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霉菌和潮湿的基本事实 
 

在建筑物中霉菌有多常见？ 

霉菌在建筑物和居家中非常常见。 潮湿之处，如屋顶、窗户或管道的罅隙，或者被水淹

过之处，最易生霉。 此外，纸制品、纸板、天花板、木器 以及灰尘、油漆、墙纸、绝缘

层、石膏板、地毯、织物和室内装饰用布料，也都容易滋生霉菌。 

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枝孢菌、青霉菌和曲霉。  我们没有关于建筑物和居家中发现不同霉

菌的频率的精确信息。 

霉菌如何进入室内环境以及如何生长？ 

霉菌在室内和室外均能生长， 它们可通过敞开的大门、窗户、通风口以及暖气和冷气系

统，进入您的家中。 外面空气中的霉菌还可以附着在衣服，鞋子和宠物上，被带入室

内。 当霉菌孢子掉落在水分过多的地方时，例如屋顶、管道、墙壁、花盆或水淹处，将

会生长。 许多建筑材料提供适合促进霉菌生长的养分。 湿纤维素材料，包括纸和纸制

品、纸板、天花板砖、木材和木制品，特别有利于某些霉菌的生长。 其它材料（例如灰

尘、油漆、墙纸、绝缘材料、石膏板、地毯、织物和室内装潢）通常会支持霉菌的生长。 

如何知道您是否存在霉菌问题？ 

大量霉菌侵扰通常可以被看到或嗅到。 

霉菌对人有何影响？ 

人在潮湿发霉的环境中，容易引发许多健康问题，但也有人可以安然无恙。 有的人对霉

菌很敏感， 对于这些人，暴露于霉菌可导致鼻塞、喘息、眼睛或皮肤发红或发痒等症

状。 部分人群，例如对霉菌过敏或患有哮喘的人，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工作中大量

接触霉菌的人，比如那些在发霉的草垛旁劳作的农夫，常会发生严重的反应， 包括发

烧、胸闷气短等。 

2004 年，美国医学研究所 (IOM) 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室内的霉菌接触与一些疾病有

关，比如健康人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咳嗽和喘鸣，哮喘患者发生哮喘，以及易患免疫介导

性疾病的人罹患过敏性肺炎。 

https://www.cdc.gov/asthma/faqs.htm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附加的指南，即WHO的《室内空气质量指南》： 潮湿和霉菌

[PDF – 2.65 MB]。 最近的其它研究表明，在某些儿童，特别是在遗传上易患哮喘的儿

童中，早年接触霉菌与哮喘的发展有潜在的联系，并且改善居住条件的某些干预措施可以

减少哮喘和呼吸道过敏的发病率。 

其它健康问题，例如婴儿急性特发性肺出血、记忆力减退、或嗜睡等，与诸如纸葡萄穗霉

孢菌(Stachybotrys atra) 等霉菌之间的联系，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像急性特发性出血

等健康问题究竟是什么引起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没有针对霉菌的血液化验。  一些医生可以对霉菌可能引起的过敏反应进行过敏测试，但

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测试可以确定何时或在何处暴露于特定的霉菌。 

谁最有风险出现与暴露于霉菌相关的健康问题？ 

患过敏症的人可能对霉菌更敏感。 存在免疫抑制或潜在肺部疾病的人更易患真菌感染。 

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的人可能会经历呼吸困难。 处于

免疫抑制状态的个体感染霉菌的风险增加。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患有这些疾病，应咨询有

资格的临床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 

如何防止霉菌进入建筑物和居家？ 

在建筑物的日常维护中，检查建筑物是否有水系统损坏和可见霉菌的迹象;纠正导致霉菌

生长的条件（例如漏水、冷凝、渗入或溢水）以防止霉菌生长。 

您可在家中采取以下方法控制霉菌滋生： 

• 控制湿度； 
• 及时修补有裂缝的屋顶、窗户和管道； 
• 彻底清洁和干燥水淹之处； 
• 浴室、洗衣间和厨房良好通风。 

具体建议： 

• 全天尽量保持低湿度—在30％到50％之间。 空调或除湿机可帮助保持低湿度。 请

注意，一天中的房间湿度是随着空气湿度和气温而变化的，所以您需要在一天内多

次检查湿度水平。 
• 天气潮湿时，使用空调或除湿机进行除潮。 

• 确保室内有足够的通风。 厨房和浴室安装排气扇，排风口通向室外。 干衣机的排

风口也要通向室外。 
• 修补屋顶、墙壁或管道的罅隙，使霉菌无处滋生。 

http://www.euro.who.int/document/E92645.pdf
http://www.euro.who.int/document/E92645.pdf
https://www.cdc.gov/mold/hemorrhage_infants.htm
https://www.cdc.gov/mold/stachy.htm
https://www.cdc.gov/mold/stachy.htm


