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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研究⓪
杨维鸽 1， 勾萌萌 1， 叶媛媛 2， 李美兰 2， 龚

伟2

（1 商洛学院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2 商洛学院化学工程与现代材料学院，陕西

摘

商洛 726000）

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常
要： 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典型的铅锌矿尾矿区—铁炉子村为研究区，

住居民对开矿引起的环境污染的感知状况，
采用秩和检验及相关分析方法，
研究该尾矿区居民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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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感知状况与居民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1）尾矿区居民认为该尾矿区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为水污染，
其次为粉尘和大气污染等。
（2）超过 50%的居民认为矿区的大气、
粉尘和水污染等环境污

染均与开矿有关系，
且开矿对居民身体健康和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有可能使居民患上肺

吸尘等呼吸系统疾病，
并使矿区周围的农牧业减产。
（3）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关系
表明，
居民职业显著影响居民对水和噪音污染以及健康担心程度的感知，
居民年龄与其对环境卫生
污染的感知、
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对大气污染的感知、
居住时间与居民对粉尘和水污染的感知均呈显
著正相关，
居民文化程度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
居民距矿区的距离与其对粉尘、
水、
噪音、
环境污染
感知均呈显著负相关，
居民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当地政府部门治理和规划
尾矿区的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关 键 词： 环境污染感知；铅锌矿；居民属性；秩和检验；商洛市
文章编号： 1000－6060（2020）04－1108－09（1108～1116）

环境感知是环境质量在个体头脑中形成的印
象［1］。准确的环境感知可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形

环境污染感知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有必要对
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成合理的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感知是环境质量

商洛市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秦岭山区，矿产资

在个体大脑中形成的印象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对环

源种类多样且分布广泛，其中，铅、锌矿探明储量居

境的态度［2］，形 成 环 境 行 为 的 前 提 是 环 境 污 染 感

陕西省第二位。随着当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1］

知［2］。国外已对环境感知进行了研究，ENGLE 等［3］

调查了不同属性人群之间的环境行为差异。FLY⁃
NN 等［4］针对种族等属性对环境感知造成的影响，进

行了一系列相关分析。BLOCKER 等［5］对性别、社会

地位等属性对人们环境态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的提高，一方面促进了矿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也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严重
影响到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鉴于此，本
文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典型的铅锌矿尾矿区—

目前对环境感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城

铁炉子村为研究区，通过秩和检验和相关分析等方

市环境问题感知［6－7］、对气候变暖的感知和适应行

法，研究该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状况，并分

为研究［8－10］、对灾害的感知状况［11－12］、对不同地区生

析居民属性与其对环境污染感知状况的相关关系，

态环境政策的感知

也可为当地政府部门对该矿区的环境治理和规划

等，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研究

［13－21］

也主要集中在煤矿区

，而对于铅锌尾矿区居民

［22－24］

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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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的感知敏感，而对有害气体的感知不敏感，因此，研

材料与方法

究中对大气污染和粉尘污染均进行了调查［23 － 24］。
调查问卷涉及的内容分为两方面：
（1）居民的基本

研究区概况
铁炉子村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西部，距商

州城区 35 km，101 省道穿境而过。全村总面积 26.7
km2，耕地面积约 194 hm2，林地面积约 1 682.7 hm2，
有 23 个村民小组，810 户，共 3 160 人（其中农业人口
2 610 人，非农人口 550 人），全村以洋芋、药材、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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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猪羊兔鸡的养殖为主导产业。福元矿业有限

属性（性别、文化程度、年龄、职业、居住时间、距矿
区距离）；
（2）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包括对开矿
造成的大气、水、粉尘和噪音污染以及环境卫生的
感知，对环境的满意度和健康担心程度，对引起环
境污染的原因和对环境污染造成影响的感知。
2018 年 3 月，采用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进

