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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M2.5监测方法选型

二、AQI发布和公众发布

三、问题讨论

PM2.5 监测网络的发展

 2001年：启动PM2.5试点监测

 2005年：4个点位具有5年监测

数据

 2010年：9个点位具有完整监测

数据

 2011年：全市已建成PM2.5监测

点位24个

 2012年6月向公众发布了10个国

控点PM2.5数据（FDMS），年底

发布O3和CO等数据

 2012年11月16日，正式发布AQI

评价结果

具有5年监测
数据点位

2010年具有
完整数据的
点位

首个PM2.5监测

点位
2011年点位
国控点

PM2.5自动监测设备的比对和选型

 2011年12月，在2个点

位启动了为期一年的

PM2.5自动监测方法手工

比对；

 2012年2月，确定了上

海市国控点PM2.5监测方

法采用监测结果最接近

手工称重标准方法的带

补偿的微量振荡天平法

（TEOM-FDMS）；

 2012 年 5月 ， 建 立了

PM2.5自动监测设备的

QA/QC体系，确保24小
时不间断运维。

测试参数 性能 要求 MetOne SHARP TEOM+FDMS

斜率 1±0.1 1.06 0.91 0.87
截距(μg/m3) ≤±5 3.9 -1.0 3.4

相关系数 （r） ≥0.95 0.96 0.98 0.98
样本数 ≥23 106 73 112

总站领导视察宝山
杨行 子站PM2.5手
工采样及自动监测
仪器比对现场
2012.2.17

PM2.5自动监测设备的比对和选型 2012年5月，10个国控点配齐监测仪器

十五厂（卢湾师专附小） 浦东监测站
杨浦四漂

普陀监测站 静安监测站

国控点PM2.5 监测仪器的配置

上海PM2.5污染水平和变化趋势

 2012年6月27日至12月31日（共计188天）全市PM2.5平均浓度为

0.048 mg/m3，高于新标准中年二级标准限值37.1%

 其中，PM2.5日均浓度达标156天，占83.0%

 自2006年以来，本市PM2.5浓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注：PM2.5监测结果未经补偿）

细颗粒占比逐步升高

 2012年，PM10中PM1、PM2.5-1和PM10-2.5所占比重分别为42.8%、18.1%和39.1%

 PM2.5和PM10-2.5浓度值逐年下降，2009年以来，粗颗粒占比逐步下降，与2011

年相比，2012年PM10-2.5降幅略高于PM2.5

- PM1增幅3.4%，PM2.5降幅14.2%，PM10-2.5降幅16.7%

（注：崇明监测站、静安七一中学和长宁仙霞街道平均）

执行新标准后，上海空气质量优良率的变化
（2012年6月27日至12月31日）

 AQI优良率为75.0%，同期API优良率为93.6%，AQI优良率较API优良率下降

18.6个百分点

 共出现47个污染日，其中38天轻度污染，6天中度污染和3天重度污染

 PM2.5占污染天首要污染物比重达64%，3个重度污染日的首要污染物均为PM2.5

良级天 污染天



一、PM2.5监测方法选型

二、AQI发布和公众服务

三、问题讨论

发布
内容

发布
渠道

媒体
公众

 内容日

益深化丰富

：日报、预

报、分时段

预报、临近

预报、污染

通告及预警

等

业务渠道

不断拓展：

5家报纸，4

个网站，2

家电视台，

2个智能手

机终端，4

个微博

截至12月31日

：13份污染快

报，70余次电

视采访，100余

次报纸采稿，

短信808条，微

博655条，预警

信息55条

努力提高公众服务水平 悉心培养历练，打造专业性人才队伍

2011.12
公布PM2.5

年平均浓度

2012.3
公布2个国控点

PM2.5实时浓度

2012.6
公布10个国控点

PM2.5实时浓度

PM2.5信息发布
网页文字信息 → 网站、微博实时数据

上海环境

上海发布

PM2.5信息发布形式不断丰富 AQI发布

AQI发布
• 原则上，让空气质量信息易得、易懂、易用；

• 内容上，以空气质量实时报和预报为主，辅以污染提醒、污染预警、临
近预报等，弱化日报；

• 渠道上，以实时发布网站、手机软件、微博和移动电视四大渠道为主，
充分发挥其实时性特点。

各发布渠道沟通和内容调整

开展AQI预报试点研究和业务化工作

加强空气质量和AQI知识宣传
• 开展公众调查；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 通过空气质量卡通形象作一系列宣传

