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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及控制对策
•空气质量监测和发布
•越境雾霾影响新加坡
•政府全面行动应对雾霾
•2014年加强空气质量报告和健康防护建议
•学校及工作场所的应急计划
•2014年雾霾季准备

概要



1空气污染及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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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加坡空气质量已稳步改善

与15年前的70%相比，2014年污染标准指数在“好”的范
围内的比例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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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及控制对策

• 汽车如柴油车约占PM2.5排放量的50%

• 工业如炼油厂和发电厂占二氧化硫排放量的80%

空气污染的国内来源

• 该地区土地和森林火灾引起的烟霾

跨界来源

• 综合城市和产业规划

• 开发控制

• 立法，执法程序和监控

空气污染及控制对策

• 二氧化硫和PM2.5

• 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满足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PM10和臭氧略高于世卫组织空气质

量

值得关注的污染物



2020年新加坡空气质量目标

污染物 2020年新加坡目标 长期目标

二氧化硫(SO2) 24小时均值：50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临时目标)

年平均：15微克/立方米
(新加坡可持续发展蓝图) 

24小时均值：20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PM2.5 年平均：12微克/立方米
(新加坡可持续发展蓝图) 

24小时均值：37.5微克/立方
米

(世卫组织临时目标)

年平均：10微克/立方米
24小时均值：25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PM10 年平均：20微克/立方米
24小时均值：50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臭氧 8小时均值：100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40微克/立方米
1小时均值：200微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一氧化碳(CO) 8小时均值：10毫克/立方米
1小时均值：30毫克/立方米

(世卫组织最终决定)



2 空气质量监测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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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控制部开展空气质量监测

• 遥测空气质量监测与管理系统：

-14个固定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和移动台

-连续监测PM10，PM2.5，二氧化硫，臭氧，一氧化碳和氮化物

-2014年8月建立9个其他的站点

• 采用GC-FID监测系统连续监测56挥发性有机物

空气质量监测



空气质量报告-污染标准指数（PSI）

•自1991年以来每天的污染标准指数空气质量等级报告，包括
PM10，二氧化硫，臭氧，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

•在雾霾天气，每3小时报道基于3小时PM10平均浓度的污染
标准指数值。

• 2012年8月和2014年4月1日增强了空气质量报告制度。



• 2012年8月，作为一个更全面的空气质量报告制度的一部分，此报告
旨在为公众提供有益的空气质量信息。国家能源局在发布污染标准指
数的基础上，同时公布了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
化碳和臭氧的监测值。

• 通过国家能源局的MyEnv应用程序，公众可在国家能源局的网站上查
询到新加坡北部、南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污染标准指数读数，
该读数每日更新3次，分别为上午8点，中午12点和下午4点。

• 雾霾健康防护建议报告基于PM2.5的污染标准指数读数

2012年4月空气质量报告系统的加强



3 跨境雾霾影响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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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雾霾影响新加坡

• 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的传统旱季，即6月至10月，会有土地和森林火灾，
这些火灾所引发的跨界雾霾已成为东盟南部地区的一个长期问题。在有些年
份，这种形势会因厄尔尼诺现象而加剧。

• 这些火灾主要是由土地清理和“刀耕火种”等农业行为引起，尤其是在印尼的
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地区。

• 在旱季，该地区的泥炭地也易引发火灾。

• 这些活动所引发的烟霾会因多种因素飘散到新加坡，这样的因素包括火灾发
生地的远近和火灾的大小，盛行风的强度和方向，降雨的数量和频率。

• 新加坡的雾霾现象最为严重的情况出现在2013年。2013年6月20日，24小时
污染标准指数值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246，超过了1994年的最高污染标准
指数水平(142)以及2006年的最高污染标准指数水平（128）。



• 2013年6月-东盟南部地区出现西南季风季节和传统的旱季

• 2013年6月13日，苏门答腊中部的土地和森林火灾开始影响新加坡。

• 6月14日至19日，苏门答腊的热点活动增加，在位于苏门答腊岛中部
的缪内省可观察到烟羽。热点数从48（6月14日）上升至173（6月19

日），并于6月24日升至最高的437.

