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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空气污染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诱因。近年来，全球已经有不少呼吁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努力。这些关
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全球动议加强了区域与国家行动，强调了通过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需求。

2006年，首届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间会议举办1，与会方认识到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Long‐Term Vision, 
LTV）的实施提供指导的需求，愿景描述了未来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设想。在第三届政府会议期间，各国环境部门
识别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面临的关键挑战。

为了实现清洁空气愿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牵头编制了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来满足亚洲的需求，
应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挑战。旨在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文件围绕亚洲城市所关注的优先问题，形
成关键指导领域，并描画了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该自愿性实施文件包括七章，覆盖了六个指导领域。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运用指导框架的各个章节（
或其中一章），基于本地优先领域来制定本地的路线图，或行动计划。

指导框架文件包括7章:
•  介绍
•  指导领域 1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  指导领域 2 -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  指导领域 3 - 健康与其它影响
•  指导领域 4 - 空气质量传播
•  指导领域 5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指导领域 6 - 治理

各指导领域还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汇编，包括支持指导框架路线图实施的资源信息。此外，还有指导框架实施培训课程，详
见亚洲清洁空气网站的空气质量改善综合项目（IBAQ）页面（www.cleanairasia.org/ibaq）。

指导框架文件由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国际/区域专家和从业人员共同开发，并通过政府会议和外部专家沟通来进行修改意
见征集和文件完善。文件草案在多个国际会议上进行分享，包括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举办，2015年11月
召开的首届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合论坛（APCAP）。指导框架得到来自亚太地区24个国家与会代表的肯定，包
括各国环境部门、政府间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专家。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UNEP ROAP)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两年一度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旨在

召集各国环保部门协调区域空气污染及相关领域的管理思路。 

v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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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领域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
测 

2.1 介绍

制定标准是保护公众健康与自然环境的一项重要环境
管理手段。在空气污染方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界

定了可接受的空气质量水平，是管理机构采取的一种强制
执行的标准（Schwela 等， 2006）。空气质量标准有不
同类别：根据暴露环境分为环境（室外）与居住（室内）
标准；根据保护目标分为保护人类健康的一级标准，以及
保护动物、农作物、植被与建筑的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标准制定需要考虑多种不同的因素：暴露水平、
技术可行性、排放源控制措施、减排策略，以及社会经济
文化条件。这些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有关（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00 与 WHO， 2005）。
空气质量标准需要相应可靠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来评估空
气污染趋势与达标情况。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系统的先进性
与可持续性常常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环境保护意愿相关。

该指导领域的内容主要围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相关的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的管理思路。

 旨在制定/加强空气质量标准，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建
立可持续运行的国家与地方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便于知悉
空气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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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不同机构法规中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定义与相关术语汇总

空气质量标准相关术语及定义 机构/国家 关键内容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对某种特别的空气污染
物的特定浓度水平和其测量时间范围内均值
（一定测量时间范围内均值）的客观表述。
在规定期限内需要通过防控措施达到的目
标。一级标准是针对保护公众健康（含风险
敏感人群）设置的限值，二级标准保护公共
福祉，包括能见度、动物、农作物、植被与
建筑。

美国环保局 指 标 （ 如 P M 1 0
1 、 

PM2.5
2 、O3

3等）

水 平 （ 如 O 3 浓 度
0.075ppm、 PM2.5浓
度12μg/m3等）

均值时间范围（如1小
时、24小时、1年）

形式（如1年1次超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对清洁空气的定义，用
以保护居民，即使是最为敏感的人群。空气
质量标准规定了在不伤害公众健康的条件下
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最大含量。

加州空气资源管
理局

与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一样，但是浓度
限值更低，要求更严格

空气质量标准相关术语及定义 机构/国家 关键内容

空气质量目标 表述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要达到的最大环
境浓度/不允许或有一定允许数量的超标次
数。

英国环境、食品
与农村事务部

时间、浓度限值与超标
限制

空气质量目标 政府部门为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规定的大气
中污染物可接受的浓度限值。通常表述为一
定时间范围内测量的浓度值，是用来评价空
气质量、指导空气质量管理决策的非法定限
值—如发布授权和公告以及为区域空气质量
管理制定计划。

不列颠哥伦比亚
环境部

可接受污染物含量

特定时间范围

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 为保护人类健康与环境，室外空气质量需要
达到的最低要求。当空气污染水平超过指导
值，则需要采取减排策略来改善空气质量。
如果空气污染水平没有超过指导值，则需要
努力保持空气质量并且减少排放。指导值不
应作为限值使用。如果污染水平接近于指导
值，空气质量则相比背景值有所恶化。

新西兰环境部 最低空气质量水平、均
值范围、资源管理策略
指导

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 如果污染水平接近于指导值，指导国家与地
方政府进行风险管理决策。

世界卫生组织 阈值水平

健康风险

均值范围

环境空气质量限值 它是空气中污染物的一个理想的浓度，保护
健康和环境免受不利影响。术语“环境”是
指一般的空气质量，不限于污染排放源或其
所在地。设置不同平均时间是为了达到他们
保护的效果。产生的影响或可包括健康、气
味、植被、土壤、能见度、（建筑物或其它
表层）腐蚀等等。基于新的科学发现，环境
空气质量限值可能会随之更新。