• 易受潮的房间或地方，如浴室、地下室，最好不铺地毯。 

如何从居家、学校和工作地点等建筑物中消除霉菌？ 

居家和建筑物中霉菌的生长表明存在水系统或潮湿问题。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移除生活区域中发霉的物品。  一旦霉菌开始在地毯、绝缘材料、天花板、干墙或墙板中

生长，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移除和更换。 

适当清洁和干燥该区域很重要，因为您仍会对死掉的霉菌部分产生过敏反应，如果仍然有

潮湿源，霉菌污染可能会再次发生。 

拆掉或更换湿漉漉且难以很快干透的地毯和室内装饰用布料。 

居家淹水后尽快（24-48 小时内）彻底清理并晾干。  挖除淤泥和脏污。  使用湿吸尘器

除去残留的灰尘。 用肥皂水和猪鬃刷擦洗可清洁的表面（例如木材、瓷砖、石

材）。  用水和洗洁精彻底清洁所有坚硬的表面（例如地板、装饰条、木材和金属家具、

台面和水槽）。 清洁后，快速彻底地擦干表面。 如果您的风扇、空调或除湿器不受淹水

影响，请使用它来帮助清洁后的表面干燥 

可以使用市售产品，肥皂和水或在1加仑水中加入不超过1杯（8盎司）漂白剂的漂白剂溶

液从坚硬表面上去除并杀死霉菌。 不要在漂白剂中掺入氨水或其它的家用清洁剂， 

用漂白剂清除霉菌时： 

• 不要在漂白剂中掺入氨水或其他的家用清洁剂， 以防产生危险的毒气。 
• 敞开门窗透气。 
• 佩戴无孔手套和护目镜。 
• 小区域（例如淋浴间或门大小的区域）通常可由居民清洁，但较大的区域可能需要

更多专业帮助。  遵守漂白剂或其他清洁产品的厂家说明。 

如果您有大量的霉菌，并且您不认为可以自行清理，则可能需要联系有清理建筑物和居家

中霉菌经验的专业人员。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应该因霉菌而搬出居家或其它建筑物

吗？ 

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决定。 如果您认为自己因暴露于建筑物中的霉菌而生病，则应咨询医

生以确定要采取的适当措施。 

https://www.cdc.gov/mold/stachy.htm#note
https://www.cdc.gov/mold/stachy.htm#note


家中发现霉菌生长应该如何检测？ 

如果您在家中看见霉菌或者闻到霉味，就要当心身体了。 您不必知道家中的霉菌是哪一

种，而且 CDC 也并不建议或进行常规的霉菌采样。 不管什么霉菌，一旦出现，就要及时

清除。 鉴于霉菌的数量或种类，霉菌对人的影响可能会大不相同，因此您不能依靠抽样

和培养来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 

一家有资质的环境实验室抽样检测了我家的霉菌，并出具

了检测结果。 CDC可否解释这些结果？ 

尚未建立用于判断霉菌的数量是否可接受，容许或者正常的标准。 霉菌采样的成本可能

很昂贵，并且现在还没有用来判断霉菌数量可接受与否的标准。 所以，最佳的做法便是

去除霉菌，并防止其再度滋生。  如果您想付费对霉菌进行环境采样，请事先咨询负责检

测和制定检测结果解释标准的顾问人员。 他们应该提前告知您，他们会根据抽样检测结

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提供什么建议。 在特定环境中取得的抽样检测结果，必须结合对

受污染地方的实地视察，或者结合建筑物的特征和造成现状的因素，才能做出合理的解

释。 

我听说过在居家和其它建筑物中生长的“有毒霉菌”和

“黑霉菌”。 我应该担心我和我的家人面临严重的健康风

险吗？ 

总是到处都有一些霉菌–空气和许多表面上。 

某些霉菌是有毒的，这意味着它们会产生毒素（特别是“霉菌毒素”）。 可能产生霉菌

毒素的霉菌所带来的危害应与可能在您的房屋中生长的其它常见霉菌相同。 并非所有真

菌都产生霉菌毒素，即使那些产生霉菌毒素的真菌也不会在所有表面或环境条件下产生霉

菌毒素。 

霉菌滋生呈斑点状，颜色多样，并散发霉味。  颜色并不代表霉菌可能有多危险。  应该

除去任何霉菌，并应除去有助于霉菌生长的水分来源。 

很少有报道称，家庭中发现的产毒霉菌会引起独特或罕见的健康状况，例如肺出血或记忆

力减退。 这些病例报告很少，并且尚未证明在产毒霉菌与这些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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