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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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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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导领域2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3.1 介绍
本指导领域将阐述如何编制精确、可靠的污染源清单
（EI），并将其应用于评估人体暴露与环境影响的模型。
清单信息对于制定控制工业和交通相关排放源的措施，并
最终实现排放达标非常重要。源解析（SA）是一种评估
特定污染来源对空气污染（受体点）浓度贡献的有效科学
方法。本指导领域也包含了亚洲城市与区域的问题与挑战
分析，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挑战的有效方法建议和发展路线
图。

3.1.1 目标

旨在编制源清单，将其应用于源解析与扩散模型，为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CAAPs）及相关环境政策提供指导；加强
空气质量管理，为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评估提供扎实基础，
以保护人群健康与环境。

3.1.2 源清单、源解析、模型模拟在空气质量管
理框架中的作用

本指导领域在空气质量管理中最为重要，只有了解污染来
源的量化信息才能知道如何通过恰当的控制措施相应地减
少排放，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避免其对环境与健康的不
利影响。因此，在需要关注的地区（例如空气质量标准非
达标区），需要识别减少哪些源的排放能给空气质量带来
显著改善。源清单和源解析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

 
该指导领域旨在编制源清单，将其应用于源解析与扩散模

型，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及相关环境政策提供指导；加强空

气质量管理，为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评估提供扎实基础，以保

护人群健康与环境。



2 3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源清单就是按污染源划分的污染物清单——包括温室气
体（GHGs）、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其它特定来源在
一定时期内向大气中排放的（或可能排放的）污染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欧盟环境署[EEA]
，2013；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2008年）。EEA
认为源清单是可以帮助确定控制重点与明确空气质量管理
政策与引导机制目标的有益工具，还能帮助评估潜在健康
环境影响结果，估算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效益为减少污
染的健康与环境影响）[参照指导领域 3 健康及其他影响] 
（EEA，2013)。清单有助于评估和识别重点长期减排措
施，估算未来排放量与目标排放源。可以在国家层面编制
源清单，也可以在小一些的范围（如城市）编制（SEI， 
2008）。

源清单信息能够用于建立排放趋势（需要定期更新清单），
并通过扩散模型模拟空气污染浓度，找出热点区域和暴露
区域（美国环保局[USEPA]，2014a）。空气污染浓度地
图、结合人口分布密度和健康状况的基线信息，可以指导
决策者设计并 实施法规和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参照指导领
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源清单、扩散模型、污染贡献源解析等多方面信息互补，
对于分行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非常重要[参照指导领

本指导领域在空气质量管理中最为重要，只
有了解污染来源的量化信息才能知道如何通过
恰当的控制措施相应地减少排放，降低空气污
染物浓度，避免其对环境与健康的不利影响。

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源解析是确定受体点不同污染源
类型对空气污染贡献比例的方法（EEA，2005； 欧盟委员
会[EC]，2014）。源解析工作包括环境采样、大气颗粒物
和/或污染气体测量、实验室分析污染物的化学组分，结
果可用于验证和改善源清单数据（加拿大环境部，2013）
。化学特性帮助了解受体点污染物组成，识别污染来源类
型，包括初步源清单未确定的一些污染源，如餐饮油烟、
二次颗粒物与气体。

但是清单和解析的结果应用不尽相同。清单结果为不同源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质量/时间单位），可用于扩散模型对
受体点的空气污染浓度进行模拟（质量/体积）。源数据
（质量/时间单位）是扩散模型或源模型的输入参数，空气
污染浓度数据是模型输出的结果。相反，源解析受体模型
则是反向建模，得出相关的源对环境浓度的贡献（质量/体
积）（Guttikunda，2011）。源清单与源解析可在数值
模型中综合应用，用于估算实施建议的控制措施或将带来
的污染物浓度变化。

整体来说，有效的空气质量管理需要持续提升对污染源的
了解，知道污染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源对于环境空气污
染的贡献多大。

3.1.3 源清单与源解析的方法

源清单与源解析都可以采用由上至下、由下至上或二者结
合的方法。

由上至下的源清单方法使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参数估算排
放量（如人口、就业、能耗、机动车保有量等），常用
于本地数据缺乏或资源有限的情况（SEI，2008）。附件
II-A（见电子版文件“信息资料汇编”）提供了清单由上
至下方编制方法的一个例子。另一方面，由下至上清单方
法收集本地排放源信息，包括工艺过程、活动水平、排放
因子（EFs）用以估算排放水平。 由下至上清单方法的结
果更为精确，但过程需要更多的资金资源（SEI，2008）。
依照Johnson等（2011）的定义，由上至下方法或称受体
模型源解析方法，是通过对比受体点采样的物理和化学特
征和污染源谱来确定污染来源。可以提供污染来源类别的
信息，找出影响污染浓度的贡献源，找出需要控制的最为
相关的来源类别。另一方面，由下至上或源模型源解析方
法是识别相关排放源，用本地默认参数或本地测量的排放
系数（EFs)、本地排放活动水平来估算单位排放量[质量/
时间单位]。排放因子是特定源的单位平均排放水平。附件 
II-A总结了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资源。

活动水平是指从国际、国家、区域或本地统计信息中得到
的源和排放过程特征的信息。国家和区域排放水平可细分
至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人口、就业、能耗、资源使用、
机动车保有量增长等参数进行估算。将总排放量根据活动
时间（小时数）和每个源的运行情况细分，可以得出排放
的时间变化。

当实际排放量的数据不可用或收集成本过高时就可采用这
种替代法（SEI，2008）。附件II-A提供了清单由上至下编
制方法的一个例子。

必须考虑源清单方法中的重要问题，以评估源清单的可靠
性（见3.3节）。一旦具备了源清单，就可采用扩散模型来
估算受体点的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

源清单与源解析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限制，因此应当互补使
用而不是只取其一。附件II-A总结了两种方法的特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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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受体模型与源模型

