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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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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QC

Ambient Air Quality Criteria

NAAQS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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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QD

Ambient Air Quality Directive

NOx

Nitrogen oxides

AAQG

Ambient Air Quality Guidelines

NO2

Nitrogen dioxide

AAQGV

Ambient Air Quality Guideline Values

NZIER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AAQS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OMB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3

Ozone

APMA

Air Pollution and Megacities in Asia

PA

Polic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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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B

Air Resources Board – State of California

Pb

Lead

成关键指导领域，并描画了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AQ

Air Quality

PM

Particulate Matter

AQG

Air Quality Guidelines

PM10

Particulate Matter (≤ 10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AQM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 2.5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AQO

Air Quality Objectives

QA

Quality Assurance

AQS

Air Quality Standards

QC

Quality Control

CAA

Clean Air Act

REA

Risk/Exposure Assessment

• 指导领域 1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CASAC

Clean Air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SEI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 指导领域 2 -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CO

Carbon monoxide

SIP

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 指导领域 3 - 健康与其它影响

CO2

Carbon dioxide

SO2

Sulfur 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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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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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空气质量传播
• 指导领域 5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DEFRA (UK)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 指导领域 6 - 治理

TSP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EC

European Commission

UNFCCC

EU

European Un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GAPF

Global Atmospheric Pollution Forum

US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HG

Greenhouse Gas

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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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A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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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

Integrated Scien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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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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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是空气质量管理中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将空
气污染控制措施的相关性和影响力被传达到决策者和
有兴趣的群体，才更能发挥干预的作用。

第五章
指导领域4：空气质量传播
5.1介绍
空气质量传播需要积极使用数据向一般公
众和关键利益相关者传递空气污染问题信
息。旨在提升意识、转变态度、促进行为
改变。传播是空气质量管理中很重要的部
分，只有将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相关性
和影响力传达到决策者和有兴趣的群体，
才更能发挥干预的作用。在进行空气质量
传播时，需要慎重考虑目标受众、传播渠
道、以及传递的信息。

5.1.1 目标
旨在建立有效的传播策略，围绕空气质量
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公众教育，加强公众
参与，最终防止并减少空气污染的影响。

5.1.2 为何需要进行空气质量传播
空气质量传播，特别是针对公众的传播通
常是国家法规的一部分，管理部门需要
告知和提醒公众空气质量超标。而且，减
少城市空气污染的诸多政策也可以帮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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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气候变化，反之亦然。[参照指导领域6治理] （Nemet
等， 2010）。这些潜在协同效益的传播可以鼓励利益相关
方支持和实施减排措施。

5.1.3 空气质量公共信息发布规范概述
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奥胡斯公约》
规定公众有获得环境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以确保环

在过去几十年，公众环境意识有所提升，现在公众更为关

境公正。公约缔约方必须作出必要的规定，使公共权力

心他们呼吸的空气质量。2011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进行

机构—国家，地区或地方 - 在实践中落实这些权利。根据

了一项公众对亚洲空气污染的意见调查，在628位受访者

该公约，每个人都有权利知悉公共权利机构掌握的环境信

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相比过去恶化了

息；参与环境决策；重审受到质疑的公共决策程序，因为

或者至少没有变得更好。他们认为机动车是主要的空气污

这些决策普遍上没有尊重公众权益或环境法。

染来源，并且感受到空气污染影响了身体健康（Clean Air
Asia， 2011a）。2013年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CSE）在

当前已有一些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国际规范（专栏

印度新德里进行的关于空气污染的居民调查也印证了这一

5.1）。欧盟有关环境空气质量的指令2008/50/EC规定，

点，约74%的受访者表示冬季呼吸道症状出现的频率变高

公众和有关组织，即环保、消费、医疗保健机构、行业协

了（CSE， 2013）。

会，应该能获取足够的环境空气质量信息。这些信息应该
是免费提供的，可通过访问任何媒体获取，包括互联网或

但是，许多人不仅是空气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本身也是污

电信等渠道。年报应该包括所有污染物的限值、目标值、

染的“贡献者”。了解公众对空气质量的看法和态度，对

长期目标等超出范围的信息也应该公开。美国的《清洁空

确保市民参与到空气质量管理中来说很重要（Saksena，

气法案》（CAA）1990年修正案第127条规定，必须将空

2007）。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包括：知识

气质量现状告知公众。

（例如，个人如何基于现有的观念理解信息）；心理因素
（如价值观、驱动行为的情绪、责任感）；习惯（如大多
日常习惯和行为都会带来污染排放）；结构性条件（例如
基础设施 - 或缺乏它所导致的“锁定”效应对行为改变带
来了障碍）；以及社会人口模式（例如，这些因素对每个
人的影响因人而异）（Haq等，2013）。因此，通过传播

专栏 5.1 空气质量信息公众传播规范
欧盟指令 2008/50/EC
附件 XVI
成员国需确保2008/50/EC指令规定的环境污染物浓度的最新信息定期向公众公开。
环境浓度数据为根据合适的平均时间范围得出的浓度均值。信息至少应当指出空气质量目标，包括限值、目标值、预
警值、信息阈值、或规定污染物的长期目标。还需要提供空气质量目标的短期评价，以及对健康、植被等方面产生影
响的相关信息。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PM，至少PM10）、臭氧和一氧化碳的环境浓度信息应至少每天更新，并在可行情况