• 雾霾期间，盛行风为西南/南部走向。2013年6月24日，风由西南方向
改为南/东南方向，从而改善了空气质量。

• 空气质量有5天呈“不健康”，3天呈“非常不健康”。

2013年6月雾霾事件



雾霾状况-2013年6月19日至2013年6月24日

2013年6月19日 NOAA 第18号卫星0752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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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空气质量：6月13日至7月1日的24小时污染标准指数值

5天“不健康”

3天“非常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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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半岛的空气质量状况-2013年6月21日至23日

日期 上午7时该地区最高的
24小时API值

上午12时该地区最高的
24小时API值

下午5时该地区最高的
24小时API值

6.21 巴西古当，柔佛
（API：310，危险）

巴西古当，柔佛
（API：323，危险）

巴西古当，柔佛
（API：273，非常不

健康）
6.22 麻坡，柔佛

（API：276，非常不
健康）

麻坡，柔佛
（API：373，危险）

哥打丁宜，柔佛
（API：189，不健康）

6.23 麻坡，柔佛
（API：746，危险）
[马六甲：334-357

危险]

麻坡，柔佛
（API：690，危险）
[马六甲：415-428

危险]

麻坡，柔佛
（API：507，危险）
[马六甲：373-443

危险]

注：
杜迈（缪内）到麻坡（柔佛）：130公里
杜迈（缪内）到新加坡：265公里
麻坡（柔佛）到新加坡：195公里



4 政府全面应对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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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1994年那场严重影响新加坡的雾霾，一个跨机构雾霾工作组应运
而生，以应对烟霾情况。

• 由23个部门和政府机构进行的雾霾任务组协调行动旨在减轻雾霾对公
众的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如年轻人和老年人。

• 雾霾任务组（HTF）由国家能源局主持。

• 雾霾任务组已制定了雾霾行动计划，在24小时污染标准指数值超过了
100并进入了“不健康”范围时，该行动计划将会被激活。

• 机构/部门对他们的雾霾监督区实施了雾霾支持计划。

雾霾工作组



雾霾支持计划

雾霾支持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 描述

环境
•告知雾霾的环境影响
•提供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更新的气象条件

健康和安全
•提供烟霾对于健康潜在影响的咨询
•告知工人安全问题

交通（陆地，航
空和海运）

•在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警惕以及告知交通营办商

公共通信 •确保整体性政府协调交流工作

基础设施
•提供有关建筑设计和布局的建议，以减轻雾霾对室内空
气质量的影响

教育和社区 •提供意见，确保教育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平稳运行

安全 •在烟霾事件中，进行适度的安全部队训练



• 对于使用N95型口罩和口罩供应的担忧

• 关注公布于众的及时准确的雾霾信息

• 对于停工和停课的担忧

• 对于停止雾霾的不作为行为的不满

公众对于2013年6月雾霾的反应



对于2013年6月雾霾的协调应对措施

由于6月19日3小时污染标准指数值超过了200，因此召集了多机构雾霾任务组
(HTF)。

当6月19日3小时污染标准指数值飙升至321时（2200小时），新加坡环境及水
源部部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告知新加坡人民相关的雾霾情况。

6月20日雾霾情况继续恶化，李总理宣布成立雾霾跨部委员会，作为整体性政
府（WOG）工作的先锋。

多机构合作模式向社会不同的公众和工人提供健康防护建议。

多管齐下的方法确保公众安全，如信息传播，口罩发放。
对不同的体系发布不同的部门计划，如学校，托儿所。



对于2013年6月雾霾现象的医疗资助计划

•当2013年6月21日空气质量进入“非常不健康”状态时，政府启动雾霾资助计
划。

•该计划为一个特殊计划，旨在确保新加坡弱势群体能够支付治疗雾霾所带来
的相关疾病的费用。

•在此计划之下，凡是到普通诊所或是联合诊所治疗雾霾相关疾病的新加坡合
法公民，其支付金额上限为10美元，剩余的医疗资金由卫生部（MOH）支
付。

•超过670家普通诊所参与此次计划。因雾霾引起的相关疾病而到普通诊所和
联合诊所的就诊人数为17，000，而政府由此提供的补助资金为50万美元。

•随着该区域旱季的结束，以及考虑到在2013年剩余时间中雾霾影响新加坡的
可能性很小，该雾霾资助计划于2013年10月31日终止。



•由于重度雾霾情况的突然爆发，市民对于N95型口罩的需求大幅上升。而这一
现象导致了零售商供应短缺。

•卫生部发放其为应对流感而储备的N95型口罩，以缓解市场中的短缺情况。

•一项由政府机构组织的分配计划，通过基层渠道和人民协会，向零售商、贫困
者和弱势群体发放口罩。

2013年6月雾霾期间的口罩供应



空气质量信息发布

•国家能源局报告空气质量读数的频率由每
日3次增加到了全天24小时每小时报道。

•新的微型网站www.haze.gov.sg，可连接
到关键的政府网站，主要用作一站式门户
网站，供市民浏览雾霾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一天的24小时污染标准指数预测值
以及健康防护建议在每天下午6点发出。