图3.1展示了源清单结果与受体点污染物浓度之间的关系。
清单与扩散模型模拟的空气污染物浓度均可以通过空气质
量监测结果验证[参照指导领域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在源解析的源模型识别不同污染来源类别时也需要监
测。预测的浓度可以用于估算环境与健康影响[参照指导
领域3健康及其他影响]。也同样可用于测量暴露情况（浓
度）。源清单与源解析对于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来说非
常重要[参照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规制范围需要
通过立法来确定。基于清单制定的控制措施需要通过恰当
的治理手段来落实[参照指导领域6治理]。

源清单与源解析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限制，因此

应当互补使用而不是只取其一。

一种方法都可以相互验证输出结果，并得出更好的结果。
例如，建立源谱时在排放源附近的测量工作可以验证排放
因子。由上至下方法（受体模型法）可以用于补充清单中

  图 3.1  源解析由上至下方法与由下至上方法关联的示意图

图片引自欧盟委员会, 2013.
3.1.4.1受体模型

基于受体的分析方法称作受体模型（USEPA，2013a），
是通过数理与统计方法比对污染源源谱（物理与化学特
征）和特定范围内受体点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来估算受体
所在地的污染物分布和来源贡献。受体模型——不同于扩
散模型——在估算受体浓度的源贡献时不需使用污染排
放、气象数据和化学转化、沉积机制（USEPA，2013a）。
但是源谱与气象等数据可加强受体模型结果。当考量的范
围内同一类别污染源有多个排放源且特征相同时（例如两
个或多个电厂、两个或多个水泥厂），受体模型不能识别
单个污染源的贡献。受体模型与扩散模型可以互补，将受
体点的浓度影响来源分摊到多个污染源。附件II-B提供了多
种不同受体模型的概览。

未涵盖的源。

图3.1列出了源清单与源解析方法之间的关联。反过来，环
境监测数据也可以验证扩散模型的浓度模拟结果。这些模
型的组合使用可以共同改进污染控制策略。

物理与化学过程

气象学

污染源 受体点浓度

源谱

源模型

受体模型

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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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能够进行的技术分析，扩散模型能够用于
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设计。还能够用于评估减排政策
与策略的影响和有效性。

          图 3.2 扩散模型的基本要素

          来源:	SEI,	2008

3.2 源清单、源解析、受体与扩散模型的发展阶
段

加强量化污染物排放的能力，确定贡献来源，评估当前与
未来的排放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制定。这样的能力
还可以帮助评估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政策的有效性。表3.1
介绍了帮助城市识别自身源清单、源解析与空气质量模拟
所处何种发展阶段的指标。

从不完善阶段到完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考虑的关键
指标包括：
•  编制源清单的能力（如频率、范围和方法）；
•  开展源解析的能力（如源谱可得性和范围）；
•  验证源清单与源解析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  应用简单与复杂扩散模型的能力。

加强量化污染物排放的能力，确定贡献来源、评估当前
与未来的排放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制定。

3.1.4.2 扩散模型或源模型

扩散模型又称为空气质量模拟模型/数值模型（AQSM）
或源模型，是估算空气污染物时间/空间分布的数值技术/
方法。扩散模型的输入参数主要包括排放量、气象与地貌
数据。具体来说扩散模型的参数包括（SEI，2008）：a）
排放源，包括分布和排放量；b）受体点位；c）气象特
征；d）沉积率（若需考虑的话）；以及e）产出需求或要
求何种输出值（如平均浓度）。

当污染物难以监测或监测成本很高时，扩散模型能够提供
很有价值的估算结果，以及地理因素对扩散的影响及其
它。基于模型能够进行的技术分析，扩散模型能够用于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设计[参照指导领域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与监测]。还能够用于评估减排政策与策略的影响和有效性

[参照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最后，扩散模型能用
于重污染的预报，以及当有意外重大有害污染发生时追踪
来源和评估风险（新西兰环境部[MoE]，2004）。

扩散模型的主要目标就是基于可靠的排放估算、使用监测
或模拟的气象数据，模拟受体点的空气污染浓度水平。这
比空气质量监测的成本要低得多。扩散模型可作为空气质
量监测的补充，甚至可以在具备精确可靠的源清单的情况
下完全代替监测活动。空气质量监测与模型能力的对比可
见附件II-A。

去除过程

受体点位

初始浓度
（背景与传输）

源参数排放

估算浓度

总体浓度

空气质量
模拟模型
/数值模型

气象

大气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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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源清单、源解析、受体与扩散模型应用的不同阶段

阶段                                      指标

不完善

没有主要污染物和/或其他污染物的源清单

没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未收集PM排放源谱数据，未开展受体模型源解析

未建立污染物扩散模型

发展中

建立了初步覆盖主要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和/或其他污染物的清单（使用全球空气污染论坛
（GAPF）清单方法或WHO的快速清单方法（RIAS））

通过由上至下方法及默认排放因子、替代数据不定期编制清单

清单结果未得到验证。未制定清单QA/QC手册

未建立颗粒物源谱，未开展受体模型源解析

未应用扩散模型，但是在提高相关能力1

逐步建立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气象监测系统，考虑应用于排放—暴露—影响模型

阶段                                      指标

逐渐形成

结合由上至下、由下而上的方法建立了主要空气污染物源清单，包括主要排放源与越发重要的排
放源

使用默认排放因子或本地研究得出的排放因子

考虑使用更加复杂的方法，例如USEPA和 EEA的方法

在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中运用源清单评估过程与结果

开始计划编制有毒污染物排放清单

对清单结果进行初步验证

不定期或基于科研项目开展主要污染物源解析工作

使用来自外部和本地的文献/研究中的颗粒物源谱。并尝试对受体模型源解析结果进行验证

编制清单与开展源解析时定期实施QA/QC程序

基于气象观测，用静态扩散模型方法进行污染暴露（浓度）模拟

开始探索使用非静态扩散模型

受体模型与扩散模型得出的源解析结果有时匹配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政策的识别基于源清单数据和源解析分析的支持