下，以小时为单位更新发布信息。铅和苯的环境浓度信息应表示为过去12个月均值，应当每三个月更新一次（可行

一份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报告

的话，或按月更新）。

（2014）提供了空气质量监测的优秀做法，区分了公众信
息和决策者信息。针对公众的空气质量信息应该易得、简

各成员国应确保在实际或预测超过预警阈值或任何其它限值的情况下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至少包括以下信息的详细

洁、易懂；而决策者需要的信息则应该围绕相关问题或情

介绍：

景展开，例如比较优势，社会和政治趋势，经济趋势等。
与此相反，研究人员/科学家则需要更详细更技术的空气质

(a) 观测到的超标情况：

坐公共交通、非机动出行方式）很重要。

量信息— 技术报告、学术论文以及在线数据库用以学习参

- 超标位置或地区，

考。最好是组织这一类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会议，专

- 超出阈值类型（信息或警报），

不少机构和团体都在做空气质量信息传播，包括：环保部

题讨论和研讨会进行信息分享。

- 超标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提升意识、改变公众态度、促进环境友好的行为（例如乘

- 最高的小时平均浓度，如是臭氧超标则发布最高8小时平均浓度；

门负责监测、整理和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公共卫生部门提

(b) 下午/次日/多日预报

供公众健康防护意见；非政府组织提高公众意识，产生政

- 预测超标的信息和/或预警值的地理范围，

治压力；媒体提供传播渠道、接触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

- 污染趋势变化（改善、稳定、或恶化）及其变化原因；
(c) 针对应注意的人群，可能的健康影响以及建议行为的信息：
- 应注意的人群，
- 可能的症状描述，

在过去几十年，环境意识有所提升，现在公众更
为关心他们呼吸的空气质量。

- 针对应注意人群推荐的预防措施，
- 在哪里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d)减少污染和/或暴露的防护措施：主要排放源；减排行动建议；和
(e) 如预测到超标，成员国应采取行动确保在可行范围内提供上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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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清洁空气法案
条例 127
(a)各州计划中应当包含在任何时候/或定期及时告知公众正在或者已经（无论在之前哪年）超过国家一级环境空气质

一项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调查发现，通过网站发布的在
线信息传播方式最受欢迎，其次是出版报告和按照申请公
开。

量标准的情况和范围。提醒公众与污染相关的健康危害信息，加强公众对于超标时可采取的防护措施、参与减排规制
和其它可改善空气质量行动的认知。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州际公路路口/城市公路入口标识或电视，广播，通知或信
息发布。
(b)管理者有权利向各州拨款以支持 条款(a)的实施。

专栏 5.2 日本大气环境数据在线发布系统

为了恰当传播大气环境数据，日本已经建立了先进的在线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系统。日本环境省（MOEJ）和地方政府
负责空气质量监测。 2012年，日本建成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自动监测）系统每种污染物的站点数有：NO2（1285

），悬浮颗粒物（SPM）（1320），光化学氧化剂（OX）（1142），SO2（1022）， CO（68），PM2.5（312）。
此外，还有路边监测站点：NO2（406），SPM （394）， Ox（30），SO2 （59）， CO （241），PM2.5 （123）

。日本环境省与地方政府一起，通过国立环境研究所网站定期发布年度数据，包括小时数据。各地方政府也按照日本

5.1.4 空气质量传播平台

一项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展的关于空气质量管理的调查
（ADB 和Clean Air Asia，2014）发现，通过网站发布的

目前在亚洲城市有很多渠道（如下所述）可用以向一般公

在线信息传播方式最受欢迎，其次是出版报告和按照申请

众和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传播空气质量现状：

公开。较少使用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电视广播和纸媒。日本
空气质量监测信息通过先进的在线数据公开系统发布，在

• 出版（印刷）报告：报告、小册子、文章

促进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升级和改善方面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 纸媒- 报纸

（专栏5.2）。

• 电波类媒体：电视和广播
• 网站：在线数据库
• 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
• 公共显示屏或展位/信息板
• 内部通信/内部申请信息
• 需申请信息

• 信息解读
• 饼图和地图
• 卫星图像

4

备注: 日本用Ox（光化学氧化剂）替代臭氧（O3），因为二者的环境浓度基本上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仅开展了

Ox的监测。

来源：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期不详）；日本环境省，（日期不详）.

载的手机应用。例如，泰国污染控制部（PCD）就开发了
移动客户端Air4Thai，使得泰国曼谷和其它地区的人们可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信息的发布方式和形式等方面信息如下

• 视觉演示

染问题时进行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预警的决策依据。

先进的传播技术能使得分享更顺畅、数据更易得，如可下

向决策者传播空气质量信息的一般形式包括：

• 汇总表

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地方政府也将在线发布的官方数据（通过在线实时数据发布系统）， 用作出现Ox 和PM2.5空气污