公司坐落于铁炉子村，以开采铅锌矿为主，开矿约

行了调查。访谈法主要用于了解该研究区的概况，

34 a，停矿约 2 a。该矿区的开采一方面造成了周围

问卷调查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村中常住人口的方

土壤和植被的重金属污染，测定结果显示，矿区植

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 份，收回 280

被和土壤的 Pb 达重度污染，Cd 为中度污染，Cu 为轻

份，去除乱答、漏答和不答以外，得到有效调查问卷

度污染；另一方面，对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

240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85.71％。使用 SPSS 软件

严重的威胁，访谈中发现周边居民患有鼻炎和肺病

统计分析，得出调查问卷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较多。鉴于该矿区开矿时

数值均介于 0.71～0.82 之间，说明各调查项目基本

间长，环境污染严重，尾矿库规模大，是一个典型的

很好的反映其所在的维度。问卷总体的 Alpha 信度

尾矿区，故将铁炉子村作为研究区。研究区位置见

系数值大于 0.80，表明该问卷的可信度高。表 1 为

图 1。

铁炉子村受访居民的特征。

1. 2

1. 3 数据处理

问卷设计与调查方法
一般情况下，开矿引起的环境问题有粉尘、大

（1）采用感知强度分析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

气、水、噪音和环境卫生污染等［23－24］。大气污染物

污染感知状况间的相互关系，感知强度的计算公式

可分为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如粉尘等），人们对粉尘

如下［25］：

图 1 研究区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ChinaXiv合作期刊

表1
Tab. 1

表-Kendall 等级相关法检验分析双向有序变量［24］。

铁炉子村受访居民的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vestigated residences in
the Tieluzi Village

属性

类别
1＝30 岁以下

年龄

2＝30~40 岁
3＝40~50 岁
4＝50~60 岁

5＝60 岁以上
1＝未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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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程度

13.8
12.2

10.8

职业

2＝农林牧业
3＝其他

1＝1 km 以下
距离
矿区

9.2
8.8

10.8

4＝7~10 a

5.0

42.5

5＝10 a 以上

2＝女

31.7

2＝2~5 a

6＝祖籍在此地

1＝男

4＝自由职业

14.6

3＝5~7 a

性别

2.1

4＝高中

1＝2 a 以下

类别

1＝工矿业

34.2

42.5

3＝初中

染感知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后，用皮尔森相关分析对

属性

29.2

2＝小学

5＝高中以上

居住
时间

比例
/%

（3）采用秩和检验挑选出居民属性中对环境污

比例
/%

这些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相

56.7

数若为负数，则表明变量间是相反关系，系数值大

43.3

关系数若为正数，表明变量之间关系是一致的，系

15.0

小代表变量关系的强弱，据此分析居民属性影响环

7.1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0.0～0.2 表示两变量极弱相

51.7
7.5

5＝外出打工

18.8

2＝1~2 km

19.2

3＝2~3 km
4＝3~4 km

5＝4 km 以上

29.6
15.4
20.8
15.0

境污染感知的规律［24］。一般来说，对于皮尔森相关
关或无相关，0.2～0.4 表示两变量弱相关，0.4～0.6
表示两变量中等程度相关，0.6～0.8 表示两变量强
相关，
0.8～1.0 之间表示两变量极强相关。

2

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状况

2. 1 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强度的差异

4.6

—
—

—

—

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强度的结果表明，居民对

28.8

—

—

—

水、粉尘和大气污染的感知强度均达到了非常严重

—

—

—

的程度，其值分别为 4.52、3.93、3.60；比较严重的为

∑V × N
A=
∑N
i

—

—

噪音污染和环境卫生污染，分别为 3.20、2.91；而居
ij

（1）

ij

式中：A 为居民的感知强度；Vi 为某类居民持 i 种观
点的得分；Nij 为居民对调查因子 j 持 i 种观点的人
数。各维度的感知强度为该维度下各因子感知强
度的平均值。感知强度值介于 1～5 之间，其中，
3.5～5 表示感知强度非常严重，2.5～3.4 表示比较

民的环境满意度的感知强度仅为 1.83，感知强度最
低，表明居民对矿区周围环境很不满意；居民的健
康担心程度为 3.80，说明当地居民认为附近矿区开
矿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表 2）。该矿区居民对
环境污染感知强度最高的是水污染，其次是粉尘污
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
最轻的是环境卫生污染。
表 2 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强度

严重，1～2.4 表示较轻［24］。

Tab. 2 Residences' perception intensities of

（2）居民的环境感知存在着个体差异，不同属
性的人对矿区的感知状况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采用
秩和检验（Rand Sum Test）的方法判断不同居民属
性对环境污染是否存在差异。若 P＞0.05，表示变
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变量之间有显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污染
类型

