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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项目背景

本次《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是由美国联邦贸易和
发展署（USTDA）资助的中国大气质量管理技术援助
项目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共享美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最
佳实践方案和先进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加速实现中
国大气质量的改善。美国联邦贸易和发展署在2013
年10月同中国环境保护部签署了此次项目的协议。此
后，中国环境保护部将江苏省确定为此次项目的试点
省份，并选取了南京市、常州市和苏州市作为试点城
市。

本次报告将基于美国大气质量管理的最佳实践方案提
出一系列指导和建议，以帮助江苏省与三试点城市建
立下一阶段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其中，报告介绍了
降低PM2.5、PM2.5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和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污染防治策略，
并在能源规划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报告同时也介绍了中国在全国层面的大气质量管理规
划方面所作的工作，以及江苏省与三试点城市在此方
面取得的进展。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江苏省及各地市环保部门正在为改善全省大气质量作
出巨大努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1 

   •    近年来，江苏省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城镇化程度不
断加深，由此带来了能源需求的大幅提高及其引发
的大气污染问题；

   •    2015年，江苏省年均PM2.5浓度为58 μg/m3，较
2014年和2013年分别下降了12.1%和20.5%。但是
全省和13个地级市的PM2.5浓度仍然超出35 μg/m3

的国家年均PM2.5浓度标准； 2

   •    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类别，占总能耗的70%左右。
煤炭消耗率在过去的几年间增长了近6%。在能源
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江苏省计划在2017年前
将煤炭消耗占能源需求总量的比例降至65%以下面
临着诸多挑战；

   •    江苏省工业化程度较高，其烟尘排放总量在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一；煤炭消耗
GDP、钢铁生产和水泥生产总量排名第二；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排名第
三。江苏省GDP总量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工业部
门。全省工业企业数量不断变化，每年均有一部分
企业关停或搬迁。这些动态变化也为建立一项准确
的排放清单和制定一项有效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带
来了困难；

   •    江苏省的地形特点与全省复杂的工业源运行情况共
同为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带来了许多挑战。例如，南
京市三面环山，这样的地形特点使得大气污染在特
定的气象条件下难以扩散；

   •    在过去的十年间，江苏省的道路机动车保有量增长
了约406%，年增长率约为20%。江苏省各港口的
船运占全国船运总量的21%左右，而船舶的废气排
放也对省内的大气质量造成了影响。这些类别的移
动源排放水平持续发生变化，也为大气质量管理规
划的制定带来了许多困难；

   •    诸如餐饮、油漆、露天焚烧和烟花爆竹燃放等大量
的小型、生活排放源也是江苏省大气污染的重要来
源。有效降低小型“面源”的大气排放需要更加深
入的知识普及和公共宣传。

排放清单的建立

江苏省环保厅和各城市环保局的有关人员正在为所有
行业和污染物种类建立一项详细的排放清单。现有的
排放清单涵盖了全省范围内排放源总数的80%左右。
目前，环保部门已经掌握了一些配备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的大型排放源的排放数据，但是其它排放源（特
别是中小企业）的排放数据却不尽完备，数据的可靠
性也不甚理想。

据江苏省环保厅估算，2014年，全省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烟（粉）尘排放总量分别为90.47万吨、123.26
万吨及76.37万吨。各类排放源占全省大气污染排放总
量的比重如表格ES-1所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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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大气污染防治策略及目标

在项目组会议上，江苏省环保厅和三试点城市环保局
的有关人员介绍了下一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大
气质量改善目标及其它辅助计划，以实现全省大气质
量的总体改善：1

   •    优化能源结构，在2017年前将煤炭占总能耗的比
重降低至65%以下；

   •    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并提高能源效
率（例如建设绿色建筑等）

   •    治理小型燃煤锅炉（改建或替换）
   •    调整工业结构。加速废旧工业企业和设备的关停，

加大违规现象的处罚力度，降低过剩产能，以及控
制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产能等；

   •    推动清洁生产，包括通过工艺调整、材料回收、采
用更加先进的排放控制技术和更加严格的监管方式
有效实现污染防治；

   •    提倡清洁交通和绿色交通（例如制定更加严格的尾
气排放标准、提高燃油质量、建设轨道交通等）；

   •    加大对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控制力度；
   •    加强控制城市大气污染（例如餐饮油烟和有机溶剂