•每日的新闻简报用以解决媒体质疑以及提
供雾霾的最新情况。

24



5 2014年改进空气质量报告和健康防护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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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国家能源局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空气质量报告制度，将PM2.5纳入了
污染标准指数中。污染标准指数现包括最差的6项污染物（PM10，PM2.5，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

•在雾霾增强期间，报道的3小时污染标准指数读数将PM2.5纳入其中，以更好的
反应烟霾期间相应的PM2.5读数。

•同时报道1小时PM2.5浓度。

•增强了的污染标准指数与之前的污染标准指数报告系统保持一致，该系统能够让
公众很好的理解、习惯，并能为公众提供日常活动的指导。

•由于PM2.5被归入了污染标准指数之中，因此即便空气质量并未有所改变，但相
较之前，有更多的天气被纳入了“中等”行列之中。

2014年4月1日起增强的空气质量报告制度



修订后的污染标准PSI

24小时污染标准指数 健康人群 老人、孕妇和儿童 患慢性心脏病和肺部疾病的
人群

≤100
（好/中等）

正常活动 正常活动 正常活动

101-200
（不健康）

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体
育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体育活动

避免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体
育活动

201-300
（非常不健康）

避免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体
育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300

（有害）
最大限度的减少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长时间=连续数小时暴露在外
剧烈的=消耗大量精力和能量
减少=少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尽可能少的活动
避免=不活动



空气质量数据报告

•空气质量信息每小时更新。

•信息查找点：国家能源局网站(www.nea.gov.sg)，雾霾微型网站
(www.haze.gov.sg)， 国 家 能 源 局
Facebook(www.facebook.com/NEASingapore), 国家能源局推特
(@NEAsg)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MyENV.



了解修订后的24小时、3小时和1小时污染标准指数中的PM2.5浓度



修订后的一般公众健康防护建议
雾霾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如是否有慢性心脏病或肺部疾病）、污染标准水平和室外活动
的时长及强度。减少户外活动和体力消耗能够限制雾霾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果感觉不舒服，尤其是老人和儿
童，以及患有慢性心脏病和肺部疾病的人群，应当求医。

24-hour PSI Healthy persons
Elderly, pregnant women, 

children

Persons with chronic lung 

disease, heart disease

≤100

(Good/Moderate)
Normal activities Normal activities Normal activities

101 – 200

(Unhealthy)

Reduce prolonged or 

strenuous outdoor physical 

exertion

Minimise prolonged or 

strenuous outdoor physical 

exertion

Avoid prolonged or strenuous 

outdoor physical exertion

201 – 300

(Very Unhealthy)

Avoid prolonged or 

strenuous outdoor physical 

exertion

Minimise outdoor activity Avoid outdoor activity

>300

(Hazardous)
Minimise outdoor activity Avoid outdoor activity Avoid outdoor activity

Prolonged = continuous exposure for several hours

Strenuous = involving a lot of energy or effort

Reduce = do less

Minimise = do as little as possible

Avoid = do not do 30



健康防护建议海报

http://www.moh.gov.sg/content/moh_web/home/pressRoom/Current_Issues/2014/haze.html

31



修订后的健康防护建议：雇主及雇员

长时间=连续数小时暴露在外
剧烈的=消耗大量精力和能量
减少=少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尽可能少的活动
避免=不活动

32

24小时污染标准
指数

健康人群 老人、孕妇和儿童 患慢性心脏病和肺部
疾病的人群

雇主应采取的一般措施

≤100
（好/中等）

正常活动 正常活动 正常活动 •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应
对雾霾的影响

101-200
（不健康）

减少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体育活
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体育活动

避免长时间或剧烈的
户外体育活动

•采取风险缓解措施，如使用机械辅助设备，
岗位轮换，实行室内休息，保证充足的水分
等。

201-300
（非常不健康）

避免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体育活
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采取风险缓解措施，如使用机械辅助设备，
岗位轮换，实行室内休息，保证充足的水分
等。
•如果雇主不可避免地要雇员进行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活动，则应为雇员提供口罩。

〉300
（有害）

最大限度的减少
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避免户外活动 •采取额外的风险缓解措施，如工作调动，减
少户外工作的强度和时间，实施非必要工作
的定期减免或推迟。
•如果雇主不可避免地要雇员进行长时间或剧
烈的户外活动，则应为雇员提供口罩。
•风险评估应考虑工作活动的低能见度所造成
的额外风险，如塔上的起重吊装作业和移动
式起重机。