加拿大安大略省
环境部

可接受的浓度指导值

健康及其它影响

环境空气质量指导 欧盟环境空气质量指导为室外空气设置了
不同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与目标值，以保护
健康与生态环境。包含了细颗粒物（PM）
限制。

欧盟 健康与生态系统

来源: ARB，2014；DEFRA， 2014； WHO 欧洲办事处， 2000a； 新西兰环境部， 2002； 安大略环境部 (2012)； 欧盟委员会， 2008；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11； USEPA 4区， 2014。

2.1.1 目标

旨在制定/加强空气质量标准，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建立
可持续运行的国家与地方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便于知悉空
气质量水平。

2.1.2 空气质量标准

空气质量标准有诸多定义与相关术语，例如目标、指导
值、限值、导则（表2.1）。通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相关
定义梳理可知，它们都包含以下关键要素：

• 目标：通常为保护一般公众（或敏感人群）健康，保
护环境；

• 污染物水平、均值、时间与形式：最大浓度限值，超
标次数限制；

• 时间：浓度均值时间范围，达标期限；
• 强制/自愿：明确是否为强制实施，或用于指导/建议

资源管理策略；以及
• 地理边界：城市/省/国家，特别区域和/或保护区

1 粒径小于 10µm的颗粒物
2 粒径小于 2.5µm的颗粒物

3 近地面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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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指导框架文件清晰，不同的术语（标准、限值、目
标与指导值）未分开分类，也不区分强制标准与自愿性标
准，而是笼统称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后，指导框架中
应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空气质量标准是由法规制
定者规定并施行的空气污染物的水平，例如浓度或沉积水
平”。各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可能不一样，或高于或低于
WHO指导值（WHO，2000a）。

2.1.3 空气质量标准在空气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无论如何定义和建立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概念在空
气质量管理或空气污染控制系统中无疑是非常关键的。

事实上，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是伴随1970清
洁空气法案修订案，成为空气质量管理系统的基石（图2.1
）（Bachmann，2007； Chow等， 2007）。

空气质量管理理论

科学研究

建立目标 确定减排量

执行与实施策略

制定达标计划

监测源清单
分析与模拟

给各排放源类别分配减排
任务，制定实现减排目标
的执行计划（州执行计划）

追踪与评估结果

达标日期（空气质量达标
与排放达标）受体模型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源排放须符合许可证要求

图2.1 空气质量管理概念框架
来源：Bachmann， 2007.

政策（包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同时应
当考虑制定和实施空气质量标准的成本，从而分析它的经
济效益(Anderson 和 Ostro，1982)。标准的执行会减少
糟糕的空气质量所致的社会成本—死亡率与健康寿命年损
失—也可带来经济成本的减少—住院、急诊与门诊人数、
旷工天数。上述情况带来的损失包括过早死亡及因健康状
况带来的暂时的或永久性工作能力缺失（新西兰经济研究
所 [NZIER]， 2009）。

在评估空气质量标准的经济效益时会有不确定性；然而，
各种评估结果都显示实施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效益要远高
于控制措施成本。美国环保局（USEPA）2006年对国家环
境质量标准中PM指标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例子表明，每年因
PM污染减少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40-400亿美元，而成本
仅为30亿美元。尽管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效益的量化是基
于因PM污染水平降低带来的过早死的减少，并将死亡风险

降低的货币化价值（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2013）。
如果到2020年PM能够完全达标（2012年修订标准），经
济效益则高达29亿美元（USEPA，2012）。欧盟空气污染
治理系统策略2005年确立，旨在大幅度减少O3 和 PM2.5的
健康影响，以及酸沉降与富营养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据
预测，到2020年该策略每年带来的健康与非健康效益的
总和可达420-1360亿欧元（取决于减少颗粒物污染致死
需要的货币化价值）。平均到欧盟人口的单位健康效益（
年均94-301欧元）超过了成本（年均15欧元）的6到19倍
（Holland 等，2005）

2.1.4 建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日本与德国是最早引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国家。日本
早在1932年就设立了PM标准，1969年又设立了SO2标准
（Wilkening，2004；MOE，2013）。西德在1964年设立
包含SO2、PM、尘、NO2与CO指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Bruckmann等，2014）。同时，苏联共和国（USSR）、
波兰、加拿大、罗马尼亚也很早就开展了SO2研究，美国
西海岸加州也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Stern，1964）。加州首次在全州实行的空气质量标准
可追溯到1959年，加州空气资源局确立了包含总悬浮颗
粒物（TSP）、光化学氧化剂、SO2, NO2 与 CO的标准
（ARB， 2014）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在 1 9 7 2 年 首 次 提 出 空 气 质 量 指 导 值
（AAQGs），后于1987年、2000年、2005年分别更新
（WHO，1972；1987；2000a；2000b；2005；2006）。各
版（1972，2000b，2005与2006）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
都被全球所接受，而1987年与2000a版仅限于欧洲。这些
指导值旨在为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免受环境污染损害提供
基础，并指导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决策
（WHO，2000a）。随着空气污染流行病学、毒理学和风
险评估办法方面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累积，WHO不断发展和
修订指导值。