中VOC的挥发）和扬尘排放；
   •    扩大绿地面积（到2017年，绿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比重将达到38.7%）；
   •    支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策略

开展研究，加大投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开发和部
署，并通过专业培训和业务能力建设培养优秀的科
研团队；

   •    与气象部门紧密合作，推动大气监测（区域环境空
气监测及污染源排放监测）与污染预警系统在重污

染天气形成之前发挥必要作用；
   •    根据污染现象的程度建立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规

划，并指导各地市有效落实；
   •    深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    建立环境信息发布系统：
      o    按照大气质量和排放速率对各地市和重点企业进

行排名，并向社会大众公开
      o    要求重点企业自行申报其排放水平
   •    加强区域协调，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o    将PM2.5防治作为各个行业的强制性要求
      o    通过绩效评价系统对各个行业与重点企业进行年

度考核，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    提高公众参与、知识普及与宣传的力度。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步骤

本次报告为江苏省及三试点城市提出的建议以江苏省
环保厅和三试点城市环保局迄今开展的工作为基础。
报告中涉及的背景信息和重点建议与下列大气质量管
理过程的重要步骤紧密相关：

1. 确定大气质量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时间点

在本次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中国国务院陆续为全国重
点区域和城市群制定了一系列大气质量目标。其中一
项中心目标是在2017年将长三角区域（包括江苏省在
内）的PM2.5年均浓度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20%。此
步骤的内容之一便是确定国家有关目标将如何适用于
江苏省，并对省内的特殊情况加以考虑（例如周边省
市大气污染的影响及季节性原因等）。

表格 ES-1  江苏省各类排放源占全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2014年）

工业排放源 生活排放源
垃圾和危险废物集中

式治理设施
机动车

SO2 96.19% 3.78% 0.03% —

NOX 72.06% 0.52% 0.04% 27.38%
烟（粉）尘 94.34% 2.38% 0.0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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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描述当前大气污染问题的实际情况

与美国早期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不同，江苏省可以有
效利用遍布全省的大气监测站提供的实时监测数据。
这些数据将帮助有关部门在重污染天气形成时及时通
知社会大众；了解细颗粒物的化学组分及对应的污染
源；确定大气质量变化趋势和季节性变化规律；以及
了解在重大活动（例如2014年南京青奥会）举办期间
采取的特殊管制措施对大气质量造成的影响。

3. 与其它省市共同参与区域规划和咨询

多个省份借助区域规划过程对其减排措施进行统筹协
调，将会以更低的成本更加有效地实现大气质量目
标。深化与长三角地区及其它区域省市环保部门的合
作对江苏省有效应对下一阶段的区域大气质量挑战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区域规划过程同时还将帮助各省市
环保部门的有关人员拓展其业务能力；协调排放清
单、政策制定和模型分析等工作；促进资源的充分利
用；并为未来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关系基础。

4. 建立排放清单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核心基础是建立、分析并定期更
新高质量的固定源、面源和移动源排放清单（包括基
准年份和未来年份）。进一步修订并完成现有的排放
清单是江苏省制定下一阶段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

5. 建立大气质量模型，确定在实现大气质量目标的过
程中需要执行的其它减排策略

大气质量模型将帮助江苏省及各主要城市了解落实现
行政策和项目与实现大气质量目标的差距。如果现行
政策和项目的力度不足，那么模型分析将帮助有关部
门确定最终实现大气质量目标所需的其它减排策略。
由中国和美国的专家们共同开发的ABaCAS系统（大
气成本效益及达标评估系统）可以为江苏省的有关部
门提供帮助。模型分析还可以帮助结合并评估清洁能
源和能源效率政策，并对其改善大气质量的潜力进行
分析。

6. 采纳并实施有效和可行的减排要求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中选取的减排方案应当以监管部门
（环保部、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能够有效执行的法

规和要求为依据。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规定应采用最佳
可获得控制技术，除排放限值之外还应包括测试方
法、排放源监测、数据记录和申报要求等内容。

7. 实施有效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执行程序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用来在环保
部门和企业之间明确各企业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要
求，并对其合规执行情况进行确认。

8. 建立并维护应急响应制度

当大气污染水平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应急响应制度
便成为保护公共卫生状况的必要环节。有效的应急响
应制度内容主要包括：向社会大众发出预警；与其它
政府部门密切协作；以及要求有关行业和企业在重污
染天气形成时采取必要的减排措施等。