大气
污染

粉尘
污染

水污
染

噪音
污染

感知
强度

3.60

3.93

4.52

3.20

环境卫 环境满
生污染 意度
2.91

著性差异，通常以*标记；若 P＜0.01，表示变量之间

2. 2 居民对矿区环境污染原因的认知

极显著性差异，通常以**标记。

2. 2. 1

① 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来分析两组独

立样本的等级资料，文中性别对环境污染感知程度

的 影 响 采 取 Mann-Whitney 秩 和 检 验 。 ② 采 用

1.83

居民对矿区大气污染原因的认知

健康担
心程度
3.80

居民对

矿区大气污染原因的认知表明，48.3%的居民认为

是开矿引起大气的污染，34.2%的居民认为大气污

染是附近工厂废气排放引起的，少数居民认为是由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来分析多组等级资料，职业

交通车辆尾气、居民生活和采暖或其他原因引起大

对环境污染感知程度的影响采取 Kruskal-Wallis 秩

气污染（图 2）。

和检验。③ 采用行列表-Kendall 等级相关法检验分

2. 2. 2

居民对矿区粉尘污染原因的认知

居民认

析双向有序变量，文化程度、年龄、距矿区距离、居

为矿区粉尘污染的原因有矿区开矿、自然原因等，

住时间对环境污染感知程度的影响使用行列

其中认为粉尘污染是由于矿区开采过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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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Resi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coal mine

图3

Fig. 3

居民对矿区大气污染原因的认知

图 4 居民对矿区水污染原因的认知

Fig. 4 Resi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water
pollution in coal mine

Fig. 5

居民对矿区粉尘污染原因的认知

图 5 居民对矿区噪音污染原因的认知

Resi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noise
pollution in coal mine

Resi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dust
pollution in coal mine

居民比例最高，约为 40%，认为矿山运输过程会产

生粉尘污染的居民比例为 24.2%，认为矿山开采废
物会引发粉尘污染的居民所占比例为 25.8%（图

3）。除此之外，认为矿区附近的粉尘污染是由于自

然原因造成的居民所占比例较小，约为 5.4%，认为

其他原因导致粉尘污染的居民最少，比例仅为 4.6%

（图 3）。
2. 2. 3

居民对矿区水污染原因的认知

居民认为

矿区的水污染与开矿有着密切的关系，53.3%的居

图 6 居民对矿区环境卫生污染原因的认识
Fig. 6

environmental health pollution in coal mine

民认为是开矿引起的地下水质污染，认为水污染的

原因是由于附近工业废水排放的居民比例约为

Resi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2. 2. 5

居民对矿区环境卫生污染原因的认知

据

35.8%，认为是生活污水或其他原因导致水污染的

调查，53.7%的居民认为矿区开矿造成了矿区环境

2. 2. 4

不严造成的矿区环境卫生污染的居民分别为 17.1%

居民比例最少，分别占到 5%和 5.9%（图 4）。
居民对矿区噪音污染原因的认知

调查发

现，受访居民中 56.7%认为矿区噪音污染的来源是
矿区开矿，
23.3%的受访居民认为交通运输产生了噪

音，
19.44%认为是附近的建筑产生了噪音，
认为是其
他原因引起噪音的居民人数较少，
占 6.7%（图 5）。

卫生污染，认为矿区管理落后和当地环保部门执法
和 14.2%，而认为是自身环保意识不强造成的环境
卫生污染的居民比例为 9.6%（图 6）。

2. 3 居民对矿区环境污染影响的认知
调查表明，居民认为开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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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矿区环境污染对居民健
康的危害，二是环境污染对生产的影响。居民认

认为开矿会影响生产，认为开矿引起的环境污染

为矿区开矿可能产生一系列疾病，其中 58%的居

使得农牧业减产、农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降

民认为矿区环境污染可能会产生肺吸尘等呼吸系

统病，认为开矿导致鼻炎、癌症、免疫功能下降的
居民比例分别为 20%、8%、7%，而认为皮肤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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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矿区环境污染的居民比例约为 7%（图 7）；居民

图7

Fig.7

低的居民比例分别 42.5%、25.8%、22.9%，表明居

民认为环境污染对农牧业减产的影响是最大的
（图 8）。

图 8 矿区开矿对生产的影响

矿区开矿对居民健康的危害
Harm to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Fig. 8 Impact on product residents

3 居民属性变量对矿区环境污染感
知的差异分析

结果表明：水污染、噪音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的
检验结果为 P＜0.05，所以不同职业属性与水污染、
噪音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对性别属性进行两组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表