播的渠道。相比电视和纸媒，在线发布成本很低。此外，

以通过该手机应用获取空气质量信息。

• 书面报告

过日本环境省的网站（“Soramame-kun”3—日语网站）以及当地政府网站公布。在线实时数据发布系统方便了生

成本、发布频率、信息形式等因素决定了空气质量信息传

• 其他：社交网站，微博

• 政策简报

财政年度在一段时间（1-2年）后发布经核准的数据（日语）。所有未经核准的原始数据，包括每小时的数据，也通

• 文本 – 附有文字描述的空气质量数据

空气质量指数将原始数据（如污染物浓度）转化为无量纲
数字，进一步根据对应的污染浓度范围分成不同级别。通

（ADB 和 Clean Air Asia，2014）：

5.1.5 用于空气质量传播的指数

• 原始数据 -以数字形式发布的原始数据

空气质量指数（AQI）是向公众传播空气质量现状的常

• 原始图形 –以图解形式发布的原始数据

用工具。不同的国家对应其空气质量标准有各自的空气

• 浓度 – 以浓度形式呈现的空气质量数据

质量指标，例如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 统计 – 空气质量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后发布（例如，以

Index）和新加坡的污染标准指数（Pollutant

Standard

百分位数形式展现）

Index）。

• 空间 – 空气质量数据的空间表示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常这些级别依照空气质量指数（AQI）分为“好”、“一
般”、“对敏感人群不健康”、“不健康”、“非常不
健康”与“有害”，对于不同敏感程度的人群意义也不一
样。指数也常有对应的颜色表示，让信息更易解和可视
化。表5.1列举了USEPA的AQI分级。
但是，各国的AQI在污染物监测种类、限值、分级范围等
方面不一而同。重要的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之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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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使用统一的AQI分级（见专栏5.3）。

AQI并非空气质量信息的唯一表现形式。很多时候，通过
数据视觉化工具（例如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展示空气质量

各个国家公众对于AQI和预警的认知和意识也不一样。只

的空间变化和污染物分布）可以使得传播效果加强。一些

有很少的证据表明个人会基于对空气质量数据或暴露认知

城市还采取了一些新奇的技术和创新方法来呈现空气质量

去改变行为，减少污染暴露。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1962

信息（专栏5.4）。

位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知道空气质量预警，但仅有10-15%
表示会在预测到有较差空气质量时相应改变行为。相对于

一项ADB/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2014）的调查发现，亚洲

官方建议，个人对于较差空气质量的认知是行为改变的主

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的城市中仅有55%使用了AQI。表5.2列

要驱动力（Laumbach等，2015）。

出了有AQI的8个国家（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马来西
亚、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一些国家制订

表5.1美国环保局空气质量指数分级和定义
指数值

健康影响水平

定义

0~50

好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空气污染造成的风险很低或根本没有风险。

51~100

一般

101~150

对敏感人群不健康

151~200

不健康

201~300

非常不健康

301~500

有害

了空气污染指数的国家指导原则，然而仅有部分城市落实，其它则完全没有实施。

表 5.2 亚洲空气质量指数（或类似指标）总览
国家

状态

正式名称

发布频率

包含污染物指标

阿富汗

—

—

—

—

孟加拉国

准备实施

空气质量指数

日

未说明

不丹

—

—

—

—

文莱达鲁萨兰国

已经实施

污染标准指数

日

PM10

柬埔寨

—

—

—

—

中国

已经实施

空气质量指数

小时

印度

已经实施

国家空气质量指数

小时

污染标准指数

日

PM10、SO2、CO、O3、 NO2

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是对少部分的敏感人群来说，有些污染物会
造成一定健康影响。

印度尼西亚

对敏感人群可能造成健康影响。一般公众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所有人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对敏感人群影响更大。
紧急情况，发出健康预警。全部人群都较易受到健康影响。
健康预警：全部人都受到更为严重的健康影响。
来源: USEPA, 2013

已经实施（非规
定）

SO2、NO2、PM10、CO、O3
、PM2.5

SO2、NO2、CO、O3、NH3
、PM2.5、PM10、Pb

日本

—

—

—

—

老挝

—

—

—

—

马来西亚

已经实施

空气污染指数

小时

CO、O3、SO2、NO2、 PM10

缅甸

—

—

—

—

尼泊尔

—

—

—

—

空气质量指数

日（非规定）

PM10、 PM2.5

空气质量指数

日

TSP、SO2、CO、O3、NO2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已经实施但非
规定
已经确立但未
实施

韩国

已经实施

公众空气质量指数

小时

SO2、NO2、 CO、O3、PM10

新加坡

已经实施

污染标准指数

日, 3小时

PM10、SO2、CO、O3、NO2

斯里兰卡空气质量指数

日, 周

斯里兰卡

已经确立但未
实施

O3、PM2.5、PM10、CO、SO2
、NO2

泰国

已经实施

空气质量指数

部分日，部分小时

PM10、O3、SO2、NO2、CO

越南

已经实施

空气质量指数

小时

未说明

来源： ADB & Clean Air Asi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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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3 香港空气污染指数