9. 持续追踪大气质量管理项目的进展

追踪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进展的最即时方法是追踪大气
监测数据。这些数据衡量了污染减排、能源规划、人
口增长以及与大气质量有关的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另一项有效的方法是追踪某项特定法规或减排措施的
实施进度。评估不同时段的排放变化也是一项重要的
方法，但是许多排放源的排放数据无法立即获得，因
此通常会在时间上造成一定的延迟。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本次报告使用较大篇幅对实现大气质量改善和污染减
排目标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进行了介绍。报告的第九
章将依据美国最佳实践方案详细探讨江苏省重点行业
的污染防治策略。这些重点行业包括燃煤电厂、炼油
厂、钢铁制造、水泥制造及表面涂装作业等。江苏省
环保厅和三试点城市的有关人员建议此次项目重点围
绕这些占全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比重较大的行业进
行。因此，报告将着重讨论这些行业中规模最大的排
放源（如减排潜力最大、能够使大气质量效益最大化
的排放源）的污染防治方案。在可行时，报告还将介
绍同时对多种污染物进行协同控制的技术。另外，鉴
于移动源排放也是江苏省大气污染问题的主要来源之
一，因此报告也将就移动源的污染防治方案展开讨
论。

除大气污染防治策略外，报告还将介绍美国为指定类
别的企业和污染物确定的现行排放限值以及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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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要求。在情况允许时，报告将详细介绍污染防治
技术的控制成本和预期减排效果。在确定未来年份成
本有效的减排策略时，可使用排放清单、潜在防治方
案、预期减排效果和控制成本等信息进行估算，以实
现指定的大气质量目标。将未来情境结合到区域大气
质量模型分析框架中可帮助江苏省根据计划实施的排
放控制方案的力度预测未来的大气质量状况。如前所
述，由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共同开发的ABaCAS系统是
一项非常实用的综合性工具，可帮助有关部门确定必
要的区域污染防治策略以实现大气质量目标。ABa-
CAS系统还可估算降低PM2.5颗粒物浓度的公共卫生效
益和控制成本。经初步估算，江苏省通过降低PM2.5颗
粒物浓度实现的公共卫生效益将达到其排放控制成本
的十倍甚至更多。

另外，本次报告还根据美国过去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方面取得的经验为江苏省和三试点城市提出了一系列
其它建议，例如美国在实施污染防治策略时遇到的诸
多技术问题。随着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方案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这些建议可能会为江苏省提供一定程度的帮
助，避免这些曾经在美国出现的问题再次发生。

选择性催化还原设备（SCR）是本次报告中重点介绍
的一项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当SCR进气口处的烟气温
度低于330℃时，该设备将无法对氮氧化物进行有效处
理。这种情况经常在燃煤发电机组以低容量运行时发
生，并可导致无控制氮氧化物排放的大幅提高。根据
中国现行的电力调度政策，电网中往往存在多个发电
厂同时以低容量进行发电。自2008年以来，中国电力
行业的发电容量因子下降了20%左右。目前，国家发
改委正在推进开展电力体制改革，但是充分落实仍将
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江苏省有关部门仍然可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内采取一定措施提高污染防治设备的效能。报告认识
到：（1）由于用电需求的变化，燃煤发电机组无法在
全时段保持最大容量运行；（2）在发电机组由最大容
量调整至最低容量运行的过程中，烟气温度和流速的
变化将对一部分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运行造成不利影
响。在这样的前提下，报告对如何有效应对燃煤电厂
低容量运行带来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除此之外，
报告还建议电力规划部门明确燃煤电厂发电锅炉的设
计参数要求，使与之配套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在电力
输出最高和最低时（例如电力需求较低的夜间）均能
保持稳定运行。如果这些建议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落
实，便可以最为成本有效的方式改善燃煤电厂低容量

运行期间的氮氧化物过量排放问题，并进一步为江苏
省实现每日和每小时的臭氧浓度标准提供有力支持。

保持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稳定且良好的运行和维护是实
现预期减排效果的必要条件。江苏省在推动下一阶段
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时也应重点关注这一环节。
除此之外，报告还建议江苏省的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
在选择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时留意各种技术对废水处理
的要求，并考虑是否能与现存的污染防治设备加以整
合。