1 监测站点选址和评价暴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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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指标

结合由上至下、由下而上的方法系统地建立了空气污染源清单（开始包括有毒污染物）。排放因
子部分基于本地实测结果。应用了比GAPF和RIAS更好的方法。排放因子使用了更好的活动数据

定期审核与验证源清单，实施QA/QC程序

空气质量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基于源清单结果

在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中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主要污染物的源解析

开始进行有毒污染物源解析

CMB方法所需的PM源谱数据主要来自本地信息源，包括了本地大多数污染源的源谱。所有季节
都在多个受体站开展空气质量监测。使用CMB、UNMIX和PMF开展受体模型源解析，包括常规源
解析和重污染天气源解析。建立了综合数据库，包括污染源、源谱和环境受体站的观测结果

常规源解析和重污染天气源解析均已开展。受体模型与扩散模型得出的源解析结果匹配性加强1

尝试验证受体模型源解析结果

基于本地数据，开始尝试更复杂的静态模型甚至是非静态模型模拟暴露情况2

扩散模型代入本地土地利用和源谱数据。使用本地测量数据来验证模型结果并评估模型表现

决策者与公众都了解和认可源清单与源解析在空气质量管理中作用

源清单、源解析与扩散模型结果用于评估空气质量政策与措施的进展与成效

预测未来排放与扩散趋势的能力逐渐加强

成熟

阶段 指标

完善

通过由下至上的方法定期编制主要污染物和其它污染物的源清单（例如每年、每两年），包括所
有类型的污染源。尽可能定期地、成本有效地评估排放量

实施QA/QC程序，定期回顾与更新结果

定期（不允许例外）验证源清单

空气质量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基于源清单结果

在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定期开展主要污染物的源解析

定期进行有毒污染物源解析

PM源谱数据主要来自本地信息源，可代表本地大部分污染源

所有季节都在多个受体站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包括常规源解析和重污染天气源解析。使用
CMB、UNMIX和PMF开展受体模型源解析。建立了综合数据库，包括污染源、源谱和环境受体站
的观测结果，定期更新

使用本地数据验证源解析模型与评估效果

平行开展受体模型与扩散模型模拟，得出结果。识别产生两种结果偏差的原因

定期应用和验证静态、非静态及光化学扩散模型等所有模型，用以评估暴露情况，基于气象数据
和本地数据定期更新

开发扩散模型，代入本地土地利用和源谱数据。使用本地测量数据来验证模型结果并评估模型效
果。如果需要则开发新的更适用于本地情况的扩散模型。本地化的或本地开发的模型在可能的情
况下定期更新

源清单和源解析扩散模型综合应用

具备了良好的预测未来排放与扩散趋势的能力

扩散模型结果用于评估空气污染公众健康与环境影响的研究

1 如果结果不匹配，则退回到上一阶段，同样适用于完善阶段。

2 例如土地利用、地形与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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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题和挑战

亚洲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会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管理、技
术和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
程中，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挑战和问题就越少。

制度

没有发展源清单和源解析技术的制度框架。源清单和源解
析大多用于学术目的；没有任何机制来利用这些技术或信
息来制定政策。

源清单、源解析和空气质量模型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制
度性问题是缺乏一个综合行动计划和战略，特别是源清
单、排放、空气质量监测、气象状况和受体模型之间的联
系甚少。这使得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不容易获得各自

有的受体模型都做出同样的假设，例如，排放源组成
的无差别、化学组分之间不反应以及其他（Watson
等，2002）。

• 分析的不确定性。源解析模型分析中的不确定性通常
包括化学样品分析的不确定性（Eurachem/CITAC, 
2012）。

• 缺少本地源谱。亚洲和欧美的排放源相比，燃料组成
与控制技术的差异可能极大。

• 模型验证的必要性。扩散模型的结果需要通过监
测数据进行验证（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DEFRA,2009]）。可能有诸多因素会造成扩散模型模
拟的结果和实测浓度不同。

资金

源清单与源解析都需耗费大量资源。应当依据数据可得
性、时间、人力与资金能力去选择合适的源清单工作方法
（不列颠哥伦比亚环境空气质量部，2013）。空气质量模
型的应用可能是成本较低的选择，因为一些已有模型在中
国和印度等国已经试用过，但是可靠的源清单、气象数据
仍然是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的不可或缺的基
础。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城市的很多其他紧迫需求一样，
充足的资金是空气质量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城市的治理
行动需要与国家发展规划相匹配，以获得国家政府的全额
资金支持。

• 源清单与源解析的数据/信息的可得性和透明度较差。
所需数据的不确定性是清单与解析工作面临的一大问
题。如如果没有被确认，离群值和异常值会增加输入
数据的不确定性（Karagulian&Belis，2012）。在源
解析工作中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建立一定的
标准来处理探测范围之下的浓度数据。对探测范围外
的值进行估算，会给分析结果的质量带来很大影响，
因为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要高于测量值。

• 获取可靠的本地数据有难度，特别是污染源排放活动
数据。在由下至上的清单编制工作中，由于排放源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技术资源有限等原因可能很难获取
可靠的本地数据。而一些现有的二手数据可能时效性
不强。常常不得不使用未经适用性和不确定性分析的
默认排放因子。

• 编制和更新源清单的数据缺乏质量保障。在大部分地
区，二手数据特别是排放源观测数据的质量可能不合
格，但是由于缺乏透明性很难查明数据质量问题。点
源测量往往是在（烟道）底部进行，可能不能很好地
代表顶部的情况。