在WHO早期版本的指导值中，每个污染物仅在特定时间范
围内设置了一项指导值。但在最近更新的版本中，逐步补
充了中期目标的概念，鼓励污染水平较高的国家降低污染
水平并实现健康风险的大幅减少（表 2.2）。

表2.2 WHO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总览(µg/m3)

指导值/中期
目标

PM10 PM2.5 O3 NO2 SO2

年均
24小
时平
均

年均
24小
时平
均

最大8小时均值 年均
24小
时平
均

24小
时平
均

10分钟

WHO IT-1 70 150 35 75 160 125

WHO IT-2 50 100 25 50 50

WHO IT-3 30 75 15 37.5

WHO AQG 20 50 10 25 100 40 200 20 500

备注：AQG –空气质量指导值；IT –中期目标。
来源：WH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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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指导值面向全

世界旨在最终实现空气质量

全面达到对公众健康无害的

水平。但同时，WHO也意识到
政府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
设置本地空气质量标准而非
直接照搬指导值。

•  
 

• 敏感人群：相比一般人更为脆弱、易受影响的
人群，例如儿童、老人与残疾人；对环境或处于
器官发育特定阶段更为敏感的人群
• 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表现：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反
应与存留时间
•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表现：物质进入环境后生物
累积与降解的能力
• 自然水平与波动：由不可控自然源自然发生或
进入大气导致（如火山、沙漠、森林大火）的污
染物浓度水平与波动
• 技术可行性：防控污染排放的技术成本与技术
可得性

来源： Haq 与 Schwela，2008.

专栏 2.1
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考虑的因素

WHO空气质量指导值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对公众健康无
害的空气质量水平，但同时，WHO也意识到政府应该结
合自身的情况来设置本地空气质量标准而非直接照搬指导
值。WHO进一步认为，根据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管理能
力所处不同阶段，各国要尽量平衡健康风险、社会经济与
政治条件。

政府在设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一般要考虑科学、社
会、技术与经济等多项因素（Haq 与 Schwela，2008） 
（专栏 2.1），也会额外考虑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其它国
家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境流行病学研究、WHO指导
值等因素（Vahlsing 与 Smith，2012）。亚洲空气质量标
准主要是参考美国标准和WHO指导值制定的；因而，本指
导领域也引用了WHO与EPA标准制定和更新过程。

美国在1970年修订清洁空气法案不久，便于1971年首次
颁布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WHO首次发布指导值
时间（1972年）相近。据法庭裁定，美国清洁空气法案
在制定与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禁止考虑达标成本，
促使美国环保局能够将公众健康保护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Anderson 和 Ostro，1982）。但是，美国的标准仍分为

两级：一级标准保护公众健康，包括保护敏感人群的健康
如哮喘病人，儿童和老人；二级标准是保护公共福祉，包
括能见度、动物、农作物、植被与建筑（USEPA，2014）（
表 2.3）。每五年要重新审定标准，如有必要则进行修订。

表 2.3 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总览

污染物 一级/二级 均值时间范围 水平 形式

CO 一级
8小时 9 ppm

每年不能超标1次以上
1小时 35 ppm

Pb 一级和二级 3个月滑动平均 0.15 μg/m3 不能超标

NO2

一级 1 小时 100 ppb 日最大1小时浓度的98百分位数，3年均值

一级和二级 年均 53 ppb 年均

O3 一级和二级 8小时 0.075 ppm 全年日最大8小时浓度从高到低排位第4的值

PM2.5

一级 年均 12 μg/m3

年均, 3年平均
二级 年均 15 μg/m3

一级和二级 24小时 35 μg/m3 98百分位数，3年均值

PM10 一级和二级 24小时 150 μg/m3 1年不能超标1次以上，连续3年

SO2

一级 1小时 75 ppb 日最大1小时浓度的99百分位数，3年均值

二级 3小时 0.5 ppm 1年不能超标1次以上

Source:来来源：USEPA， 2014. USEPA, 201

2.1.5 修订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因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时间很长，考量其修订过程
很有必要。《清洁空气法案》要求每五年审定标准一次，
如有需要则进行修订。修订过程有五个主要步骤，所有的
文件与草案需要报送清洁空气科学委员会（CASAC）进
行严密的、科学的评估。修订过程中还需举办公众听证
会，讨论修订提议（表 2.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过程（如上述说明）可能花费较
大，因此在亚洲的不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可能不能立即完
成。这种情况下，建议这些国家在标准制定和修订时可以
参考WHO、USEPA和/或其它发达国家的成果。因为WHO
的空气质量指导值与中期目标是基于严谨的科学发现与决
策过程制定的，因此这些国家可以直接参考以作为设定标
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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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过程总览

阶段 描述/活动

计划 举办科学政策研讨会，收集科学界和公共政策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以形成修订方向。
然后USEPA准备一项综合修订计划(IRP)来指导修订工作，包括整个修订工作的时间表、修
订步骤、政策相关的关键科学问题。