能源规划

本次报告的第十二章将对能源规划进行讨论，并强调
能源政策与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过程结合的重要性。江
苏省在建立和实施大气质量规划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
挑战。报告认识到，江苏省可能无法同时落实报告中
提出的全部建议，但是从现在开始致力于将大气质量
管理和能源政策进行有机结合对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是
非常关键的。江苏省的大气污染问题与能源消耗直接
相关。能源政策与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更好地结合将使
双方的目标更快、更加成本有效地实现。

与环境规划类似，电力规划也在经历大规模的改革。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5年3月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认识到现阶段对电力规划
进行大规模调整和更新的需求。国家一系列方针和文
件的出台也预示着国家“十三五”计划中将对这项工
作进行重点部署。4 这将是中国在以合理成本实现电力
行业发展和减排目标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重点建议

根据需要，本次报告为江苏省环保部门制定下一阶段
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自2016年1
月1日起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新修订稿包含了许
多有助于强化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框架的重要规定。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些详细的法规和实施细则将为
江苏省有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指导。报告的第十
四章将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基础，完整、详
细地对有关建议进行介绍。其中一部分重点建议主要
包括：

总体建议

   •    寻求提高环保部门人员配备及预算水平的机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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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江苏省境内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公共卫生问
题。目前的人员配备及预算水平无法有效满足江苏
省众多大气污染防治和执法项目的需求。

   •    推进多省市之间的区域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使
有关人员获得互相学习和交流、研究制定潜在减排
策略以及确定潜在政策解决方案的机会。

   •    协调跨部会规划和数据共享，将大气质量、能源和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进行整合。

排放清单

   •    为固定排放源、面源和移动源建立高质量的基准年
份排放清单（例如2012年）及适当的未来年份排
放清单（例如2017年）。

      o    排放清单的数据结构应按照国家排放清单编制工
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与全国范围内的其它排
放清单保持一致。这将为江苏省今后制定区域大
气质量规划和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带来很大帮助。

      o    排放清单应至少包括以下污染物种类的排放数
据：一次PM2.5（含可凝结PM2.5排放）、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气、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 黑碳和甲烷等。

   •    要求超出“重点排放源”门槛标准的点源企业采用
特定的国家（或省级）排放估算方法和申报表格对
其大气排放进行年度申报。申报表格应包含排放源
所有机组的数据，例如：

      o    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o    机组参数（例如位置或地理坐标、烟囱高度和直

径、排放速度和温度等）
      o    机组年度运行小时数
      o    现存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类别
      o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年度运行小时数
      o    排放源监测方法
   •    为获取受监管实体的最新排放数据建立法律机制和

流程，以便各省市定期（例如每三年）对排放清单
进行全面更新。

排放标准及减排策略

   •    建立能够反映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且成本有效的排
放标准。

      o    情况允许时，应当为各类排放源的量化排放标准
制定具体的平均值计算时段。企业运营商可根据
量化的排放限值选择最能够满足其实际需求的排
放控制设备或系统。

      o    在评估适当的排放限值时，应对多重污染物跨媒
介控制策略、能源使用影响及任何潜在的不良环
境影响进行全面考虑。

      o    鼓励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污染的产生，例如对传统
燃料、生产原料或替代设备等进行更换，从而消
除对附加排放控制设备的需求。

      o    为油漆和涂料产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成分制定排
放标准。

   •    排放标准应包含以下元素：
      o    能够代表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的排放限值，以及

具体的平均值计算时段；
      o    为排放源执行排放监测制定的要求（可行时采用

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或排放控制设备的运行参
数）；

      o    采用排放控制设备运行参数时，应确保运行限值
直接与绩效测试关联，且平均值计算时段足够
短，以便确认持续性合规情况；

      o    用于衡量实际排放情况的排放源定期测试要求（
不使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时）；

      o    关于定期检验、数据记录和自行申报，电子申
报，标准格式及常用方案的要求等。

能源规划

   •    建立一项综合能源规划过程，促进大气、能源和经
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预报共享和规划实施合作。

