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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对吗？



颗粒物的消光占大头

• 大气中存在的气体和颗粒物都能起到光的
 干扰作用

• 以北京市的案例研究，气体组分引起的消
 光大约占7%左右，颗粒物的消光作用占到
 93%左右

• 颗粒物的光吸收作用占颗粒物消光22%，
 光的散射作用占71%



PM2.5与灰霾

• 灰霾是一种细颗粒物消光引起的水平能见度低于
 10 km的大气浑浊现象 。

• 能见度=3.912÷大气总消光

• 大气总消光=气体消光+颗粒物消光

• 颗粒物消光=颗粒物吸收+颗粒物散射



相对湿度有影响



相对湿度影响一



相对湿度影响二

• 另外，液相反应所需克服能垒变低，反应加快



雾和霾

• 是根据空气的相对湿度来进行区分的，如
 果相对湿度大于95%时发生的低能见度现
 象称为雾，

• 相对湿度在80%以下能见度低于10公里的
 现象称为霾。

• 在80%到95%的相对湿度之间的低能见度

现象有人说是雾，也有人说是霾。



雾的 特征

•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
 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 是近地面层空

 气中水汽凝结( 或凝华) 的产物, 几乎所有的
 气象学教科书都强调雾是由水滴或冰晶组

 成的, 因而相对湿度应该是饱和的。雾的存
 在会降低空气透明度, 使能见度恶化, 如果

 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降低到1000m 以内, 就
 将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 或凝华) 

物的天气现象称为雾( Fog)



霾的特征

• 空气中的灰尘、硫酸与硫酸盐、硝酸与硝
 酸盐、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能使大气混
 浊, 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 如果水平
 能见度小于10000m 时, 将这种非水成物组
 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



雾霾特征对照表





API (Air Pollution Index)

• 空气污染指数就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
 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并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
 和空气质量状况，适合于表示城市的短期空气质量状况和
 变化趋势。根据我国空气污染的特点和污染防治重点，目
 前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项目暂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可吸入颗粒物或总悬浮颗粒物。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
 和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将调整增加其他污染项目，以便
 更为客观地反映污染状况。

（1）API 50点对应的污染物浓度为国家空气质量日均值一
 级标准；

（2）API 100点对应的污染物浓度为国家空气质量日均值二
 级标准；

3）API 200点对应的污染物浓度为国家空气质量日均值三
 级标准；

（4）API更高值段的分级对应于各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
 不同影响时的浓度限制。



API计算



API计算

假设某地的PM10为0.215mg m-3，SO2为0.105 mg m-3 ，
 NO2为0.080 g m-3

PM10介于0.15-0.35mg m-3，指数100-200，
则PM10的污染分指数为：
I=((200-100)/(0.35-0.15) )×(0.215-0.15) ＋100 =132

同理，计算SO2的分指数为I=76
NO2的分指数=50

空气污染指数取分指数最大值：
API=max（132,76，50）=132



AQI（空气质量指数）与对应污染物浓度限值



空气质量指数及相关信息



空气质量分指数计算公式



今天的空气质量



美国人如是说



中美标准不一样



上海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



安装上海空气质量手机版



这个健康影响对吗？



PM2.5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

• PM2.5进入肺部对局部组织有堵塞作用，可
 使局部支气管的通气功能下降，细支气管

 和肺泡的换气功能丧失。

• PM2.5还可直接或间接地激活肺巨噬细胞和
 上皮细胞内的氧化应激系统，刺激炎性因

 子的分泌以及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浸
 润，引起动物肺组织发生脂质过氧化等。



PM2.5的心血管系统健康效应

• PM2.5在进入人体后，通过诱导系统性炎症
 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血管收缩，血管内

 皮细胞功能出现紊乱，大量活性氧自由基
 释放入血，进而促进凝血功能，导致血栓
 形成、血压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 PM2.5还可通过肺部的自主神经反射弧，刺
 激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中枢，在影响血

 液系统和血管系统的同时，还可影响心脏
 的自主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变异性降低、
 心率升高和心律失常



PM2.5对身体其他系统的影响

• PM2.5在进入母体后，可通过引起系统性的
 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血液流变学和动力

 学的改变，对胎儿产生危害。PM2.5浓度每
 升高10μg/m3，早产发生风险增加15%。

• PM2.5诱导的系统性炎症反应可能累及脑
 部，从而加速老年痴呆症的进展。



灰霾的危害



灰霾的危害







京津塘的日子注定不好过



京津塘的日子注定不好过



清洁空气真的可能成为商品

•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即将开幕。陈光标在人
 民大会堂北门入口处向记者推荐他的清洁空气，
 价格在每罐5块钱左右。













北京空气污染成外国人茶余饭后讽刺材料

• 北京地区肺癌发病率自2001 
至2010年增长56%；而这十

 年正是北京市汽车数量迅速
 增长、环境污染加重的十年

• 我国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
 长期被严重的空气污染笼罩
 着，除了以上的健康因素，
 还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
 影响，甚至成为很多国外人
 茶余饭后讽刺的材料，这与
 我国迅速崛起的充满正能量
 的大国形象和地位极不相称