综合科学评估（ISA） 该评估对政策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包括对风险与暴露评估方面重要的
关键科学判断。

风险/暴露评估
（REA）

基于ISA的建议，REA开展与人体健康与环境相关的暴露和风险定量特征分析，对比当前空
气质量条件和考虑的新标准达标情况下的差别。风险暴露分析也包括评估的不确定性特征
分析。

政策评估
（PA）

根据清洁空气法案规定，政策评估为：USEPA高级管理团队对新政策选项的科学基础进行
透明的内部分析，帮助实现管理者意见与ISA&REA科学评估的一致。这样进行政策评估是
为了在现存标准和修订的基础上将CASAC的科学和政策建议进一步呈现给环保局和决策
者。
政策评估主要针对标准的基本要素进行审定，包括污染物指标、均值时间范围、形式与水
平。

确定准则 基于ISA、REA、PA和CASAC的建议，USEPA准备并发布NAAQS修订决策相关的通知。
其后会有一段公示期，期间通常会举行公众听证会，最后才形成 EPA的最终规定。

来源： USEPA， 2014.

2.1.6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发布或修订标准仅仅是一个开始。管理者需要相应的职
权来确保实施和达标，也需要考虑控制策略的成本。这
个过程可能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易
达到标准水平的污染物来说。美国的情况是标准制定后2
年，USEPA必须基于最近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识别和划定
达标区和非达标区。相应地发展了两种州执行计划，达标
区需要制定保持达标的州执行计划，非达标区则要制定实
现达标的州执行计划。类似的管理系统欧洲也在执行，在
可能超标的地区需要加强监督，并制定该地区的空气质量
管理计划，说明未来怎么达标。

空气质量管理中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多种污染物控
制。了解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复杂反应及相互影响对于空
气质量改善和避免负面影响至关重要（Scheffe等，2009
；Chow和Watson，2011；Cao等，2013）。很多污染物可
以协同控制。例如，SO2、NOx和CO减排也会带来CO2

、O3和PM减排效果。相比对标准中的单个污染物进行控
制，协同控制方法成本有效性更高。

管理者需要相应的职权来确保实施和达标，也需

要考虑控制策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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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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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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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
2-

NH4
+

图2.2 多种污染物及其不利影响
来源：Cao 等，2013.

图2.2显示了不同污染来源及其一次污染物、转化产物（中
间产物）在大气中互相联系与反应，以及主要污染物的影
响的简化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每种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存
留时间不一样——例如，超微粒子在空气中仅存在几分钟

到几小时，但是CO2和一些温室气体则可能存在一百年以
上。此外，暴露浓度水平、时滞、持续时间会决定其不利
影响的程度。空气质量管理要考虑PM2.5与其它不同的污染
物之间产生的反应及其影响。

2.1.7 空气质量监测

表 2.5 空气质量监测的一般目标

基本目标 特定目标

向公众及时发布

评估短期污染水平

形成空气质量指数（或其它数据传播的工具） 

预测预报

达标

确定达标水平

观察污染趋势 

制定污染控制策略

分析浓度升高的程度和原因

加强对大气污染物和污染源化学与物理特性的理解

评估污染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支持国家/国际公约或行动

研究

识别污染生成与变化特征

评估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评估对能见度、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影响

模型验证/校正

发现新污染物质

来源： USEPA，2013 ； 引用自ADB 与Clean Air Asia， 2014.

有效空气质量管理的另一大关键要素是持续、有效率的空
气质量监测系统。空气质量常规监测为检验环境空气质量
是否达标、评价空气污染水平趋势和暴露情况、空气质量
管理政策措施的进展与有效性评估等提供数据基础。只有
有效的监测系统才能够提供充分、可靠的空气质量数据，
为空气质量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专栏2.2）。监测系统/项
目也需要具备成本有效性；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软硬件
资源；可适应本地的需求与条件（WHO，1999）。

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主要应当依据其目标来设计。设计方案
要确定：监测网络的规模和详情（包括设备）；选址和采
样站数量；采样时长和频率；以及最重要的——运维监测
网络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空气质量监测活动的目标可分
为三类：及时向公众发布，达标评估与研究（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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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常规监测为检验环境空气质量是否达标、评价空气
污染水平趋势和暴露情况、空气质量管理政策措施的进展与有
效性评估等提供数据基础。

1	 基于监测目标规划与建设的监测网络，能够很好地代表目前的空气质量状况
2	  严格执行QA/QC程序
3	 空气监测网络的可持续运行
4	 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信息
5	 向决策者提供空气质量信息

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ADB）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2014.