   •    电力规划过程可以从资源规划机制开始落实。该
机制：

      o    应将集中和分配可再生能源与末端能源效率作为
传统发电最成本有效的替代方案，在满足电力需
求的同时降低污染排放。

      o    应将输电与配电规划与电力规划的其它方面紧密
结合。

      o    应对待评估资源的环境和公共卫生成本及效益进
行量化。

      o    确定资源的经济、商业和环境风险并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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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环境影响评估（EIA）过程促进大气和能源政
策的整合。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未来的预建和
运营许可证项目）可确保新建或改建排放源具有较
高的热效率、采用标准化过程提高煤炭质量、并根
据大气质量目标的要求对本地和下风方向的大气排
放进行预报。

大气质量模型分析

   •    根据现行的国家政策、省级减排措施以及上风方向
省市的预期减排情况，对省内的预期减排情况进行
估算。在建立相关排放估算时应考虑能源需求预
测。执行大气质量模型分析，估算未来年份的大气
质量。

   •    江苏省可考虑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过程中使用
ABaCAS系统确定潜在的排放控制措施，并估算有
关措施的成本和公共卫生效益。

大气质量监测

   •    保持江苏省现存PM2.5监测网络的良好运行，并在
情况允许时进行扩展。PM2.5化学成分监测在通过
源解析确定污染贡献源行业时具有重要作用。为有
效开展源解析工作，化学成分监测的物质至少应包
括：有机碳、单质碳、硫酸铵、硝酸铵，以及铝、
硅、钙、铁、钾和钛等微量元素。江苏省正在对其
中多种物质开展每小时监测。这将为源解析工作提
供良好的统计学支持。

   •    修订大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和数据申报的标准化
程序，以改善数据的质量和稳定性。标准化程序应
包括适当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方案，确保大气质
量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并为政策制定打下坚实的
基础。

应急响应规划

   •    更新并落实应急响应程序，在大气污染等级提升
至特定门槛值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该程序应
包括：

      o    及时发布大气质量预报，向社会大众通报实时的
大气质量数据。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应及时通知
社会大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减少污染暴露。

      o    当大气污染水平提升至特定门槛值时，政府部门
和排放源应采取的不同级别的应对措施。

        o    要求重点行业的企业制定企业层级的风险管理
计划。各企业均应制定应急响应预案，以便在
高污染天气或排污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缓解和
补救措施。

合规与执行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交由国家和省级
有关部门进行监管。

      o    政策执行必须公正、公平、标准一致。
      o    因违反规定受到的处罚必须大于合规执行的成

本。
      o    罚金的数额应高于违反规定取得的经济利益。违

规企业缴纳的罚金可以用于支付执法人员和合规
检验的开支。

   •    与执法人员互相协调，以改善合规执行情况和提升
环境利益为目标，制定明确且容易执行的大气监测
和排污许可证规定与要求。

   •    为受监管企业提供现场咨询、技术协助与能力培
训，以改善其合规执行情况。

   •    采用电子申报系统，使环境数据申报更加准确、完
整和高效，并同时帮助大气质量监管部门更好地管
理有关信息，提高其工作效率。

   •    制定省级“材料安全数据表”执行规定或与之类似
的项目，要求企业对特定化学品的成分进行申报。
材料安全数据表包含化学品的基本信息及其理化性
质，详细说明安全处置的方式，并说明在不当接触
时应如何处理。

排污许可证制度

   •    江苏省应根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和指导意见创建运营许可证项目。

   •    该项目应适用于特定规模门槛值以上的所有污染源
（在美国，潜在排放量超过100吨一般大气污染物
或10吨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所有排放源均须申领运
营许可证）。

   •    运营许可证应包含并明确以下内容：
      o    适用于该企业排放源的全部要求；
      o    适用于该企业特定排放机组的全部排放标准、排

放限值和平均值计算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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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o    所有与排放标准相关的监测、申报、数据记录及
测试方法；以及该企业适用的其它合规执行要
求；