• 一些清单不包括未来排放情况的预测，或者预测不
准——由于对当地的经济动态变化和发展过程不了
解。

• 更精细源清单的编制需要有排放源和排放过程相关技
术知识。

• 源清单与源解析的分析难度与不确定性。目前，编制
高分辨率的区域源清单需要花费数年，因此空气质量
模拟都是基于比较老的排放数据。因此模拟的结果可
能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到空气质量管理
计划。附件II-A列出了造成源清单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多线性受体模型应用中，空气质量数据可以通过样
本特性检验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因为需要反复进行
空气质量监测的实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花费太高，所
以这种方法在实操中基本上不可行（Hopke，2013）。 

• 模型表现不确定性。受体模型分析依赖源和受体之间
的质量守恒原理（Karagulian & Belis， 2012）。所

源清单、源解析和空气质量模型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
的制度性问题是缺乏一个综合行动计划和战略，特别是
在源清单、排放、空气质量监测、气象状况和受体模型
之间的联系甚少。

保有的数据。解决周边城市/省份空气污染扩散影响的跨界
（区域）合作也很有限。最后，源清单、源解析和空气质
量模型工作中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和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当
地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可能不完全了解这些技术的实用性，
也往往没有足够的兴趣去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

管理与技术

• 因为没有可靠的源清单与源解析的有效信息来指导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政策与决策过程受到限制。

• 只有极少可靠的源清单与源解析研究结果。不同受体
模型结果之间的比较研究也特别稀缺。

• 将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源清单与源解析研
究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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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源清单、源解析与扩散模型发展路线图及步骤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不完善

管理步骤
•  识别潜在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与私营部门
•  通过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研讨会和政策文件，确保决策者接受能够接受并提升源清单
与源解析在空气质量管理中重要性的相关认知
•   建立技术专家工作组，决策者组成的指导小组
•  评估并组织需要的技术、资金与人力资源
•  研究区域可能应用于本地源清单和源解析的已有案例和方法
•  从国内外获取资金来源 

技术步骤
•  识别和获取使用快速评估方法需要的活动数据（GAPF，2012；WHO，1993）
•  确定源清单编制的目标、设计、范围、更多细节与污染物，制定工作计划，参考专栏
3.1
•  建设编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清单（覆盖主要污染源）的能力（使用由上至下方法，基于
统计数据、默认排放因子与替代活动数据）
•  参与区域源清单工作网络（例如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EANET]）,评估可用于建立本地
清单的方法
•  培养应用扩散模型模拟本地空气质量（使用由上至下清单）的能力
•  制定源清单QA/QC指南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发展中

管理步骤
•  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
•  建立国家、地方层面，技术小组、数据提供者与专家之间的合作框架，稳定开展清单
编 制工作
•  与源清单相关数据提供方一起，制定可持续的数据收集计划
•  组织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回顾并改进清单，用于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
•  通过持续培训加强源清单技术能力

技术步骤
•  培养结合由上至下与由下至上方法编制清单的能力，包括主要污染物与其它污染物
•  评估已有研究中参数，以及默认排放参数的适用性
•  使用更复杂的方法编制源清单（如USEPA与EEA方法）
•  应用区域源清单网络的方法，并发布结果
•  制定和实施源清单验证程序，确保好的数据质量
•  制定和实施监测计划（采样布点、时间安排及其他）来收集环境样品，并配备必要的
监测和分析设备。参考已有文献（如CPCB，2006；2007a）
•  识别区域内具备PM成分分析能力的实验室，能够分析离子、元素、有机碳（OC）和
元素碳等
•  收集环境空气样本并送往具备能力的实验室进行化学组分分析
•  通过不定时开展源解析或基于科研机构的工作，初步培养主要污染物源解析的能力
•  评估已有主要本地污染源源谱（来自国内外研究）的适用性
•  初始化当地的源谱，并应用于化学质量平衡模型
•  开发源解析QA/QC步骤
•  使用化学质量平衡模型来开展源解析，并与其它类似研究报告的结果进行比较
•  源解析受体模型软件（专栏3.2）与源谱（如SPECIATE[USEPA,2014b]CPCB,2010]）
•  使用扩散模型来模拟暴露情况（浓度）
•  分析和校正扩散模型与受体模型的源解析结果，并且提供提升结果收敛性的建议
•  基于源清单、源解析和扩散模型研究发现制定控制措施

3.4 源清单、源解析、受体模型、扩散模型的发
展路线图

综合的、合理的空气质量管理中应具备完善的源清单、源
解析、扩散模型系统，城市需要实施诸多管理与技术步骤

方能达成。表3.2详述了每一阶段的步骤，国家与省一级的
管理者应当遵循其中适用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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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逐渐形成

管理步骤
•  设置回顾与持续完善清单与源解析结果的机制，建立长期资源
•  在实施可持续的数据收集方案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支持
•  通过持续性的培训加强能力
•  识别并重视必要的资源、设备、基础设施投资，建立本地化学成分分析能力

技术步骤
•  加强编制主要污染物、有毒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能力
•  加强基于本地排放因子，重点污染源的精确测量，采用由下至上的方法的清单编制能
力
•  基于源清单结果制定、实施和评估空气质量管理政策
•  计划用快速源清单方法编制有毒污染物清单
•  建设投入区域源清单工作的能力
•  持续提升源清单与源解析的QA/QC流程
•  加强使用更复杂方法进行源解析的能力
•  至少运用两种受体模型方法来做源解析，如CMB和PMF
•  使用已有的本地源谱、国际源谱或其他信息开展CMB源解析
•  识别出一部分关键排放源并建立本地源谱
•  计划开展有毒污染物源解析
•  对比国外源谱进行敏感性分析
•  定期进行PM组分测量与分析
•  通过统计工具评估模型结果
•  建立污染来源与特征的综合数据库
•  培养使用更先进静态模型的能力，可能的话应用非静态模型，基于本地数据模拟暴露
情况
•  结合本地土地利用情况和排放源谱数据
•  用本地观测数据验证模型结果
•  评估受体模型源解析结果与扩散模型结果的收敛性
•  确保使用源清单、源解析与扩散模型的发现来评估空气质量政策与措施的进展或成效