专栏 2.2  有效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重要特质

空气污染及其来源在自
然界中较为复杂；需要空气
质量监测项目保持动态——
定期更新并完善，保证所有
因素都考虑到。

表2.6 国际通行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项目技术导则

发布机构 标题/链接

WHO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健康影响评估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0/119674/E67902.pdf 

USEPA

空气规划与标准
http://www.epa.gov/airquality/montring.html  
PM2.5 与 PM10暴露监测网络设计与优化指南
http://www.epa.gov/ttn/amtic/files/ambient/pm25/network/r-99-022.pdf 
PM2.5监测网络连续监测指南
http://www.epa.gov/ttn/amtic/files/ambient/pm25/r-98-012.pdf

EU
大气污染监测指导(Directive 2008/50/EC)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8L0050&from=EN

斯德哥尔摩环境
研究所 （SEI）

全球大气污染论坛（GAPF）空气污染监测手册
http://www.sei-international.org/rapidc/gapforum/html/projects.php

加拿大环境部
国家空气污染监测项目
http://www.ec.gc.ca/rnspa-naps/

来源： ADB 与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汇编， 2014.

目前针对空气质量监测项目/网络的设计和运行有不同的技
术导则，包括来自于WHO、USEPA和 EU等（表2.6）。空
气污染及其来源在自然界中较为复杂；需要空气质量监测
项目保持动态—定期更新并完善，保证所有因素都考虑到
（ADB 和 Clean Air Asia，2014）。这些导则在采用站点
数、监测仪高度等具体建议上不一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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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建立覆盖多种要素的QA/QC方法与程序是好的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的另一重要特征（表 2.7 和 2.8）。质量保

障是验证测量结果精度、准度和可靠性的外部程序。质量
控制是评估和维持测量结果精度、准度和可靠性的内部程
序(Chow 等，2012)。-

表 2.7 质量保障与控制的关键要素

质量保障 质量控制

• 审计系统保障现行的操作符合流程规范
• 通过外部标准绩效审计评估产出
• 实验室内部比对同步采样结果
• 参照资料进行干扰评估

• 定期修改标准操作规程(SOPs)
• 定期比对标准做设备校准
• 定期参照操作标准进行零点、量程调节
• 重复分析
• 交叉对比
• 内部一致性检验

来源： Chow 等，2012.

Source: Chow et al., 2012

表 2.8 质量保障/质量控制程序的关键要素

QA/QC内容 覆盖要素

开发监测网络运行细则

数据质量目标

测量方法

设备选型与操作

选址（站点分类、分布、选址）

采样系统（箱体、监测仪布置）

评估是否达到导则要求（标准操作
规程与校准）

站点与分析设备操作（去站点现场、确保按照操作流程、预防性维护）

校准（一级与二级校准标准、校准频率、校准流程、与调零/调量程）

校正保证合规

系统审计与站点绩效(包括独立验证)

数据验证

记录（记录/登记本与操作手册）

人员培训与技术支持

来源： USEPA， 2013 与 Watson 等，2013

2.2质量标准与监测发展阶段

为了使城市能够通过制定与加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保护公
众健康与环境，通过可持续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更好
地了解空气质量现状，表2.9与2.10列出了帮助国家与城市
识别其在标准与监测方面所处阶段的关键指标。

表 2.9旨在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不同阶段

阶段 指标

不完善 没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发展中 仅有针对部分主要污染物的标准。监测系统不定时监测达标情况。没有标准修订程序。

逐渐形成
设置了所有标准污染物的标准。为达到更为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采取分步骤计划。开展空
气质量达标的常规监测，评价是否达标。与其他部门/发展规划之间建立联系。有不定时修订空
气质量标准的程序。

成熟

针对主要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和中期目标；对其合规
性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定期向公众发布，定期评估达标与非达标区域。
定期审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将其与其它部门的发展规划相对接。正在考虑制定针对标准污染
物以外其它污染物的标准。

完善

对标准污染物和其它有毒污染物采取强制性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空气质
量指导值和/或中期目标值，对其合规性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定期向公众发布。 
定期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至少五年一次）以改善和保护敏感人群和特定地区。在修订时应考
虑多种污染物控制方法。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并进行定期评估。加强对非达标区的监测，并根据
达标情况评估污染控制策略。根据空气质量是否达标来制定发展/部门规划与政策
（如机场扩建、车辆排放标准及其它）。

下面为需要考虑的关键指标：
• 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与其它目标对接
• 建立完备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 监测达标情况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程序
•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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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加强空气质量监测的不同阶段

阶段 指标

不完善 未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发展中
仅基于项目或临时开展监测活动，数据仅供少数相关者使用。监测数据用于判定是否达标，但是
不足以划定达标区与非达标区。人力资源、技术能力与资金资源可供开展基于项目的监测或不定
时监测活动。

逐渐形成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涵盖部分污染物和热点地区。空气质量监测有质量保障/质量控制程序，并有
潜力严格实施。有充足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对主要污染物和热点区域进行监测。

成熟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涵盖所有标准污染物，包括各种监测点类型：背景站、路旁站、工业和住宅区
监测站点 。严格遵循质量保障和质量控制流程。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相关者进行共享。保证充足
的人力资源，专业技能以及资金资源以维持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覆盖多种污染物监测与不同站点
类型）的运行与维护。有筹资行动来获取政府外部资金支持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完善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涵盖所有标准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有毒污染物等其它污染物类型。依
据城市人口、面积和特点建设相当规模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不同的站点类型必要时可能会覆盖
到敏感受体点。
为维持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运维提供人力和资金等充足资源。严格遵循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流
程。推出了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审查程序。
建立了向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公众、政府、媒体、学术界、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开发银行和
基金会）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相关传播机制。制定了筹资策略，并获取不同的资金来源支持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的可持续运维。