6 学校及工作场所的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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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定的学校应对雾霾天气的连续性计划

类别 管理方法

（好/中等）
≤100

正常活动

101-200
（不健康）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户外集会，户外露营和体育活动。
•若是学生或工作人员感到身体不舒服，则在就医之前，应当被安排在装有空气净化器的空
调房中，同时通知学生家长。
•患有肺部疾病、心脏病或身体不适的学生应当避免所有体育活动。

201-300
（非常不健康）

•不得有体育活动（包括室内和室外）。
•课堂教学活动仍将继续，但课程可以适当进行修改。如可以布置学生能当堂完成的作业。
•若是学生或工作人员感到身体不舒服，则在就医之前，应当被安排在装有空气净化器的空
调房中，同时通知学生家长。
•患有肺部疾病、心脏病或身体不适的学生要被转移到封闭的室内场所，如学校的图书馆。

〉300

（有害）
•学校停课。
•所有学生，包括患有肺部疾病、心脏病或身体不适的学生需待在封闭的室内，包括完全关
闭门窗的教室。学校应当将学生分散分布在整个封闭的空间中，如图书馆，以保证更好的热
度舒适和通风情况。
•若是学生或工作人员感到身体不舒服，则在就医之前，应当被安排在装有空气净化器的空
调房中，同时通知学生家长。



•若第二天的空气质量预测为“危险”（污染标准指数>300），则教育部将考虑让
所有中小学停课。在封闭期间，学校学生保健中心不得运行。

•在空气质量预测发出通告的同时，应公告学校停课的通知。学校将通过电话或
短信告知家长。

•若学校停课，则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应闭校。

•被告知学校停课的家长应提前做出安排，以在此种情况下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雇主应给予员工更大的工作灵活性，以保证他们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中小学闭校停课



•这些学院的闭校停课考虑不同于其他学校，因为这些学院中的大
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在封闭的室内进行的，如空调演讲厅，而且学
院中的学生年龄也更大（16岁以上）。

•教育部应当与高等教育机构和初级学院密切合作，以保证学生的
健康。

•高等教育机构和初级学院将监测雾霾情况，并按照健康防护建议
内容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如有必要，户外活动将要改为室内其
他活动安排，或者推迟、取消室外活动。

高等教育机构和初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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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旬，西南季风季节、东盟南部地区的传统干旱季节已经到来，并将持
续到9月/10月上旬。

•新加坡气象服务站预测接下来几个月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使新加坡以
及处于西南季风季节地区的干旱、温热状况恶化。

•这可能会加剧跨境雾霾的危险性。

•国家能源局从2014年6月16日开始发布每日雾霾预报和健康提示。

•一些建议各家庭减少暴露在雾霾颗粒下的实用贴士非常有效。

2014年雾霾季节的准备工作



•卫生部与保健服务提供者共同合作（联合诊所、普通合伙人和其他合伙人）
保证医疗保健部门为雾霾做充分准备。

•利用应急计划保证在急症医院、社区医院、疗养院的病人不受雾霾的不利影
响。

•如果情况允许，重启雾霾资助计划。

•卫生部建议健康人群不需要戴N95型口罩，除非空气质量达到有害水平（污
染标准指数大于300）或是人们又不得不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短期暴露在雾
霾下不需要戴N95型口罩，例如，往返于家、学校、公司或者处于室内环境

•政府储备了1600万份N95口罩以缓解供给短缺。卫生部也同经销商和人民协
会预先储备了口罩。

雾霾准备工作-卫生部门



•各校准备实施雾霾管理计划，校长和管理员已开过情况通报会。

•如有必要，户外活动改为室内活动，或者推迟、取消户外活动。

•如果雾霾预报和健康提示指出次日的空气质量会达到有害程度，教育
部会考虑关闭中小学。

•幼儿园、托儿所和学校同时关闭。

2014年雾霾季节的准备工作-学校



•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委员会（WSHC）向其33000名订阅者发布公告，告知有关
雾霾天员工与雇主的修订方针。

•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委员会加入多个行业协会以增强雾霾意识。这些行业协会会
员旗下的雇员要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的工作。

•没有哪一个预定的雾霾水平要停止所有工作。基本服务会继续，做适当的调整。

•人力部通知雇员对他们的工作活动实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并贯彻相应措施，保证雾
霾期间的风险降到最小或得到缓解。

•当雾霾对工人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危害，又没有措施缓和这些危害时，人力部应命
令他们停止工作。

•人力部为工人们设立沟通渠道（热线电话和电子邮件），报道雾霾期间户外工作
的重大安全关切。

2014年雾霾季节的准备工作-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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