      o    适用于该企业排放源的其它运营限值、设备或实
践方案要求；

      o    关于企业负责人对其年度合规情况进行认证的要
求；

      o    根据排放量征收排污费的要求。应依照排污许可
证项目的运行成本确定适当的排污费征收标准；

      o    关于企业必须向环保部门报告违规行为的要求。
   •    该项目应具备特定的机制，允许：对排污许可证条

款进行必要的修订；将排污许可证提交政府部门和
社会大众审阅；以及在审批之前与可能受该排放源
影响的下风方向相邻省市进行沟通和协调。

结语

美国的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可以在政府实施强力的大
气污染防治项目的同时保持健康成长。大气污染是全
球范围内导致过早死亡的首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
估算，2012年全世界共有约700万人因大气污染暴露
过早死亡。5 研究表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于1990
年至2020年间产生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效益超出其成本
近30倍之多，其中大约85%的效益可归功于造成细颗
粒物污染的污染物水平的大幅降低。我们相信，如果
中国能够持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大气污染和碳排放，
同样也可实现类似的公共卫生效益。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因此本次
报告中提出的重点建议可能无法立即同时执行。另
外，为体现污染物产生和防治两方面技术的最新变
化，持续对大气质量标准进行审阅和修订也是必不可
少的。美国的经验表明，健全的环保标准可以有力地
促进技术创新，有时还可使成本显著降低（例如经过
改进的、能源效率更高的设备设计方案和工艺流程
等）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力。改善江苏省和中
国全国范围内的大气质量将为环保创新和环境服务行
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成熟的环境服务行业也将
帮助中国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多种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恰好也是与大气污染有关的
科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与此同
时，能够有效降低大气污染不良健康影响的技术和工
艺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的大气质量管理

规划可以同时对多种污染物展开协同控制，并利用能
源效率更高的技术和工艺。这是一项更加成本有效的
途径。

我们有理由相信，江苏省的大气质量将会得到显著提
高，并将在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的同时为成熟的环境服
务行业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的许多技术和工
具是美国五十年前采取行动应对挑战性极高的大气污
染问题时不具备的。这项优势应当能够协助江苏省在
未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取得明显进
展。中国和江苏省的有关部门应持续深化与美国联邦
环保署及其它项目伙伴的合作，确保当前的最佳可获
得控制技术能够以最为成本有效的方式融合到大气质
量管理规划过程中，并有效借鉴美国在相关领域取得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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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目的

本次《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AQMPF）是美国联邦贸易和发展署
（USTDA）资助的一项为期三年的中国大气质量管理技术援助项目的一部

分。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将美国联邦环保署与美国州级、市级环保部门在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方面的最佳实践方案提供给中国的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加速推动中国大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同时，项目还将美国最先进的大气
污染防治技术引进到中国，帮助其实现并超出PM2.5减排的有关目标，同
时强化对其它污染物的协同控制。1

2013年10月，美国联邦环保署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同签署了有关协议，
标志着此次项目的正式启动。此后，考虑到江苏省在排放清单建立和评
估、污染防治技术应用和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模型开发等诸多方面的有利
条件，中国环保部将其确定为此次项目的试点省份。江苏省根据境内各
城市的大气质量问题、经济发展情况和参与意愿选择了南京市、常州市
和苏州市作为此次项目的试点城市。

项目背景介绍

1

 |    第9页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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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报告内容

本次《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根据美国的最佳实践
方案为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编制工作提出了一
系列指导和建议。在项目开展的三年间，报告中涉及
的许多内容已经以案例分析和培训等形式得到呈现。
同时，省级和市级工作组的有关人员也多次在研讨会
和项目组会议期间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帮助美国方
面的项目组成员更好地了解江苏省的大气质量现状以
及在实现大气质量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有效面对的各项
挑战。本次报告基于美国最佳实践方案，以较大篇幅
对工业企业的减排策略及大气污染防治方案进行了重
点介绍，详情请参阅第九章。同时，鉴于工业部门对
江苏省的大气质量造成了显著影响，省级和市级政府
部门的有关人员建议将其作为此次项目的重点。表格
1-1对《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的各个章节进行了简
要介绍。

项目背景介绍  |  第一章

1.2  项目组

为保障项目的有序管理与推动，此次项目的省级工作
组由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中心牵头，
大气处、省环境监测中心和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共同参与。三试点城市也分别成立了市级工作组。各
工作组以实现项目主要目标为出发点，配备了大气质
量监测、排放清单编制与效益达标评估等重点业务领
域的主要成员。2

在美国方面，江苏省环保厅选择了RTI International（
三角国际研究院，RTI）作为此次项目的主承包方，同
时邀请美国联邦环保署（USEPA）为项目提供技术指
导。RTI项目组同时还包括睿博能源智库（The Regu-
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RAP）、索诺玛科技公司