2.3 问题与挑战

尽管有国际资助和机构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亚洲空气质
量标准与监测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存在。下文详述了这
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是自以往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
讨论、亚洲清洁空气中心项目发现、咨询空气质量管理利
益相关方、在线索引等渠道总结（SEI 等， 2004；ADB和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2014）。

空气质量标准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亚洲22个国家仅有
2个国家没有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尽管这些已有的标
准中不少已经制定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要实际落实到空
气质量改善至无害水平以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以及敏感
人群，还有很大挑战。表2.11总结了亚洲国家标准中的部
分污染物指标。而一些国家的标准中或还有其它污染物指
标。

表格 2.11 亚洲部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分污染物指标）汇总（单位µg/m3，除非格外注明）

国家

PM2.5 PM10 TSP SO2 NO2 O3 CO (‘000)
24 小
时平
均

年均
24 小
时平
均

年均
24 小
时平
均

年均
1 小
时平
均

24 小
时平
均

年均
1 小
时平
均

24 小
时平
均

年均
1 小
时平
均

8 小
时平
均

1 小
时平
均

8 小
时平
均

阿富汗 - - - - - - - - - - - - - - - -

孟加拉国 65 15 150 50 - - - 365 80 - - 100 235 157 40 10

不丹 - - 100 60 200 140 - 80 60 - 80 60 - - 4 2

文 莱 达 鲁 萨 兰
国

- 15 150 40 - - - - - - - - - - - -

柬埔寨 - - - - 330 100 500 300 100 300 100 - 200 - 40 22.9

中国一级标准1 35 15 50 40 120 80 150 50 20 200 80 40 160 100 10 -

中国二级标准 75 35 150 70 300 200 500 150 60 200 80 40 200 160 10 -

斐济 50 350 200 150 150 10

中国香港特区 75 35 100 50 - - - 125 - 200 - 40 - 160 30 10

印度2 60 40 100 60 - - - 80 50 - 80 40 180 100 4 2

印度3 60 40 100 60 - - - 80 20 - 80 30 180 100 4 2

印度尼西亚 65 15 150 - 230 90 900 365 60 400 150 100 235 - 30 -

伊朗 25 10 50 20 96.94 18.34 39.48 100 40.075 10.575

日本 35 15 100* - - - 261.6 104.64 - - 75-113 - 117.72 - - 23

老挝 - - 120 50 330 100 780 300 100 320 - - 200 - 30 10.26

马来西亚4 - 35 150 50 260 90 350 105 - 320 75 - 200 120 35 10

蒙古 50 25 150 50 150 100 - 20 10 85 40 30 - 100 30 10

缅甸 - - - - - - - - - - - - - - - -

尼泊尔 40 - 120 - 230 - - 70 50 - 80 40 - 157 - 10

巴基斯坦 35 15 150 120 500 360 - 120 80 - 80 40 130 - 10 5

菲律宾 75 35 150 35 230 90 - 180 80 - 150 - 140 60 35 10

菲律宾5 50 25 150 60 230 90 - 180 80 - 150 - 140 60 35 10

韩国 50 25 100 50 - - 392 131 52 188 113 56 196 118 29 10

新加坡6 37.5 12 50 20 - - - 50 15 200 - 40 - 100 30 10

新加坡7 25 10 50 20 - - - 20 - 200 - 40 - 100 30 10

斯里兰卡 50 25 100 50 - - 200 80 - 250 100 - 200 - 30 10

泰国 50 25 120 50 330 100

780	

(0.3	

ppm

300	

(0.12	

ppm)

100	

(0.04	

ppm)

320	

(0.17	

ppm)

-

57	

(0.03	

ppm)

200	

(0.10	

ppm)

140	

(0.07	

ppm)

34.2	

(30	

ppm)

10.26	

(9	ppm)

越南 50 25 150 50 200 140 350 125 50 200 - 40 20 120 30 10

备注: 单位为 µg/m3， 除非格外说明。

Pb = 铅； PM10 = 粒径小于或等于 10 µm的颗粒物； PM2.5 =粒径小于或等于 2.5 µm的颗粒物；中国一级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

殊保护的区域，中国二级标准适用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1]= GB3095-2012 | 2016年在全国实施; [2]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适用于工业区、居住区、农村地区与其他地区； [3] =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适用

于生态敏感区（中央政府划定）； [4] =2015中期目标 [5] = DAO 2013-13 | PM2.5 2016年收紧标准； [6] = 2020年新加坡目标； [7] = 长期目标。

*定义为环境空气中通过100%效率的粒径筛选入口，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率的µm 的颗粒物