AQI发布

根据环境保护部2月29日颁布的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以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1. 发布类型：AQI日报和实时报

2. 发布内容：各站点以及全市平均的各污染物浓

度、空气质量分指数、空气质量指数、空气质
量等级、首要污染物、浓度小时变化、AQI小
时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建议措施、外滩实景
照片、卡通形象等。

3. 发布方式：对外网站、手机终端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

AQ
I

）
发
布

AQI发布-空气宝宝

污染前 污染过程 污染后

7日10点

6日22点

6日17点

6日13点6日9点5日22点

5日18点5日10点5日8点

4日14点 4日21点 5日5点

结合实时照片提升

公众信息服务水平

拍照地点：光明大厦（金陵东路2号，中山东路路口）



手机软件 手机软件

iPhoneAndroid

手机App查询排名

 搜索“空气质量”，共搜索到28个 排名第5

其他有影响力的手机App

 全国空气污染指数 PM2.5

发布时间和途径

试点发布
时间：11月16日

途径：网站、微博、公共电视、移动电视、广播

（同时就发布内容、形式征求市民意见）

正式发布
时间：12月1日

途径：在试点发布的基础上增加手机发布

（长三角两省一市同步）

AQI发布渠道

AQI发布环节

微博

实时发布
网站

政务门户
网站

手机客户端
iPhone
Android

广播电视

实时发布
系统

各发布途径的具体形式和内容

四个网站－每小时实时发布

四个微博－每天四次或两次

两个电视－每天四次

两个广播－每天多次

一个手机－每小时更新

城市规划馆－每小时实时发布

四个网站发布之一
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首页

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历史照片查询



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分站点AQI 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分站点浓度数据 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相关知识

四个网站发布之二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官网

全市实时AQI及健康提示

分站点实时AQI地图显示

分站点实时AQI数字显示

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链接

四个网站发布之三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网站

全市实时AQI及健康提示

分站点实时AQI数字显示

四个网站发布之四
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全市实时AQI及健康提示

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链接

四个微博发布－统一版式

新浪、腾讯微博：
每天四次正点实时数据（自动）

7:00、10:00、14:00、17:00

东方网、新民网微博：
每天两次正点实时数据（手动）
10:00、14:00

两个电视发布
上视新闻综合频道

 7点早新闻（6点数据）

 12点午新闻（11点数据）

 18:30新闻报道（17点数据）

 21:30新闻夜线（20点数据）

播出四次正点实时数据

两个电视发布之二
东方明珠移动电视

 7:00数据

 10:00数据

 14:00数据

 17:00数据

提供四次正点实时数据，滚动播出



两个广播发布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东方广播电台

随新闻播出时间滚动播报

（目前为自行获取信息后播报）

一个手机发布 每小时更新
“上海空气质量”手机App安装量和访问量

 从12月1日至1月20日

 手机App安装量达11340台，iPhone超过Android，其安装量分

别为7226台和4114台

 总访问量为1938233，App访问量为1116645次，占58%

 13年3月中旬每天稳定访问量达11万多次，网络会话量近50万

次/天，污染日访问量是平日的3-5倍

当日加上网站
访问量达13万
次，网络回话
量达50多万次

城市规划馆发布

LED电子屏幕实时播放AQI

滚动播出，每小时更新一次
一、PM2.5监测方法选型

二、AQI发布和公众服务

三、问题讨论

1、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

媒体宣传 专家解释

2、AQI与实时信息之间的滞后

24小时浓度均值存在滞后性

AQI与实时信息之间的滞后 AQI与实时信息之间的滞后



AQI与实时信息之间的滞后 AQI与实时信息之间的滞后改进 3、问题和讨论

完善污染日对公众健康的防护指引

研究服务于公众的实时空气质量评价和表达方法

及时推出AQI业务预报和主动服务

完善高污染日预警联动方案

推进长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联合预报会商和预警
服务
• 区域监测网络的建设和监测数据共享，建立区域数据中心

• 排放清单的共享

• 建立区域空气质量模型

• 可视化会商平台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