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成熟

管理步骤
•  为开展编制本地、区域与国家层面的源清单与源解析（基于本地源谱）工作建立综合
框架与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实验室，GIS数据系统）
•  持续回顾与完善源清单与源解析结果
•  长期提供所需资源（人力资源、资金、基础设施）
•  建立基于源清单和源解析的决策机制
•  通过可持续培训与参加知识分享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能力

技术步骤
•  建成（由下至上方法）源清单工作与管理系统，基于优化的排放因子每年/或每两年更
新一次主要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  确保使用好的源清单方法，参加区域源清单研究的能力
•  确保定期更新源清单与源解析标准操作规程与QA/QC程序
•  加强源解析研究能力；与学术研究单位合作探索先进方法
•  建成与维护本地源谱数据库，覆盖主要污染来源
•  使用不同的受体模型方法来开展源解析（如CMB、UNMIX、PMF）
•  收集PM物种数据，覆盖不同地区与季节性差异特征、日常情景与重污染情景
•  应用多种源解析手段，进行敏感性分析，开展专家论证与把关 
•  对实验设备定期检查，修订标准操作规程，数据质量检查以确保源解析结果的可靠性
•  建立并更新特征数据、源谱及环境受体站监测数据库
•  持续进行PM物种特征分析每年更新一次源解析结果
•  开展本地化数值模型模拟工作，将其应用于源解析（至少每个季度覆盖一个月）
•  识别扩散模型与受体模型方法得出源解析结果差异因素并解决问题，使得二者结果大
部分时间是匹配的
•  定期应用各种模型（静态、非静态与光化学模型）来分析暴露情况
•  提升本地土地利用与排放源谱数据，代入扩散模型
•  在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制定与评估中使用源清单、扩散模型与受体模型
•  培养预测未来排放与扩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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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应采取步骤

完善

管理步骤
•  建立有助于基础设施逐步提升的制度框架（如实验设备、技术、存档、清单与源解析数据库管理
系统）
•  建立基于源清单、源解析及其他科学研究发现的决策机制，并为清单、源解析提供改进反馈
•  配置充足的技术与资金资源，以保证可持续运作
•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常规参与

技术步骤
•  确保每年（或每两年）能够编制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源清单的操作与管理系统
•  培养并保障有毒污染物清单编制的能力
•  参与区域源清单编制研究工作
•  寻求应用更复杂源解析方法的能力建设机会
•  定期开展有毒污染物源解析工作
•  定期收集PM组成数据，包括示踪污物和分子组分
•  在化学质量平衡模型应用中更新源谱
•  验证清单与解析的结果以确保数据质量
•  使用多种源解析技术与数据结果综合分析方法
•  组织专业国际研讨会，发布结果
•  确保控制措施的执行
•  确保有进行静态、非静态及光化学模型分析的能力
•  加强预测排放与扩散的能力
•  基于源清单、源解析与扩散模型开展空气质量管理，制定空气质量政策与措施，并评估有效性

  

总体规划的考虑。在开始编制清单时，最重要的步骤是确定规划中的考虑内容，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  清单的最终用途、背景和基础；
•  标识点、地区、以及移动源类别；
•  清单责任；
•  工作人员和预算的要求/限制；
•  地理覆盖范围；
•  选择基年；
•  源排放量的变化：每天、季、年；
•  规则的有效性；
•  排放源的最小规模；

•  数据收集方法；
•  排放估算方法，包括选择排放因子数据来源；
•  现有的排放因子状况；
•  清单数据处理系统；
•  质量控制（QC）和质量保证（QA）措施，包括任命
质量评估协调人员； 
•  使用清单建模的目的（例如，作为输入到光化学扩散
模型中的信息）。

来源：SEI， 2008.

源清单相关的手册和指南见下表。部分文件包含了排放因子。 
 

手册/指南 网址

快速源清单技术及其用于制定环境控制策略的指南——空气、水和
土壤污染源评估。第一部分：快速环境污染源调查技术。Alexander 
Economopoulos 编撰（WHO，1993）

http://whqlibdoc.who.
int/hq/1993/WHO_PEP_
GETNET_93.1-A.pdf

亚洲污染研究中心，东亚源清单编制指南 （ACAP，2011）
http://www.acap.asia/
publication/pdf/em_inventory/
em_guideline.pdf

全球大气污染论坛，全球空气污染论坛排放手册（GAPF，2012）
http://sei-international.org/rapidc/
gapforum/html/emissions-manual.
php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IPCC，2006年）

http://www.ipcc-nggip.iges.or.jp/
public/2006gl/

新西兰环境部，大气扩散模型优秀实践指南（MoE，2004年）

http://www.mfe.govt.nz/
publications/air/good-practice-
guide-atmospheric-dispersion-
modelling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2008），亚洲空气质量管理基础课程：排
放。 G Haq和D Schwela（eds.）（SEI，2008）

http://www.sei-international.org/
publications?pid=1087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手册 第五版. 2012
年12月（SEI， 2012）

http://www.sei-international.org/
gapforum/tools.php

美国环境保护局，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汇编（AP-42）（USEPA，1995
）

http://www.epa.gov/ttn/chief/
ap42/index.html

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印度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排放清单及源解
析研究- 国家报告摘要 （CPCB， 2011）。

http://cpcb.nic.in/
FinalNationalSummary.pdf

附件II-B详述了“亚洲城市建立源清单，源解析与空气质量
模型”的管理与技术流程详细指南。下面专栏为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城市案例分析（专栏3.3-3.5）。日本非主要污
染物（如VOC）与温室气体的源清单案例见专栏3.6，源
清单区域数据库与框架见专栏3.7与3.8。印度中央污染控

