、高级工
程师李福解释道，海南岛的地势由中
部山地区向四周逐渐递降，形成馒头
状地形，最高五指山海拔1867米，河
流均发源于中部山区，有150多条河
流成辐射状独流入海，最长的河流南
渡江流程331公里；海南岛地处热带，
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不分明，夏无
酷暑，冬无严寒，日照充足，雨量和热
量 丰 沛 ，各 地 年 平 均 气 温 23.1-
26.3℃，1月份平均气温17.4-22.3℃，
7月份平均气温26.2-28.8℃，大部分

地区年降雨量 1500-2400 毫
米，干湿季分明，年日

照时数1800-2600小
时，很适宜光合作用，为产生
丰富的负氧离子提供了必要条件。

据海南省林业厅高级工程师符杰
雄介绍，海南岛土地总面积约3.4万平
方公里，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森林面
积1.9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61.9%，
各类植物4200余种，其中海南特有的
600余种，药用植物2500多种，乔灌木
2000多种，其中800多种经济价值较
高，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特产与珍稀树
木20多种；果树包括野生果树142种，
芳香植物70多种，热带观赏花卉及园
林绿化美化树木200多种，是产生高负
氧离子的丰富植物资源。

海南空气可卖钱

众所周知，海南岛有“天然氧吧”的
美誉，热带雨林区经相关部门定点监
测，是目前国内同类森林环境中空气负
氧离子浓度高的地区，其森林保护程度
及优质健康的空气环境位居国内前
列。那么，这里的空气真能卖钱吗？

当年，索然无味的矿泉水准备作
为商品出售时，一度被传为笑谈；如
今，“空气罐头”的创意听起来也很荒
唐、可笑，可是，国内空气质量的恶化，
公众对清新空气的渴望，似乎在为空
气罐头的开发提供商机，使得它也可
能像瓶装矿泉水那样，成为—种生活
方式。

人们或许可以将优质的空气在高
压下液化，以液体的形式保存，放在家
中、车内或者办公室里享用。

一直在推动“空气罐头”项目的李
福提出，厂房可以建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局址附近，不建永久性建
筑，可建临时性厂房，占地只需2000
平方米左右；也可建流动工厂，哪里的
空气好就到哪里生产。

“这样的项目在国内还属新生事
物，其创意并不止于商机，也不止于让
更多人对新鲜空气的分享，它更是一种
生态文明理念，顺应了国内环境形势的
要求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李福说，“由
于厂房选址建设占地面积较小，因此
地块选择空间较大，不会出现乱伐林
木破坏森林资源现象。而且，每个生产
环节都没有任何污染源，能够做到安全

环保生产。”

海南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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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空气罐头”
（Canned Air）概念的，是一
战时期艺术家杜尚的一句
玩笑话，杜尚首创的空气罐
头是种诗意的艺术，象征空
气无所不在，艺术也无所不
在。后来出现的空气罐头
折射出了生态环境的危机。

本世纪初，日本率先将
“空气罐头”作为商品出售。
在富士山景区的店铺里，各
种各样精美的瓶瓶罐罐里，
装着来自各地的新鲜空气。

2012 年 8 月，捷克布
拉格摄影师基里尔·鲁登
科在自己的网店销售空气
罐头，这些空气主要销往
巴黎、纽约，以及世界其他
大城市，每盒9.9美元。

在我国，2007 年国内
首家“Flow Market心灵超
市”在上海开张，出售印着

“安静”、“1/4 无条件的
爱”、“安全感”的清新空
气。这是国内首家出售

“空气”的商店，只是空气
来源不明。

目前贵州省、浙江省临
安市、河南省栾川县、福建
省等地均已投入经费研究
开发空气罐头。

在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张家界“城市日”活动
中，市长赵小明将从天子
山、宝峰湖、十里画廊、金
鞭溪、袁家界、天门山等6
大核心景区采集到6瓶空
气，赠送给五大洲的日本、
英国、美国、阿根廷、澳大
利亚和南非的国家馆。浙
江省临安市旅游局也在推
广贴着“临安好空气”标签
的空气罐头。但这些空气
罐头还不是商品。

中国最早做空气罐头
的当属陈光标。他的罐装
空气属于“陈光标好人”系
列产品之一，2012年9月正
式开售，新鲜空气来自台湾
岛、安徽五河县、江西井冈
山和云南香格里拉等地。

在全国很多地区频繁
遭遇雾霾困扰时，清新、干
净的空气罐头，也有了自
己的市场。有人做过估
算，称内地某城市雾霾天
气的粉尘量，相当于每人
每年吸进去3块砖头。

就在内地人感到无奈
的时候，海南俨然成了世
外桃源。海南有好空气，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业内人士认为，高负
氧离子空气罐头是一个新
生事物，能满足医疗产业、
养生产业、养老产业的需
要，将有广阔的市场；但
是，制售空气罐头的创意
不能止于商机，以及由此
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应借
此提升公众爱护环境、保
护生态的文明理念。

【陈耿】

“空气罐头”简史

负氧离子浓度对应效果表

负氧离子浓度（个/cm3）
与人类健康关系

森林瀑布：10000-20000
人体具有自然痊愈力

高山海边：5000-10000
杀菌、减少疾病传染

乡村田野：1000-5000
增强人体免疫力抗菌力

旷野郊区：100-1000
增强人体免疫力抗菌力

城市公园：400-600
改善身体健康状况

绿化地带：200-400
微弱改善身体健康状况

城市房间：100

诱发生理障碍头痛失眠等

楼宇办公室：40-50
诱发生理障碍头痛失眠等

工业开发区：0
易发各种疾病

海南主要森林旅游区
空气负离子浓度表

单位：个/cm3

霸王岭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6985 5660-8410

三季度 四季度6784 6480

2014

一季度 5680-8810

尖峰岭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7190 4850-8730

三季度 四季度8770 6710

2014

一季度 4760-9530

五指山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6615 5720-7000

三季度 四季度7898 5950

2014

一季度 4960-6570

七仙岭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6180 5340-7120

三季度 四季度8087 6230

2014

一季度 6040-8010

铜鼓岭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4095 3580-5700

三季度 四季度4079 3695

2014

一季度 3550-6200

吊罗山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5876 4930-6830

三季度 四季度7240 7146

2014

一季度 4980-7330

呀诺达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6288 无

三季度 四季度6062 5090

2014

一季度 4150-6230

亚龙湾

2013

一季度 二季度4391 5620-6700

三季度 四季度4908 4640

2014

一季度 4240-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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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的气候、茂密的雨林和优良的水
质，是产生高负氧离子的必要条件。图为兼
具蓝天白云、热带雨林和潋滟波光的尖峰岭
天池风光。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