专栏 5.4 空气质量传播的创新方法

香港制定了一套空气污染指数（API），包括健康风险分级并为不同的敏感人群提供相应的行动建议。自1995年，

[韩国·首尔] 空气环境展示灯

香港就开始实施API（或AQI）系统，基于监测站点当日或一小时监测的最高污染物浓度值确定污染指数并发布。
该指数覆盖了四项香港空气质量目标规定的主要大气污染物。API指数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忽视了不同污染物之
间对暴露人群健康影响的协同效应。
对应2005年WHO发布的空气质量指导值，香港政府联合当地高校重新审定了空气质量目标以及相应的API系统。
在研究了世界上已有的各种指数后，团队专家建议借鉴加拿大现行的指数系统——空气质量与健康指数（AQHI）。
该指数使用当地的空气污染与健康数据，确保空气质量发布系统是基于当地健康观测结果的。
2013年12月，香港开始使用AQHI系统，纳入了当地与空气污染疾病相关的就医数据，揭示相关健康风险。不同
的是加拿大的AQHI使用了死亡风险，而香港采用了发病率数据替代。香港AQHI指数系统从1到10分为5档健康风
险（低、中等、高、非常高、严重），并为易受影响人群提供健康风险信息和相关防护措施建议。
该发布系统告知公众香港空气污染的短期健康风险，是亚洲首例。
最新的小时AQHI值与预报结果通过以下平台传达视听：
(i)香港环保署（EPD）网站http://www.aqhi.gov.hk, 可通过个人电脑与智能手机的移动客户端登陆；
(ii)AQHI手机及电脑应用软件；或
(iii)AQHI 热线 （2827 8541），通过自动语音系统提供口头播报，或通过传真点播服务提供打印版更新信息。
所有上述渠道都全天24小时提供信息服务。除此之外，还定期通过大众传媒在电视与广播频道发布。
香港AQHI系统使得公众有充分的信息可以向政府施压，令其重视空气污染问题。如果本地的空气污染与医院数据

图片来源： http://www.livinglightseoul.net/

可得，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借鉴香港AQHI的方法。
空气环境展示灯是显示空气质量和公众对环境关注的未来型建筑立面。它位于韩国首尔和平公园，是一个永久性的室
来源： Wong等， 2012

外展区。展示灯有动态灯体，通过发光和闪烁的形式显示空气质量和公众环境关注度两种数据，以其特有的功能，通
过公共媒体建筑结构动态展示环境空气质量。当空气质量比去年更好，或者有围观者发送特定短信编码来查询数据
时，面板顶部的部件就会发光闪烁。
展示灯的外周就是首尔的大地图，共有27个边界，是基于韩国环境部现有的空气质量监测点绘制的。展示灯代表的
每个地图区包含离它最近的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它是一个动态互动的环保建筑立面，会根据实时监测的空气质量
与历史数据对比结果和经过路人发送的短信请求亮灯（Infosthetic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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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 巴黎热气球

在亚洲，不同国家的空气质量指数之间有很大差异（图5.1

• 发布渠道：大部分通过网站发布，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包

），下图总结了不同组成部分间的一些主要差别：

含了智能手机应用、社交网络渠道、新闻报纸、广播与电
视等多种渠道。

• 包含污染物：大部分国家包含了PM10、SO2、NO2与

• 文字描述：一些国家基于污染水平（低，轻微污染，

• 分级：污染物浓度分级不同，通常取决于各国的环境空

发布（低，对敏感人群不健康，不健康与有害）。

CO。较少国家有 PM2.5。

高）发布文字描述，而其他一些国家基于对健康的影响来

气质量标准。
• 发布频率：大部分为日指数，中国、日本与韩国发布小

不同国家与城市AQI指数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让公众感到疑

时指数。

惑。因此，尽管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空气质量指导值/标

• 范围：主要基于站点，但在发达城市也会基于区域/分

准，或许开发亚洲统一的空气质量指数会有所帮助。

区。

600
550
危险

(>420)

严重污染

500

(>420)

严重

400

气质量数据以及5个路边交通站的空气质量数据。

(>420)

(>420)

(>420)

非常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严重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有害

(~604)

有害

(>300)

重度污染

非常差

(351-420)

非常差

(351-420)

(~424)

(350-420)

(355-424)

(351-420)

非常不健康

(351-420)

(~424)

350

PM10 (µg/m3 ), 24小时

力，还会根据巴黎的环境空气质量改变颜色。气球每两小时显示两种空气质量指标：巴黎6个城市监测站点的环境空

有害

(>420)

(~600)

(~420)

自2008年，巴黎热气球与AIRPARIF（一家经许可的法国空气质量监测公司）合作，使得热气球具备空气质量监测能

有害

有害

(~604)

严重

450

图片来源： http://www.ballondeparis.com/fr/

紧急

有害

(>420)

300

不健康

中度污染

(~350)

非常高

(>100)

非常高

(~350)

250

200

非常不健康

(~354)
差

(151-350)

不健康

(255-34)

(~354)
非常高

差

不健康

(151-350)

(151-350)

不健康

(151-350)

非常不健康

(301-300)

轻度污染

(>100)

(121-350)

对敏感人群
不健康

对敏感人群
不健康

(~250)

不健康

对敏感人群
不健康

(155-254)

(~254)

(~254)

不健康

(121-200)

150
高

100

(~180)

一般

(~150)

中等

一般
(101-150)
对敏感人群
不健康

(51-100)

(81-120)

高

一般
(~154)

一般
(51-150)

一般
(55-154)