对居民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间、距矿区距离

3），结果表明，水、大气和粉尘污染等的检验结果均

进行双向有序资料行列表－Kendall 等级相关法检

为 P＞0.05，所以不同性别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之

验（表 3）。环境卫生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的检

间没有显著差异。

验结果为 P＜0.05，所以不同年龄属性与环境卫生

对职业进行多组等级资料的秩和检验（表 3），

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大气

表 3 环境污染感知的居民属性差异检验
Tab. 3 Test of residents' attribut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秩和检验相关系
数（显著性）

大气污染

粉尘污染

水污染

噪音污染

环境卫生污染

环境满意度

健康担心程度

性别

6 070.000
（0.052）

6 674.000
（0.437）

6 789.500
（0.576）

6 679.000
（0.448）

6 302.000
（0.137）

7 029.000
（0.931）

6 921.500
（0.763）

职业

3.769
（0.438）

3.799
（0.434）

11.059
（0.026）

14.017
（0.007）

2.593
（0.682）

3.798
（0.434）

11.344
（0.023）

年龄

0.043
（0.419）

0.082
（0.125）

0.027
（0.616）

0.027
（0.615）

0.142**
（0.008）

0.041
（0.445）

0.229**
（0.000）

文化程度

0.283**
（0.000）

-0.053
（0.331）

-0.035
（0.525）

-0.104
（0.057）

-0.134**
（0.013）

-0.395*
（0.000）

0.238**
（0.000）

居住时间

0.074
（0.170）

0.134*
（0.013）

0.408**
（0.000）

0.099
（0.064）

0.104
（0.054）

-0.290**
（0.000）

0.261**
（0.000）

距矿区距离

-0.088
（0.094）

-0.303**
（0.000）

-0.116*
（0.028）

-0.506**
（0.000）

-0.250**
（0.000）

-0.028
（0.606）

-0.254**
（0.000）

注：*在 0.05 检验水平上是显著的（双边检验），表示变量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在 0.01 检验水平上是显著的（双边检验），表示变量之间有极显
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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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卫生状况、环境满意度、健康担心程度感

距矿区的距离这四种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污染

知的检验结果为 P＜0.05，可知居民文化程度明显

感知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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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其对大气污染、环境满意度、环境卫生状况、

距矿区距离与噪音污染为强相关；文化程度与

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粉尘污染、水污染、环境满意

环境满意度，
居住时间与水污染为中度相关；
年龄与

度、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的检验结果为 P＜0.05，所以

环境卫生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文化程度与大气污

居民的居住时间影响其对粉尘污染、水污染、环境

染、环境卫生污染、健康担心程度，居住时间与粉尘

满意度、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粉尘污染、水污染、噪

污染、环境满意度、健康担心程度，距矿区距离与粉

音污染、环境卫生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的检验

尘污染、水污染、环境卫生污染、健康担心程度均为

结果为：P＜0.05，所以距离矿区距离对水污染、粉尘

低度相关（表 5）。变量之间呈正相关的是居民年龄

污染、环境卫生污染、噪音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

与环境卫生污染、
健康担心程度感知，
文化程度属性

有显著差异。

与大气污染、
健康担心程度，
居住时间属性与粉尘污

居民属性对居民环境污染认知的影响（表 4）表

染、水污染、健康担心程度感知（表 5）。变量之间呈

明，距矿区距离对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影响最

负相关的是文化程度属性与环境卫生污染、环境满

大，影响居民对粉尘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环境

意度感知，
居住时间属性与环境满意度感知，
居民与

卫生污染和健康担心程度 5 项认知，其次是文化程

矿区之间的距离与粉尘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环

度和居住时间属性对环境污染的 4 项认知，而职业

境卫生污染、
健康担心程度感知（表 5）。在年龄属性

属性仅对水污染、噪音污染、健康担心程度的感知

方面，随着年龄增加，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断下

有影响，居民年龄仅影响居民对环境卫生污染和健

降，
对环境污染感知程度更加敏感，
对健康也越来越

康担心程度的感知。

担心。在文化程度属性方面，
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

表4
Tab. 4

对大气污染感知越强烈，
对环境满意度越低，
对健康

居民属性对环境污染认知的影响

Impact of residents attribut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居民属性

大气 粉尘
污染 污染

担心程度越高。而环境卫生污染感知方面，文化程
度越高，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越高［24］。而调查

水污
染

噪音
污染

环境
卫生
污染

环境
满意
度

健康
担心
程度

的铁炉子村居民表现为文化程度越高，对环境卫生
污染感知强度越低。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性别