制委员会（CPCB）的印度6城市源解析案例见专栏3.9。
北京VOCs源解析受体模型（CMB，UNMIX和 PMF）比较
研究案例见专栏3.10. 自然源清单与源解析技术（源解析结
果用于香港与珠三角源清单验证）见专栏3.11。

专栏 3.1 源清单编制的主要考虑因素

专栏3.2 源清单手册参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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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建立2010年河内市机动车排放清单并预测2010-2040年道路交通排放清单

方法：河内的机动车排放估算基于不同车龄的排放因子和单车行驶里程（VKT）。其中不同车龄与车型的排放因子
来自于英国交通部出版物。每年的VKT来自于河内科技大学环境监测和模拟研究中心。摩托车、重型车辆（HDVs）
和轻型车辆（LDVS）根据车辆寿命分别分为三年组、六年组、五年组。基于两个情景对新车与在用车进行了CO与
NOx排放估算（2010-2014）：（1）2012年摩托车实施欧3标准，轻型车与重型车实施欧4标准，2015年轻型车与重
型车实施欧5标准；（2）2014年摩托车实施欧3标准，轻型车与重型车实施欧4标准，2017年轻型车与重型车实施欧
5标准。

结果：摩托车是河内CO、HC、NOx、PM和CO2 2010年排放的主要来源（见下表）：
                                                                                       

污染物 摩托车 重型车 轻型车
排放量

[吨]
比例 
[%]

排放量
[吨]

比例 
[%]

排放量
[吨]

比例 
[%]

CO 160,378 98 418 0.26 2680 1.6
HC 12,495 98 100 0.8 155 1.2
NOx 7,275 75 2,087 22 297 3.1
PM 227 81 51 18 3 1.2
CO2 1,603,407 76 232,720 11 281,812 13.	3

到2020年，两种情景的结果相差不多, CO与NOx的总排放量将分别减少13％与15％。2040年，相应的CO与NOx的
减排量预计将分别达到36％与23％。

来源： Manh 等， 2011.

2007年，印度编制了6城市的排放清单，包括SO2、 PM、 NOx、CO 和碳氢化合物 （HCs），包括2012年和2017年
多种源（机动车、工业、居民、商业活动等）的排放预测。通过由上至下结合由下至上的方法，识别所有排放源并进
行可靠的估算，考虑影响排放量的不同因素（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结构、源活动水平及相应污染物的时间和空间分
布），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除了从二手信息来源获取数据，排放活动水平来自第一手调查，包括问卷、个人访谈、入
户调查、实际交通计算及其它。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该研究提供了质量可靠、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足够的排放估算
数据。方法的重要特征总结如下：

•  在每个监测站点2x2 km范围内，开展细致的田野调查确保找出所有重要的污染源（如建筑工地活动、工业燃料使
用、本地燃料燃烧、柴油发电机组规模和活动等），并通过个人访谈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  通过在停车场、机油站等地访问机动车主，在不同类型的路段开展日交通流量调查，包括车龄、燃料使用、日单
车行驶里程等。
•  机动车使用本地排放因子估算；点源选择恰当的排放因子（如道路扬尘、本地燃料燃烧、工业排放、建筑工地活
动等）；
•  基于2x2 km网格分辨率的排放清单和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外推城市排放清单。
•  未来排放情景（是否实施给定的污染控制计划）的预测考虑了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活动及活动水平的变化等。

结果:

    移动源清单：德里PM10排放    移动源清单：坎普尔PM10排放

来源： 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CPCB）， 2011.

专栏3.3 河内道路源清单

专栏 3.4 印度主要城市的源清单

卡车

巴士和卡车

两轮车

三轮汽车和
面包车

巴士(柴油)

巴士(压缩天然气)

两轮车(两行程)

两轮车(四行程)

三轮车(压缩天然气)

轻质商用车

轻质商用车

客车

四轮机动车(汽油)

四轮机动车(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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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5 机动车排放对北京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影响

目标：评估机动车排放对北京主城区空气污染浓度的贡献（2013年7月与12月）。

方法：将高时空分辨率机动车排放清单（HTSVE）用于中国统一大气化学模型CUACE，并估算了风场及其它气象参
数。用默认排放的CUACE (‘SIM1’)模型和改进排放的北京 HTSVE (‘SIM2’)模型模拟NO2与 PM2.5的排放。

结果：机动车排放对室外空气中NO2的排放贡献率分别为55%（2013年7月）和49%（12月）；对PM2.5的排放贡献率
分别为5.4%（2013年7月）和10.5%（12月）。 

来源： He 等，2015

空气污染排放总体调查
依据空气污染控制法，日本环境省每三年开展一次调查，统计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烟尘和粉尘排放量。该问卷调查
需要每小时排放量，每年的运行时间，烟尘和粉尘浓度，以及燃料使用量。调查中统计了工厂排放设备的空气污染
物排放量（从工厂烟尘和烟气排放得出）。调查结果可在该链接查看http://www.env.go.jp/air/osen/kotei/index.
html（日语）。

编制VOCs国家排放清单的研究
为了评估日本固定源VOCs排放控制措施的进展，日本环境省每年编制国家VOCs清单来估算固定源排放量。清单包
含了约200种VOCs。主要从下列数据中估算：（i）排放系数乘以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产品（如油漆）的运输量，
或（ii）基于行业组织报告的有关VOC减排自愿计划的VOC排放的总结。清单结果可在该链接查看http://www.
env.go.jp/air/osen/voc/inventory.html（日语）。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需要
提交年度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至UNFCCC秘书处。日本环境省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汇总了温室气体（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人为源每年度的排放量和减排量。

日本“车—油”项目
日本“车—油”项目（JATOP）由日本石油能源中心实施，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车辆和固定污染源排放清单。
车辆排放清单估算基于每个操作过程中的排放。JATOP车辆排放清单估算模型计算了2000财年2005财年2010财年
燃料挥发、轮胎磨损。固定源清单估算了燃烧源排放的NOx、SOx、CO、NMVOC、PM和 NH3，以及其他来源排
放的NMVOC和 NH3。固定污染源清单在JATOP排放清单数据库公布。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在该链接查看http://
www.pecj.or.jp/english/jcap/index_e.asp. 