臭氧 （O3） ppb 到 µg/m3转换系数： 1.962  二氧化硫 （SO2）ppb 到 µg/m3转换系数： 2.616

一氧化碳（CO） ppb 到 µg/m3转换系数: 1.145 二氧化氮（NO2） ppb 到 µg/m3转换系数： 1.880

来源：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据不同来源信息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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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没有空气污染方面的全球目标/路线图/框架（类似气候变
化领域的《京都议定书》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或臭氧层消耗物质控制的《蒙特利尔公约》），因此也没
有相应的全球性的空气质量指导值或标准（例如WHO指
导值和中期目标）。

国家与城市还未将空气质量标准与其他相关行业标准（如
机动车与燃油质量标准）对接。亚洲少数地方政府（省、
市）制订了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机动车排放标准与燃油质量
标准。因为有的国家政府政策往往在推行至全国范围之
前，在一些重点城市率先推行更严的政策。印尼的雅加达
就是如此，该市的SO2（24 小时平均）、NO2 （24 小时平
均与年均）与 O3 （年均）标准都严于印尼其他城市（亚
洲清洁空气中心，2010）。

管理与技术

空气污染与其它环境与发展问题（包括市政固体废弃物，
应对洪水，获取清洁饮用水等）存在“竞争”。

环境执法与标准执行也普遍较弱。因而，空气质量标准的
达标评估技术能力不足，在标准与政策的执行中利益相关
方参与也不够。

空气质量管理政策与其他行业政策与规划的目标不太相结
合。促进特定行业发展（如汽车行业）或工业扩张的经济
目标会和空气污染减排目标相左。

一些亚洲国家5年以上没有更新和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有的国家即使目前的实际浓度水平早都能达标了，其
标准中污染物浓度限值还远远高于WHO指导值。这样其
实就是维持污染水平，而未向进一步改善做努力。

资金

资金对空气质量标准的限制往往不在于标准制定而是执
行，特别是确认达标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缺少资金。也缺
乏资金支持暴露风险、政策回顾、污染控制策略相关的本
地研究，而这些对于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都是非常重要

的。

空气质量监测

虽然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该地区有更多的空气质量数据，
但是空气质量监测的问题仍然存在。

制度

各层级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与一般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与结果的注重程度还是有限。这与政府的重视程度
也有关系，空气污染问题并非总受重视，也就使得利益相
关方参与、对空气质量监测的投资不足。

与利益相关者合作不足。不同监测单位之间缺乏或没有协
调，没有标准操作规程和统一的监测网络与设备。较少参
与区域空气质量监测活动，私营部门与学术界的参与和投
入不足。

管理与技术

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人员配置不足。工作人员还要负
责其他环境监测与发布的工作。空气质量监测要求使用复
杂精密仪器并对大气科学的技术知识有良好储备。有时候
专门培养了空气质量监测岗位的人员，又快速流失了，这
样单位也失去了技术与知识储备。

对新员工的培训和对老员工的技术加强培养不足，这导致
了空气质量监测中频繁出现技术问题——例如校准、质量
保障与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等。

空气质量监测相关的技术能力缺失——包括气象数据监
测、数据管理技巧、监测设备维修与故障检修。

资金

空气质量监测的资金不足或难以为继。几乎所有亚洲国家
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都受到过国外资金支持或技术援助。
其中一些项目在没有资助后就立即停止了。尽管一些国家
和城市也开始投入大量本地资金，但是因为缺乏长期可持
续计划，监测也未能维持。

2.4 空气质量标准与空气质量监测发展路线图

下表中详述了能够帮助亚洲国家与城市克服问题与挑战，
进一步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空气质量监测发展的措施
（表 2.12 为标准 ， 表 2.13 为监测）。

表 2.12发展路线图与政策建议：实施更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不完善

管理步骤
•  开展大规模宣传倡导与公众意识提升活动，使得空气污染问题进入公共议程并推动制定和实施空气
质量标准的政治决策[参照指导领域4空气质量传播]。
•  组织利益相关方会议和公众意见征求研讨会，使集体方案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能获得更广泛的认
可并让主要利益相关方参与—空气质量专家、流行病学专家、毒理学家、医学专家、生态学家、环境
经济学家、行业代表、政府相关部委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公众）。咨询程序和意见收集或可增加标准
的接受度和合理性，确保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有效实施。
•  明确思想领袖、决策制定者与影响者，确保空气质量标准与其它部门的政策相联系。
•  建立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利益相关方的技术团队，审查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进展。该团队可
为小规模工作组，包括政府人员、顾问或高校专家。

技术步骤
•  根据下面因素确定污染物指标和浓度平均周期：
  o  污染物来源、潜在暴露情况是否会造成大规模问题
  o  健康影响方面的重要信息（如WHO 指导值、USEPA 标准文件、其他流行病学研究）
  o  空气污染水平历史趋势（如城市化和动力化使PM2.5水平升高）
  o  国际上和亚洲区域周边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差不多）标准

发展中

管理步骤
•  持续性的宣传活动，保持公众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兴趣以及要求制定对所有标准污染物更为严格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通过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并公布其进展，加强空气质量标准的执行[参照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
•  加强空气质量管理政策与其他行业政策/规划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如交通、能源、工业及其他）