5月的上海



PM2.5来源



PM2.5来源

• 直接排放：一次颗粒物

1. 火电厂

2. 工业锅炉

3. 工业粉尘

4. 农业活动

5. 生物质燃烧

6. 机动车尾气

7. 建筑扬尘



PM2.5来源

• 大气反应：二次颗粒物
1. SO2 H2 SO4

2. H2 SO4 (NH4 )2 SO4

3. H2 SO4 Na2 SO4

4. NONO2 HNO3

5. HNO3 NH4 NO3

6. HNO3 NaNO3

7. HNO3 Ca(NO3 )2

8. VOCs有机颗粒物



NH3的加速作用



NH3的作用



氨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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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控制一次颗粒物？

• 提高燃烧效率

• 先过滤

• 



二次颗粒物的元凶？

• SO2

• NO
• NH3



SO2源和控制

• 燃煤

• 石油



油品是致霾主要原因之一（25%）

• 2010年—2011年，中国环
 科院车用油品排放实验室

 检验，结果显示“柴油的硫
 含量在1000ppm左右，汽
 油的硫含量多数在

 130ppm左右，也有一些
 民营加油站汽油的硫含量
 到500ppm

• 欧盟和日本已经将汽油和
 柴油中的硫含量降至

 10ppm以下，美国为
 30ppm



NO来源

• 燃料：含氮化合物+O2
• 燃烧过程：N2+O2



汽车尾气主要成分

• CO
• VOCs
• NO

• 汽油中的硫会让汽车
 的三元催化器中毒，
 进而导致汽车尾气中
 的氮氧化物、碳氢化
 合物、一氧化碳、颗
 粒物等有害物质无法
 转变为无害的二氧化
 碳、水和氮气。

• 塞车排放增大



人大代表：治理雾霾不要光呼吁民众少开车

• 以郑州市为例，燃煤
 对PM2.5的贡献率达
 到41%，扬尘28%，
 机动车24%，工业粉
 尘7%。

• 2012年，北京年燃煤
 量2000万吨，西安

 2100万吨，郑州3500 
万吨，太原4100万吨。

 而且燃煤的消耗量每
 年仍以15%左右的速
 度增长。

• 不要光呼吁老百姓少
 开一天车，不要放

 炮，一个燃煤锅炉比
 这些都厉害，真正要
 行动起来的，是政府。



上海宝山排放



为什么不是天天灰霾呀？

• 气象因素在灰霾形成中的作用



上海空气质量

• 2010年，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较2009 
年有所好转。

• 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为优良的天数有336 
天，较2009年增加2天。

• 全年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的有352 
天，占总数的96.4%。







2001-2005年间空气质量优良率与PM10走势
 不一致.

2006-2010年间PM10走低，空气质量提升

1.为什么2001-2005年间空气质量优良率没有
 改善？

2. 两个五年期间，政府做了什么？



上海2001-2010年间SO2 走势





2005北京空气质量



• 郊区的空气质量一定比城区好吗？

• 北京空气质量为什么北优南劣？



北京市SO2 变化



北京市NO2 变化



北京市PM10 变化



2001-2005北京大气污染物排放



• 2001年，继续分阶段实施控制大气污染措
 施，完成第五、六阶段工作任务，开展了
 第七阶段工作，重点是加强扬尘污染控

 制，落实一系列市区工业企业搬迁调整方
 案

• 2006年，…

• 2012年，…



视频



PM2.5问题是技术还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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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

• 环境风险是由人类活动引起或由人类活动
 与自然界的运动过程共同作用造成的，通
 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人类社会及其生
 存、发展的基础——环境产生破坏、损失
 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利后果的事件的发生
 概率。

• 环境风险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即不确定性
 和危害性。



环境灾害形成和演化机制



环境灾害系统

• 定义：环境灾害孕育、发生和发展的环境
 系统

• 孕育环境：

• 自然灾害：人-自然环境系统

• 人文灾害：人-社会环境系统

• 环境灾害：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环境灾害系统分类

• 环境灾害链：一种环境灾害发生而引起一
 系列环境灾害形成的现象。

1. 串发性环境灾害链：依次诱发
– 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盐

 碱化

2. 并发性环境灾害链：同时产生



并发性环境灾害链

化石燃料过度使用

大气CO2浓度升高

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

SO2， NOx
酸雨

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

泥石流

湖水酸化



环境灾害系统的基本特征

• 不确定性

• 开放性和非线性

• 动态性

• 自然性与社会性



环境灾害形成的动因——人为失误

• 人为失误的原因：

• 对客观世界认识不足：98年洪灾

• 决策失误：规划不周，淮河五十年代淘米
 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
 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
 受害。

• 设计上失误：水库或采矿

• 操作上失误：人工误操作



污染物的聚散机制

• 污染物的聚散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的
 空间位置相对移动和浓度变化的过程。

• 结果：污染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污染物浓
 度的升高或降低



散

聚



污染物的生物性聚散机制

• 生物浓缩

• 生物积累

• 生物放大



污染物的物理性聚散机制

• 物理性转化：蒸发、冷凝等

• 物理性迁移

• 气体的机械性迁移

• 水的机械性迁移

• 重力的机械性迁移



污染物的化学性聚散机制

• 光化学反应

• 氧化还原反应

• 水解反应



细颗粒物污染的气象条件

• 静风

• 大气混合层低

• 逆温



• 为什么强冷空气来临，空气质量改善？弱
 冷空气发生灰霾？



PM2.5化学组成

• PM2.5的化学组成非常复杂，大体包括硫酸
 盐、硝酸盐、颗粒有机物、铵盐、矿质组

 分、碳黑和金属组分等。

• 谁是一次排放物

• 谁是二次污染物



我国的NH3来源

• 农业

• 畜牧业

• 其它



含碳物质占25-2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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