－

－

－

－

－

－

－

该村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收入因开矿增加，而文化

年龄

－

－

－

－

－

－

－

－

居住时间

+

+

程度较低的居民不但没有享受到开矿的经济效

文化程度

+

－

职业

－

+

－

+

+

距矿区距离

－

+

+

+

+

－

+

－

+

+

－

－

+

－

注：
“－”表示无显著影响，
“＋”表示有显著影响

+
+
+
+

益，反而因为开矿对身体健康和生产造成了负面
影响［24］。此外，居民居住时间越长，对大气污染感
知越强烈，
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越低，
对健康的担心程
度越高。居民距离矿区越近，对大气污染感知越强
烈，
居民的健康担心程度越高。

4 居民属性与居民对污染感知的相
关分析

5

结 论
本文以陕西省商洛市铁炉子村的铅锌矿为研

根据居民属性对环境污染认知的差异，可将居

究区域，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秩和检验和相

民属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环境污染感知无显著影

关分析的方法，研究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得出

响的变量（如性别）；二类是对环境污染感知有显著

以下主要结论：

影响的变量（如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民居住时

（1）尾矿区居民认为开矿引起的最为严峻的环

间、距矿区的距离）。由于职业这一属性无法进行

境污染是水污染，较严重的是粉尘污染、大气污染

相关分析，所以只选择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时间、

和噪音污染，
环境卫生污染程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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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居民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性

Tab. 5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 attribut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大气污染

粉尘污染

水污染

噪音污染

环境卫生污染

环境满意度

健康担心程度

－

－

－

－

－

0.339（0.000）

文化程度

0.370（0.000）

0.165（0.011)

－

－

－

居住时间

－

0.143（0.027）

0.545（0.000）

－

距矿区距离

－

居民属性
年龄

－0.151（0.019） －0.421（0.000）
－

－0.390（0.000） －0.180（0.005） －0.617（0.000） －0.280（0.000）

0.306（0.000）

－0.337（0.000）

0.369（0.000）

－

－0.354（0.000）

注：
“－”表示无显著影响；括号内为显著性水平

（2）居民认为矿区的大气污染、粉尘污染、水污
染、噪音污染、环境卫生污染，均不同程度的与矿区
开矿有关。居民认为矿区环境污染可能对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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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vironment. 2015，
29（10）：68－73.］
［8］ 王媛，方修琦，田青，等. 气候变暖及人类适应行为对农作物总
产变化的影响——以黑龙江省 1990 年代水稻生产为例［J］. 自
然科学进展，2006，16（12）：1645－1650.［WANG Yuan，FANG
Xiuqi，TIAN Qing，et al. Effects of climate warming and human

（3）居民属性中性别对居民环境污染感知没有

adaptation on total crop yields：A case study of rice production

显著影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时间、距矿区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the 1990s［J］. Progress in Natural

的距离等属性均对居民环境污染感知有显著影响。

Science，
2006，
16（12）：
1645－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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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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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ieluzi Village，a typical tailings area of the Shangzhou District，which
is located in Shangluo City，Shaanxi Province，China. Fie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resulted in 240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se results were analyzed through rank-sum test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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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mining area and analyze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residents’attributes.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1）The residents’perception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ollution
was different and its intensity was ordered as follows：water pollution（4.52）＞dust pollution（3.93）＞health concern（3.8）＞air pollution（3.6）＞noise pollution（3.2）＞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pollution（2.91）＞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1.83）. This indicates the residents’believe that water and dust pollutions were caused by
mining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ublic health were greater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pollution. However，the impacts of these two types on the public health were small.（2）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idents believ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uch as water pollution，dust pollution，air pollution，noise pollution，and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pollution，in the mining area was related to mining activities，and mining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residents. More than half（58%）of the residents believ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ining areas might cause respiratory diseases，such as pneumoconiosis. In fact，the percentages of
the residents who suffered from rhinitis，cancer，and weakened immune function due to mining were 20%，8%，
and 7%，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y believed that pollution caused by mining reduced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as well as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while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cost. The
mining activities were found to account for decreases of 42.5% and 25.8% in the formers as well as an increase of
22.9% in the later.（3）The residents attributes’relationship to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wareness indica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percep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show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ception of water and noise pollutions. Other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residents’attributes: health worry，degree of awareness，
age，cultural level affecte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especially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perception; time perception affected the dust pollution perception; water pollution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 mining area affected their perception of dust pollution; and finally，pollution awareness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water，noise，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anage，plan，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for
the mining are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lead-zinc mine；resident attributes；rank sum test；Shangluo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