中等 (~30-

50
好

(~50)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非常差

空气质量指标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展示了欧洲大城市最主要的三种污染物：二氧化氮、臭氧、颗粒物。巴黎空气质量
好时气球为绿色，一般时为橙色，不好时为红色。气球在19千米（12英里）范围内都可见（Ballon de Paris， 2015
）。

非常低 (~0-

15)

0

国家

50)
低 (~15-30)

CN

EU

好

(0-100)

(~55)
好

低

(0-50)

HK

IDN

(~28)

一般
(31-80)
好
(0-30)

IND

高

一般

(41-120)

(~50-100)
中等

一般

一般

(51-150)

KR

(~100)

(~154)

一般

(~75)
好 (~54)

好
(0-50)

(0-54)

(0-50)

(0-40)

(~50)

LK

MY

PH

SG

TH

UK

好

好

好

低

好 (~54)

US

CN = 中国; EU = 欧盟; HK = 香港; IDN =印度尼西亚; IND = 印度; KR = 韩国; LK = 斯里兰卡; MY = 马来西亚; PH = 菲律宾; SG = 新
加坡; TH = 泰国; UK = 英国; US = 美国

图 5.1 部分国家PM10 AQI 对比

来源：Infosthetics， 2009； Ballon de Paris， 2015

来源： Clean Air Asi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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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ADB/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发了清洁空气记分
卡工具，为亚洲城市提供可比指数以及识别潜在的提升
空间。清洁空气记分卡是基于Excel的工具，包含3项指
数：(i) 空气污染与健康， (ii) 清洁空气管理能力，以及 (iii)
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该工具旨在满足一个评价空气质量
水平的可比性指标的需要。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APHI）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值与中期目标来评价
城市空气污染水平（表5.3）。因而，指数表征的空气质
量“好天”是基于WHO指导值而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后者通常没有前者严格。该指数包含了7项主要污染
物（PM10、PM2.5、SO2、NO2、O3、CO和Pb）。要求城
市至少具备PM 10监测数据。WHO指导值与中期目标水平

对应的是“优”级别。其次为中期目标第一阶段、第二阶

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
分级

分数范围

描述

优

81~100

污染物浓度低于WHO指导值水平。监测污染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

良好

61~80

空气污染水平相当低，但是对敏感人群仍有影响。

一般

41~60

空气污染水平升高，加重敏感人群症状，增加健康人群暴露于污染的风险。

差

21~40

污染水平高，对敏感人群有较大健康影响，增加健康人群暴露于污染的风险。

非常差

11~20

空气污染水平很严重，对大部分公众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严重

1~10

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对普遍公众造成不利健康影响。

段，以及亚洲城市的年平均水平1。
来源: Clean Air Asia, 2011b.

该指数分别基于各污染物计算而非综合指数。对于有多种
污染物数据的城市，得分最低的污染物被列为主要污染
物。这样，城市整体清洁空气得分是基于得分最低的污染
物的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但是，当进行城市之间的空气
污染与健康指数横向比较时，需要是基于同一个或几个污
染物。表5.3呈现了指数分级与对应描述。

自2010年开发以来，清洁空气记分卡在亚洲9个国家的24

及减少影响的可能措施。报告中通常也没有涉及改善空气

个城市应用（北宁、曼谷、卡加延德奥罗、芹苴、清迈、

质量的优先行动领域。这样会使得决策者缺少机会去了解

科伦坡、佛山、广州、杭州、河内、伊洛伊洛、雅加达、

现状，并基于证据发现去制定可靠的政策。

济南、加德满都、呵叻、马尼拉、奎达、维沙卡帕特南、
肇庆、哈尔滨、大连、长春、江阴、桐乡）。其中对空气

一般来说，国家（以及区域）空气质量状况公报有一个规

污染与健康指数（APHI）的分级也可依照已有的空气质量

定的模板、内容及发布频率。但是，空气质量管理很大程

指数的格式来，差的空气质量对应低AQI值，好的空气质

度上是地方问题，城市居民有兴趣了解他们呼吸的空气质

量对应高AQI值。

量以及当地空气质量管理采取的措施与规划的进展。然
而，覆盖更大范围的国家报告通常不能提供每个地方的具

表5.4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的空气质量现状报告特征。大部

体信息。当前已有的国家空气质量状况公报通常也只关注

分报告都主要是分析数据。而总结其它空气质量管理相关

空气质量是否能达标以及目标值，呈现方式对于公众来说

方面也很有用，例如空气污染的健康与社会经济影响，以

并不易懂。

表5.3 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分级与对应描述
1

例如，“优”级别是基于WHO指导值20 µg/m3与中期目标
第三阶段30µg/m3。“好”与“一般”级别分别基于中期目
标第二阶段（70 µg/m3）与第一阶段（101.23 µ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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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部分亚洲国家空气质量状况公报概览
国家/城市

标题

印度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状
况公报

中央污染控制局

每年

香港

香港空气质量

环保署

每年

菲律宾

国家空气质量状况公报

负责机构

环境管理局

发布频率

每两年

截止文件编制最
新版本（2014）

现状/ 备注

内容

链接

2012

2014年1月出版2012版

•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信息
• 空气质量评价 (1年): 整体情况与具体污染物 (SO2, NO2, SPM, PM10及其
它)
• 空气质量趋势
• 空气污染控制行动

http://cpcb.nic.in/divisionsofheadoffice/pams/
NAAQStatus_Trend_Report_2012.pdf

2013

定期编制与发布

• 气态污染物，颗粒物和有毒空气污染物的当年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 随时间变化的空气污染水平（日，季，长期）

http://www.aqhi.gov.hk/api_history/english/
report/files/AQR2013%20prelim_en.pdf

2012年发布2010-2011报告

•
•
•
•
•

空气污染源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管理（按来源和组织）
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挑战和建议