VOCs = 挥发性有机物； CO2 =二氧化碳； CH4 = 甲烷；

 NO2 = 二氧化氮； HFCs =氢氟烃；PFCs =全氟化合物；

 SF6 =六氟化硫；NMVOC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PM = 颗粒物；NH3 = 氨。

原项目旨在将排放数据代入模拟大气化学反应过程转化的远距离大气传输模型，阐明硫酸盐、硝酸盐形成、传输和
去除机制。原东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网格数据库（EAGrid1995）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
国家与地区的网格单元内大气污染物排放估算，如SO2、NOx、NMVOC、和NH3，除了上述EAGrid1995包含的污染

专栏3.5 机动车排放对北京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专栏 3.6日本源清单现状与最新进展

专栏 3.7东亚大气污染物排放网格数据库概述 （EA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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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亚洲大气环境开展长期研究，亚洲首个历史排放与排放预测清单REAS 1.11在2007年开发出来。最近，该清单
已更新至2.1版本。其主要作用是为大气化学模型提供输入数据。关于该模型的简要介绍如下：

•  污染物种类：SO2、NOx、 CO、 NMVOC、PM10、PM2.5、BC（黑碳）、OC（有机碳）、NH3、CH4、N2O、-
CO2

•  年份：2000-2008
•  覆盖地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俄罗斯的亚洲部分
•  排放源：电厂、工业、交通和国内行业、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和其他燃料燃烧
•  空间分辨率：0.25x0.25 度
•  时间分辨率：月

来源： Kurokowa等， 2013

目标：印度城市过去十年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很多地方的PM浓度水平超过了标准。空气污染源的多样性与
复杂性（例如工业，机动车，发电机组，国内燃料燃烧，道路扬尘，建筑活动等）使得空气污染问题变得复杂。中
央污染控制委员会（CPCB）考虑了一套成本有效性的控制策略来改善污染地区的空气质量，包括（i）确定排放源； 
（ii）评估这些排放源对周围环境的污染贡献程度；（iii）优先考虑需要控制的源；（iv）评估各种控制方案的可行性
和经济可行性；（v）制定和实施的最适当的行动计划。 源解析研究在其中帮助确定污染来源及其贡献程度。

方法：源解析研究在6个城市开展：(i)班加罗尔；(ii)金奈；(iii)德里；(iv)坎普尔；(v)孟买；(vi)浦那。该研究主要集
中在当地最首要污染物PM10的源解析。编制了通用方法和标准操作规程的概念性指南，包括采样、分析方法来指导
各城市的研究人员。机动车排放因子与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源谱工作作为独立项目也在开展，为源解析提供必要的信
息。源解析研究了 PM10不同组分的浓度，例如元素碳、有机碳（OC）、总碳（TC）、SO4

2-、 NO3
-和NH4

+或二次

无机气溶胶（SIA）离子的总和，和元素铝、钙、硅、铁、钠的总和，钯和离子Ca++、 Na+、 Cl-，代表了7-10个采
样地（覆盖不同土地利用情况即住宅、工业和路旁）的地壳+冲积+海洋成分（CAM）构成，通过受体（CMB8）与
受体模型来评估来自各种来源的贡献。

结果：研究得出大量结果。最为相关的PM10、EC、 OC、TC、 SIA 和 CAM浓度计源解析结果见下表1-3（字母缩写
见文字说明）。工业源及路边来源碳组分是PM10的主要构成成分。

表1: 印度6城市住宅区PM10、 EC、 OC、TC、 SIA 和 CAM  环境浓度源解析 [µg/m3]  
城市 PM10* EC OC TC SIA CAM
班加罗尔 98 5.6 14.0 19.6 15.5 26.8
金奈 123 4.7 14.4 19.1 10.7 17.5
德里 419 18.5 100.4 118.8 21.2 27.2
坎普尔 213 19.4 53.7 73.1 29.9 16.1
孟买 207 9.2 41.1 50.3 9.8 28.2
浦那 132 4.4 29.6 34.0 14.1 40.6

表2:印度6城市工业区PM10、EC、OC、TC、SIA和CAM环境浓度源解析[µg/m3]  
城市 PM10* EC OC TC SIA CAM
班加罗尔 137 8.1 21.4 29.5 9.5 23.6
金奈 142 8.3 27.8 36.1 15.5 14.6
德里 519 13.7 73.3 87.1 18.7 33.5
坎普尔 385 38.0 105.3 143.4 30.2 15.2
孟买 196 9.1 36.5 45.6 11.4 24.5
浦那 136 4.0 27.8 31.9 9.4 32.6

 表3: 印度6城市道路旁PM10、 EC、 OC、 TC、 SIA 和 CAM  环境浓度源解析 [µg/m3]  
城市 PM10* EC OC TC SIA CAM
班加罗尔 164 14.3 34.3 48.6 10.9 25.6
金奈 170 10.9 27.1 38.0 12.9 10.9
德里 576 13.7 64.2 77.9 13.5 25.0
坎普尔 275 24.3 61.6 85.5 27.6 18.3
孟买 205 10.3 41.6 51.9 8.9 27.1
浦那 195 10.4 37.1 47.5 8.9 33.9

* 每季度平均监测20天（冬季、夏季、季风后）

来源： Gargava & Rajagopalan， 2015

物，EAGrid2000还包括CO、PM10和汞。

为了弄清楚日本空气污染的本地贡献，以及从其他东亚国家跨境传输的影响，日本的源清单嵌套了子网格并改进了
EAGrid2000。基于更新的EAGrid2000清单，最新估算了日本2005财年和2010财年的排放量。

来源： 全球环境研究中心， 2007.