（Sonoma Technology, Inc.，STI）与弗大工程运用
公司（Tria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nc.）的有关
人员。中美双方项目组的基本组成如图表1-1所示。

图表 1-1      项目组的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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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内容简介

章节 主要内容

内容提要 本次报告重点内容的概述

1.  项目背景介绍 介绍了项目目的和项目组等背景信息

2.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

介绍了中国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其中包括江苏省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PM2.5）的减排和防治目标

3.   江苏省及三试点城

市概况

介绍了江苏省及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等三试点城市的地理、人口、经济、交通概况和大气排放
现状

4.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的重要步骤

简要介绍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的大气质量改善，并详细探讨
了建立一项有效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九个重要步骤

5.  确定大气污染源

介绍了排放清单基本元素（如点源、面源等）的背景信息，以及排放清单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各个
阶段发挥的作用。同时还讨论了如何有效利用大气监测数据和源解析的分析结果以及未来年份的排
放清单

6.   江苏省大气排放清

单的发展

介绍了江苏省及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等三试点城市大气排放清单的发展现状，并在讨论当前面
临的主要挑战时分析了大气污染的重点来源

7.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

政策与措施
介绍了江苏省及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等三试点城市的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及采取的有关措施

8.  区域规划和协调 介绍了区域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优势，并分析了美国与中国的具体案例

9.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

染防治方案

介绍了PM2.5、PM2.5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以及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污染防治
方案。这些方案涵盖江苏省燃煤电厂、炼油厂、钢铁制造、水泥制造及表面涂装等重点行业。关于
燃煤电厂的章节采用了江苏省目前正在执行的超低排放标准，并为保障有关标准的连续合规执行提
出了一项涉及排放监测、数据记录和申报等工作的框架。鉴于移动源也是江苏省大气污染的一个主
要来源，因此本章也对移动源的污染防治方案进行了介绍。另外，本章还介绍了温室气体，特别是
二氧化碳的污染防治事项。除污染防治方案外，本章的各个小节还介绍了美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排放
限值及相应的监测要求，并在适当时对预期的减排效果和控制成本进行了说明

10.   对未来的污染防

治方案进行大气

质量改善情况、

成本和效益评估

介绍了美国评估规划污染防治方案的大气质量改善情况、成本和公共卫生效益的最佳实践方案，例
如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大气效益成本和达标评估系统（ABaCAS）将基准年份和未来年份的排放
清单进行比较。关于ABaCAS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A

11.   规划实施和持续

评估

介绍了确保规划实施和持续评估程序有效性的基本元素，包括：规划实施及合规执行日程安排；特
别针对固定排放源采取的措施（预建许可证；运营许可证；排放监测、记录和申报要求；合规监
测；执法项目等）；特别针对移动源采取的措施（年检和维护项目；油品质量定期检测等）；应急
响应制度；以及实施进度追踪等

12.  能源规划
介绍了将能源政策与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和效益，并引用了美国联邦层面、州级层
面以及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相关案例

13.   江苏省大气质量

管理规划工作面

临的主要挑战

根据省级和市级工作组在研讨会和项目组会议上提供的信息，重点讨论了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有关
人员在推动大气质量改善和建立下一阶段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应对的挑战

14.  重点建议

以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步骤和第十三章列举的部分重点挑战为基础，为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建
立下一阶段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提供了全面且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同时也依据自2016年1月1日起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中涉及的许多重要规定将帮助江苏省有效强化其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附录

附录A介绍了美国联邦环保署的ABaCAS系统在评估大气质量改善情况、成本及公共卫生效益方面
的发展和应用；
附录B介绍了有关部门在为工业污染源制定大气排放限值时应严格规定的参数，以确保排放限值的实
际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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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持续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严重的大气
污染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每年出现严重雾霾的天数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大幅增长。图表2-1展示的是一幅2013年1月拍摄的卫星云图，
其中灰色区域为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千米的雾霾区，北京、天津、河北、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多个省市的空气质量均受到了
严重影响。

 |   第13页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2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图表 2-1   中国的大面积雾霾1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14页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  第二章

中国国务院在2000至2005年期间实施的国家“十五”
计划中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大气污染减排目标，即在
2005年年底前将二氧化硫排放水平降低10%。之后
的“十一五”计划中又提出在2010年年底前将二氧化
硫排放水平再次降低10%。“十二五”计划中提出的
需要在2015年年底前实现的其它全国性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则以2010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这些目标包括：