最近的： http://www.emb.gov.ph/portal/
Portals/23/PDF%20Files/
DenrAirQualityStatReport10-11.pdf
以前的报告：http://emb.gov.ph/eeid/
publications.htm

空气质量标准
空气污染来源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信息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管理
空气质量预报与预警系统
沙尘状况

2010-2011

韩国

韩国空气质量月报与年
报（韩语）

环境部

月/年

每月（2015年
2月）； 每年
（2014）

1998至2014年编制发布（韩
语）

•
•
•
•
•
•
•

泰国

泰国空气与噪音现状管
理（泰语）

污染控制部

每年

2012

定期编制与发布（泰语）

• 空气质量状况与排污量
• 重点源（工业/机动车）空气与噪音污染防控措施
• 公众意识提升活动

http://www.pcd.go.th/download/en_air.cfm

http://english.mep.gov.cn/standards_reports/
soe/

越南

http://www.airkorea.or.kr/eng/real/realTime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空
气部分）

环境保护部

每年

2012

定期编制与发布（中英双语）

• 主要污染物总排放量减排
• 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分污染物指标），酸雨频率与分布情况，污染
排放量估算及控制措施与行动
• 水、海洋、声、固体废物、辐射、自然和生态环境、土地和农村环境、森
林、草原、气候和自然灾害状况
• 环境管理

74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环境保护部

月

2014

定期在线发布

• 空气质量：污染物月均浓度；主要污染物与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

http://www.cnemc.cn/publish/totalWebSite/
news/news_40273.html

马来西亚环境状况公报
（空气部分）

环境部

每年

2013

定期编制与发布

• 空气质量：监测，现状与趋势
• 河流、地表水与海洋水质
• 污染源清单

https://enviro.doe.gov.my/view.php?id=15791

中国

马来西亚

http://www.airkorea.or.kr/last_amb_hour_data

国家环境报告的一部分

越南环境部

每年

2012

定期编制与发布越南语版(除
2007年外). 每年都有不同主
题，2012年为地表环境，2013
年为空气环境。

•
•
•
•
•
•

经济发展活动，气候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变化
环境状况，包括土壤、水与空气质量
固废与生物多样性专门内容
环境污染影响
环境管理现状
拟定措施

http://vea.gov.vn/vn/hientrangmoitruong/
baocaomtquocgia/Pages/default.aspx

来源：Clean Air Asia汇编更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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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协同效益传播

在气候策略设计中包含空气质量效益可以激发利益相关者

许多温室气体（GHGs）减排的策略同时有减少空气污染

的，并且有健康效益（Nemet等，2010）。特别对决策者

物的（如PM,

NOX

与SO2）的协同效益。如采取措施将

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到2005年水平的50％，则相

应可减少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造成过早死亡人数的20%40％（荷兰环境评估机构[NEEA]，2009年）。这些措施中

采取行动的积极性，因为空气质量效益都是本地的、近期
来说，这强调了行动的经济成本。
据 估 算 ， 减 排 每 吨 C O 2带 来 的 空 气 质 量 协 同 效 益 约 合

2-196美元，平均为49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协同效应最大

最显著的就是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改为使用可再生能源。

（Nemet等，2010）。例如，如果中国采取严格的空气政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综合指标”，传递所有必要的

的过早死亡人数，会使得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7%。但

信息来达成空气和气候政策的整合（欧盟环境局[EEA]
，2013）。全球变暖潜势/全球温度变化潜势或温室气体
对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的评价指标为十亿分率（ppb）中
温室气体占比，如CO2。而评价空气质量的指标则不同，
为环境浓度微克/立方米（μg/m3）。此外，健康和生态系

统指标表征为死亡率、发病率、作物损失等影响。因此需
要建立一套综合政策指标。

在气候策略设计中包含空气质量效益可以激发利益
相关者采取行动的积极性，因为空气质量效益都是本地
的、近期的，并且有健康效益。

策，到2050年就会减少70%长期暴露室外空气污染造成
是，产生的空气质量效益将等于7.5%的GDP，而温室气体
排放也将减少40%（PBL，2009）。专栏5.5探讨了美国温
室气体减排政策实施带来的协同效益。

之间的取舍（如将汽油更换为生物质燃料有利于实现气

带来的健康损害（PM10、 PM2.5）。

候效益，但会增加颗粒物排放不利于空气质量）（EEA，
2013)。鼓励非机动出现方式（即步行和骑自行车），以

当传播气候变化政策与空气质量的协同效益时，重要的是

及快速公交/公共交通和改进土地利用可减少温室气体排

要以一个连贯的方式综合考量社会经济、环境与健康多个

放，并带来直接的健康协同效益—例如，减少因空气污染

维度。需要识别出关键信息，提升利益相关方的认知，特

引致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交通事故、噪音带来的压

别是在城市与区域的层面。

力等。相反，将汽油车更换为柴油车，会加剧颗粒物排放

交通领域可将协同效益传播至关键利益相关者与一般公
众，对于空气质量和气候效益也是双赢（图5.2）。专栏
5.6探讨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快速公交系统的协同效益。