专栏 3.9 印度城市源解析研究 

专栏 3.8 亚洲区域清单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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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基于Song 等（2008）PMF模型所用数据，再用UNMIX 与CMB模型方法进行VOCs源解析，对比其结果。

方法：采样点位为北京大学校园五层建筑的屋顶，周边交通流量较大。2005年8月，VOCs的浓度测量通过定制的气
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测/质谱仪系统完成，从1019个样本中分离出31种碳组分 。用UNMIX 与CMB模型对样品进行
的分析，并和PMF模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三个模型结果都显示汽油相关排放对VOCs贡献占了49%-61%之间。其中石化贡献在10％到20％之间，LPG
贡献了11％到26％。下图展示了研究发现：

来源： Song等，2008

香港环保署是香港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政府部门。通过20余年的能力建设，香港在源清单与源解析方面已进入完善
发展阶段。香港的成功经验也为邻近的珠三角空气质量管理提供了启示，珠三角的空气质量管理水平也趋于成熟并有
望三年内达到完善阶段。

香港源清单包括6类污染排放源（公共发电、道路交通、航运、民航、其他燃料燃烧和非燃烧源）的6种主要大气污
染物：SO2、NOx、PM10、PM2.5、VOCs和CO。1997年后，清单每年都基于最新的编制方法学、活动水平数据和排
放因子进行更新并修正。近年来主要更新的部分为海洋船舶排放（基于本地船舶活动水平和排放计算方法）、道路机
动车排放（基于遥感与先进的便携式排放监测系统（PEMS））、VOCs排放（基于进口商报告的含VOCs产品的销
售数据）（EPD， 2015）。

在粤港合作框架下，2006年首次编制了珠三角（PRD）区域空气污染排放清单。同时为珠三角地区开发了空气污染
清单手册，为减排措施效果的量化评估提供基础。并且统一了广东和香港的清单开发流程与质量保障系统（Zheng 
等，2009）。2010年，珠三角区域大气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其中一项机构职能就是负责动态更新珠三角空气污染排
放清单及数据库系统（Zheng等，2013）。珠三角区域源清单每2-3年基于最新可得的方法、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
子更新一次。

环保署进行了PM10与PM2.5特征分析，旨在了解PM的化学组分并通过源解析技术识别主要来源。自1998年涵盖10个
环境代表性站点的监测网络建立以来，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持续资金支持下，每6天进行一次PM10采样。截至2015年
2月，PM10观测工作已经持续超过17年。2000年开始了PM2.5采样工作，每4年一次，每次周期为1年（2000/2001， 
2004/2005，和2008/2009）。2011年始，覆盖全区的6个站点（其中4个平行采样站点）PM2.5观测采样频率开始与
PM10一致。截至2015年2月，PM2.5的观测工作也持续了4年以上。并行观测对于观测结果的QA/QC来说非常重要，
可以减少受体模型分析的不确定性（Hyslop 和 White, 2008）。

对PM10与PM2.5的监测可识别哪些区域达到了空气质量目标的区域，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除了浓度测量，还通过
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分析所有PM样品中主要化学元素、水溶性离子，OC/EC/总碳（TC），和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的
特征。使用NIOSH和IMPROVE方法来测量OC，EC，OC与EC峰值，热解碳的热透光率和热光反射率。

丰富的PM10与PM2.5特征数据在通过受体模型识别和量化主要污染源及其贡献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两年来，每两
年对源解析分析结果进行额外观测。在此前的分析阶段，至少采用了3种受体模型来确定污染来源，包括主成分分析 
（PCA）、PMF和UNMIX。通过多年的详细验证与受体模型结果之间的对比，结果显示PMF是最适用于香港PM溯源
与定量分析的模型方法。

源解析揭示了不同年、季、月、周中污染源的排放趋势。揭示了不同气象条件和重污染过程中的潜在贡献源。结果清
楚的显示，本地控制机动车排放的有效性——机动车排放对PM10和PM2.5的贡献在过去几十年中下降了60%。但是，
香港本地的控制努力成效渐渐被来自中国大陆的区域传输抵消了，主要源于冬/春两季的北风带来的二次硫酸盐和
生物质燃烧。这使得，过去5年香港的PM污染水平基本没有变，但是污染组成结构有变化。香港PM10区域贡献率从
2000年的40%-50%增至2010年的70%（Yuan 等，2013）。

专栏 3.10 北京VOC源解析--受体模型对比

专栏 3.11中国香港与珠三角地区源清单与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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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立了自己的空气质量模拟系统——香港大气污染及传输模型（PATH）。PATH模型系统是复合数值模拟系
统，包含了稀疏矩阵排放源模式（SMOKE）2.4版作为排放模块，气象预报模式（WRF）3.6版作为气象模块，和多
尺度空气质量模式（CMAQ）4.6版作为化学转化模块。其中排放源与化学转化模块都支持CB05与SAPRC化学机
制。PATH模型建模系统嵌套了覆盖东亚大部分地区的粗网格（27km）的四嵌套域，并将香港及周边城市网格细化到
1km大小。将PATH模型结果与综合空气质量模型扩展版（CAMx）、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NAQPMS）
模拟结果对比并提升了模拟结果的可靠性。目前，香港源解析采用了CAMx，并正考虑在PATH系统中开发源解析模
块。

源解析的结果还用于验证源清单，例如PM非道路排放清单（Yuan等，2013）。源解析的结果被直接用于本地和区
域控制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例如，基于残油污染贡献急速上升的发现出台了航海船舶进入香港水域必须换烧低硫燃料
的强制措施。来自中国大陆区域贡献的增加也推动了香港与广东省政府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开展的区域污染控制合
作。香港经验被运用到粤港澳PM2.5联合观测网络，帮助增进对南中国PM2.5排放源及形成过程的科学理解，并为制定
有效的PM污染控制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香港环保署，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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