技术步骤
•  国家层面编制空气质量监测规划与方法来指导城市
•  加强监测系统的能力建设，以覆盖特定关注的污染物，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监测，确保主要
城市至少有1个监测站点具备能够划定与评估达标区与非达标区
•  培养能力进行不定期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是空气质量管理中
密切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附件I中呈现了简化的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进阶步骤”，并且通过案例分析来
给政策建议提供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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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发展中

管理步骤
•  持续性的宣传活动，保持公众对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关注及要求收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通过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并公布其进展，加强空气质量标准的执行[参照指导领域5]
•  加强空气质量管理政策与其他行业政策/规划的协调（如交通、能源、工业及其他）

技术步骤
•  国家层面编制空气质量监测规划与方法来指导城市
•  进行监测方面的能力建设，确保主要城市至少有1个监测站点具备监测主要空气污染物的能力，能够
划定达标区与非达标区
•  培养能力进行不定期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

逐渐形成

管理步骤
•  加强空气质量标准的执行
•  在制定其它部门规划时考虑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技术步骤
•  在区域与城市划定达标区与非达标区
•  基于空气质量水平、合规与达标情况划定城市群或区域
•  评估清洁城市实施更清洁标准的可能性
•  针对标准和其它污染物分阶段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并进行评估和审定
•  加强定期回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能力建设

成熟

管理步骤
•  基于健康数据监测建立动态健康数据统计库[参考指导领域3健康与其它影响]

技术步骤
•  定期评估达标区与非达标区
•  做一个全面的文献调研，了解国内外与政策最为相关的科学知识与文献（风险与暴露）
•  与学术与技术团体合作开展风险-暴露评估
•  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至少每五年一次）并定期评估达标情况
•  寻求学术与科研团体、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的支持来解决政策相关问题，形成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修订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完善

管理步骤
•  实施空气污染治理的国际目标
•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和/或过渡期目标为标准污染物和其他有毒污染物设置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  向公众介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成本与效益

技术步骤
•  开展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参照指导领域3 健康与其他影响]
•  定期回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至少每五年一次或当世界卫生组织修订空气质量指导值的时候）
•  评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其他部门规划之间的关系

表2.13 发展路线图与政策建议：加强空气质量监测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不完善

管理步骤
•  编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如果还未实施的话），开展空气质量常规监测
•  为支持标准编制开展监测
•  确定监测与数据质量目标
•  识别工作人员的能力，技术与培训需求
•  与当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空气质量监测活动合作

技术步骤
•  基于预算与人力资源选择空气质量监测设备
•  培养简易监测的能力（例如人工采样），优先监测污染热点区域
•  为至少一个监测站点建设主要污染物监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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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发展中

管理步骤
•  创造与其他部门（如健康、交通）合作的项目机会，建立与空气质量监测活动的联系
•  提升监测目标与数据质量目标
•  通过识别技术与培训加强人员能力
•  开始向公众报告数据 [参照指导领域4空气质量传播]
•  与本地和国际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研究
•  识别空气质量监测活动的资金来源
•  编制空气质量监测计划与导则
•  提供持续培训机会保障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提升

技术步骤
• 扩大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根据监测目标与标准增加更多站点，或更多监测指标、或改善监测频

率
• 国家层面制定QA/QC计划、标准操作规程、指南指导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 制定QA/QC措施
• 提升数据管理与监测数据在健康评估方面的使用
• 培养将监测用于空气质量模型的能力--例如扩散模型[参照指导领域2 污染源清单与模型]和健康

评估[参照指导领域3 健康及其它影响]

逐渐形成

管理步骤
• 制定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可持续运维计划，包括维持资金、设备升级和人力资源
• 加强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机制，增强公众意识[参照指导领域4 空气质量传播]
• 与其他国家监测活动开展合作
• 确保开展外部资源筹资活动

技术步骤
• 在空气质量数据处理与模拟方面与气象部门合作，互享专业资源
• 加强空气质量模拟工作能力[参照指导领域2污染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 将数据用于健康评估[参照指导领域3 健康与其他影响]
• 将空气质量数据用于空气及其它行业相关政策有效性评估[参照指导领域5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扩大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系统，包含更多相关污染物用于达标和健康影响分析
• 开展持续的监测技术培训
• 与亚洲其它国家分享专业技术与知识
•  执行空气质量监测系统QA/QC流程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成熟

管理步骤
•  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可持续运维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系统
•  制定资金策略，从不同的来源筹资以支持监测系统的可持续运维
•  通过访问与邻国建立合作网络分享数据，技术知识

技术步骤
•  加强空气质量模拟技术能力，包括空气质量预测与健康影响评估
•  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系统优化，包括对选址、布点的评估
•  确保监测系统的规模与覆盖范围

完善

管理步骤
•  与国外合作建立区域空气质量监测中心

技术步骤
•  在资金和能力充足的情况下，通过精细或替代的空气质量监测办法来探索和投入相关研究（例
如监测超级站和遥感），以便加深对二次PM生成机制与区域传输的了解
•  参与区域协同/合作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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