空气质量受益

同样，也存在“输-赢情景”，面临气候或空气质量效益

变好

能源效率

三元催化剂（汽

专栏5.5 在加州实现协同效益

需求管理

油）

2006年9月27日，加州州长阿诺斯瓦辛格签署了加州议会32号法案（AB32)，该法案是美国最为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

32号法案通过后，很快就开始分阶段实施（2008）。初步计划帮助界定一系列2010年生效的先期行动，还设置了一
系列强制减排的阶段性措施，于2012年底生效。强制减排措施包括排污权交易体系，覆盖了加州85%的排放源。该

柴油颗粒物过滤器

气候变化受损

命令控制政策，以期将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水平。

低排放区

柴油颗粒物过滤器

气候变化受益

地方法规。法案授权加州空气质量资源局（CARB）制定一系列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包括多个行业部门的市场政策与

混合动力汽车

法案对全球变暖潜势高的温室气体规定更为严格，还设置了能效、清洁交通、工业、森林与水/循环等一些列目标。
对32号法案的整体经济影响进行宏观经济影响评估（包括节能与空气污染减排）的结果显示，32号法案将每天减少
燃烧产生的烟尘或PM2.515吨，NOx 61吨，2020年减排带来的公共健康改善效益约合43亿美元，将减少770例过早死

无控制的油品与移动

增加柴油和生物汽

源排放

油使用

亡以及76000个工作日损失（气候行动组，2007）。

变坏

温室气体减排的策略有减少空气污染物、降低健康影响的
的协同效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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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空气质量传播的不同阶段
专栏 5.6: 快速公交的协同效益
阶段
快速公交 （BRT）是设置公交专用道，类似铁路系统的道路交通系统，设置高架上下车站，独立车票等服务设施
（Wright 与 Fulton， 2005)。快速公交通常有多种效益，例如低燃油成本、快速通勤与CO2减排（Ernst， 2005）。

快速公交一经在拉丁美洲成功应用，便迅速地在亚洲流行起来。

不完善

其中一个亚洲的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快速公交。早在2004年，雅加达第一条线路（快速公交15路）就开始
运营。其建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最重要的是需要代替品质下降和乘客人数减少的旧公交系统。另一因素是100万
美元/公里的价格要远低于轨道交通价格成本（约5000万~2亿美元 /公里）。还有就是雅加达地方长官Sutiyoso强烈

息都没有与公众共享。缺乏在空气质量管理中需要理解污染来源及健康影响的公众意识。

已有空气质量信息未更新。不定时或基于项目开展针对决策者与公众的传播活动。公众需申请方
能获得空气质量数据。公众对于需要理解空气污染的来源及健康影响的认知水平较低。

截至2007年12月，雅加达快速公交已经运行208,332车次，每日搭载1,874,988乘客。其中约11%的快速公交乘客是

传播活动使用处理的空气质量监测信息、AQI、污染来源的一般性信息。已有空气质量信息会更

从私家车出行转变而来，4%的乘客从出租车出行转变而来，这样的话快速公交的运行每日可减少7,500车次的小汽车
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就可以每年减少32,256吨CO2的排放量（Sutomo等, 2013）。

仅有少量的原始/未经处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供传播活动使用。空气质量数据和其它任何相关信

通过不定期或基于项目的监测活动获得有限的（已处理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用于传播活动。
发展中

支持快速公交的建设。

出行。快速公交的首条线路（12.9 km）能为乘客节约近1小时的出行时间，减少空气污染，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仅

指标

逐渐形成

新，但是不定期。在一些情况下会通过媒体发布空气质量现状。在重污染天会发布建议，但是
没有形成系统。针对决策者与公众的传播活动变得更普遍。公众可以在线下载一般的空气质量信
息。信息也可通过一两种媒体渠道进行传播。开始考虑需要公众理解污染来源及健康影响。

为了进行有效的空气质量传播，需要确保传播能提升意识、改
变态度并促进低污染排放行为。这不仅能改善空气质量，还能确
保敏感人群得到保护。

传播活动使用处理的空气质量监测信息、AQI、源清单或源解析得出的污染来源、空气污染影响
的本地数据、空气质量管理行动计划。媒体发布空气质量现状。有重污染天发布建议的系统。制
成熟

定和实施针对决策者与公众的传播策略；在空气质量管理中将其制度化与系统化。公众可在线下
载更多空气质量信息（如处理过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空气质量趋势、健康影响）。使用现代的
传播渠道。需要理解污染来源及健康影响的公众认知成为常态。

定期向利益相关者传播空气质量管理现状的全面的、非技术信息—包括处理过的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AQI、源清单或源解析得出的污染来源、空气污染影响的本地数据、空气质量管理行动计

5.2 空气质量传播的不同阶段

5.3问题与挑战

为了进行有效的空气质量传播，需要确保传播能提升意

亚洲目前面临一些挑战，妨碍了空气质量信息的有效传

识、改变态度并促进低污染排放行为。这不仅能改善空气

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划。实施更新空气质量信息。定期通过媒体发布空气质量现状。向公众提前发布准确的预测/预
警信息，形成相应防护建议发布的系统。制定和实施针对决策者与公众的传播策略；在空气质量
管理中将其制度化与系统化。公众可在线下载空气质量信息、本地影响（健康及环境等）、特定
方面的政策与行动措施。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和创新方法与技术。具备需要理解空气污染来源及

质量，还能确保敏感人群得到保护。表5.5呈现了亚洲城市
空气质量有效传播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应的健康与协同效

完善

健康影响的广泛的公众认知度。

制度

益，并列出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不同空气质量管理发展阶
段的主要指标。

• 空气质量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管理部门有空气质量数
据，但是自身可能没有使用数据并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需要考虑的关键指标包括：

制定公众意识提升的计划的能力。

为了促使空气质量传播向完善的方向发展，空气质量信息需要
清晰、全面、精准、简洁、易懂并且贴近被关注的方面。

• 制定和实施传播策略（如空气质量传播计划）。
• 空气质量信息的可得性（如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健康及

管理/技术

其他影响、政策、行动计划）。
• 传播空气质量信息的类别。

• 空气质量信息发布与覆盖范围有限。空气质量数据有

• 使用传播平台来通知利益相关方空气质量现状。

限。特定城市/国家即使有数据，数据范围、类型、发布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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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能有限。

气质量标准与空气质量监测。这些信息能够用以提升对空

• 空气质量指数之间的差异可能使得公众疑惑。不同城

气污染问题的认知，并且促使关键利益相关者自愿改变行

市/区域与国家使用的空气质量指数之间存在差异，可能让

为。

表 5.6发展路线图与政策建议：空气质量传播
发展阶段

公众对情况产生误解或降低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影响。
• 空气重污染天的公众引导较少。在发生严重空气污染的

地方政府管理附近小企业、住宅区的排放源，并进行

时候，可能没有让公众减少暴露与排放的相关信息。

城市规划，最终对区域与本地空气质量状况产生影响。图

• 空气质量传播对于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较小。有公开信

5.3提供了地方政府在提升本地空气质量方面能够采取的行

息，但是可能对不同目标受众的减排与健康影响相关态度

动示例。此外，还可在空气质量较差时进行预警，鼓励居

和行为产生不了作用。这个可能是部分因为有影响力的团

民采取低排放、减少污染暴露的行动。

管理步骤
• 建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并按规定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参照指导领域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不完善

• 培养测量、校准和处理空气质量数据（来自不定时或项目监测活动）的能力。

为了促使空气质量传播向完善的方向发展，空气质量信息
需要清晰、全面、精准、简洁、易懂并且贴近被关注的方

• 空气质量传播的资金资源有限。相比识别空气污染来
源、确定控制质量现状、评估对人体健康与福利影响等方
面，传播可能比较不被重视。但是，为了减少污染，保护
公众健康，空气污染信息的传播应当被视为有效空气质量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针对决策者与公众，开展空气质量信息传播的能力建设。
技术步骤

体（如媒体与民间组织）对空气污染问题的理解不够。
资金

应采取步骤

管理步骤

面（表5.6）。信息还需要包含可靠性与不确定性的说明，

• 更系统地加强能力，以针对决策者与公众开展空气质量信息传播。

直接针对特定人群，在对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渠道传播。

• 培养能力在重污染天不定时通过媒体发布空气质量信息与建议。

为此，需要制定相关空气质量传播计划（Wartenberg，
2009； CiteAir， 2007）。附件IV 提供了清洁空气传播计
划的制定过程，以及信息来源、案例研究。

• 开始培养信息技术能力，确保公众在线可得一般性空气质量信息。
发展中

技术步骤
• 培养测量、校准、处理和更新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与一般性的污染来源信息的能力，用
以更多定期的传播活动。
• 培养使用一到两种媒体渠道传播空气质量信息的能力。

5.4 空气质量传播发展路线图

• 使用AQI。

空气质量传播包括对空气质量现状、来源及其对人体健康

管理步骤

影响的理解。它需要基于其它空气质量管理内容，例如空

• 制定和实施针对决策者与公众的传播策略。
• 加强制度化与系统化空气质量传播能力，向决策者与公众和更多的利益相关方传播空
气质量。
• 加强在重污染天定期发布空气质量现状并系统性地提供建议的能力。
• 在线更新空气质量信息（如处理过的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空气质量趋势、健康影响）

整合空气质量

提供更多、更

与城市交通规

好的交通出行

划目标

选择

推广清洁生产

清洁汽车、卡
车与巴士

推广清洁住家

管理露天焚烧

逐渐形成

的影响

并确保公众和其他所有利益相关方可获得这些信息。
• 保障空气质量传播资源。
技术步骤
• 培养测量、校准、处理与更新信息的能力（包括处理过的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AQI、EI/SA得出的污染来源信息、本地空气污染健康影响数据、空气质量管理行动
计划），用以常规和系统的传播活动。

减少工业排放

促进小企业最

• 培养使用更多媒体渠道传播空气质量信息的能力。

佳管理操作

图 5.3 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可采取的行动
来源： NSW EPA （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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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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