   •    二氧化硫排放水平降低8%；

   •    氮氧化物排放水平降低10%；

   •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低17%

2012年2月，在“十二五”计划实施期间，国务院制
定了PM2.5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即年均PM2.5浓度
为35 μg/m3、日均PM2.5浓度为75 μg/m3。2  除此之
外，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于2012年12月
5日共同颁布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
划》3，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含江苏省）和珠三角
区域以及19个省份的117个城市在内的全国三个重点
区域和十个城市群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大气质量目标。
这些重点区域和城市群涵盖了中国总人口的48%及国
内生产总值的71%，其大气污染物浓度较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2.9至3.6倍。《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
五”规划》同样采用2010年的大气质量数据为基准，
但是为以上重点区域和城市群提出了较国家“十二
五”计划更为严格的大气质量目标。江苏省须在2015
年年底前实现的大气质量目标如表格2-1所示。

如表格2-2所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还为江苏省境内的大气污染排放源制定了严格
的减排目标。该《规划》要求长三角区域的排放源加
强对产生酸雨的污染物的控制（包括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等）。另外，该《规划》还特别要求江苏省加强
对PM10排放的治理，并重点对PM2.5和臭氧的形成进行
防控。

2013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其中包括被称为大气“国十条”的十项重点措
施（如图表2-2所示）。该《行动计划》还提出了推
广公共交通系统、提高清洁燃料的使用（例如低硫燃
油）等重要目标。

表格 2-1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为江苏省提
出的大气质量目标

主要大气污染物环境空气浓度目标

PM
10

环境空气浓度 降低14% 

PM
2.5

环境空气浓度 降低7%

SO
2
环境空气浓度 降低12%

NO
2
环境空气浓度 降低10%

表格 2-2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为江苏省
提出的减排目标

授权文件

江苏省境

内的二

氧化硫

排放

江苏省境

内的氮

氧化物

排放

江苏省境

内的工业

颗粒物

排放

国家“十二

五”计划中

提出的全国

性减排目标

（2011年3

月）

到2015
年年底前
降低8%

到2015
年年底
前降低

10%

无全国
性减排
目标

《重点区域

大气污染防

治“十二

五”规划》

提出的减排

目标（2012

年2月）

到2015
年年底
前降低

12%

到2015
年年底
前降低

13%

到2015
年年底
前降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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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中国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内容总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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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改善全国大范围地区的大气质量，国务院又
于2013年9月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框架下
制定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大气质量目标（如图表2-3所
示）5。其中，江苏省须以2012年的大气质量为基准，
在2017年年底前将PM10和PM2.5的浓度分别降低10%和
20%。同时，2013年9月修订的《行动计划》还明确指
出，大气污染排放源必须根据其排污量向监管部门缴
纳排污费。

2014年11月，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标准开始在江苏省内
实施，并于2015年1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
表格2-3对有关超低排放标准进行了总结。

目前，全国层面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控制规定已经开
始实施。根据有关规定，当发电机组按超低排放标准
进行发电时，电力企业可以将每千瓦时的电费提高
0.01元，作为执行超低排放的经济补偿。

除了2014年11月起在江苏省内开始实施的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标准之外，表格2-4还列举了其它适用于江苏省
各类工业排放源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近年来，江苏省在贯彻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成功地改善了既有的大气监测
站网络，使其更好地满足每日大气质量评估和预报的
需求。江苏省通过将大气监测站网络取得的数据与国
家有关标准和行动目标进行比对，不断地对有关工作
进行调整和改进。目前，江苏省境内的大气污染排放
源正在执行本节中介绍的国家排放标准。有关部门根
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与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的改进升级定期对这些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现行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还包含一项适用于全部行业的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江苏省有关部门预
计，随着表格2-3和2-4中列举的适用于重点区域和城
市群的标准逐渐推广到全国，周边省市的大气质量将
得到显著改善，并将有效缓解江苏省境内由污染物跨
界传输导致的大气污染问题。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批准对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全面
修订和强化。修订之后的新法于2016年1月1日起实
施。新法中确认了中国能源行业对大气污染造成的影
响，并进一步将大气质量改善与能源行业重组联系在
一起。除此之外，新法第十九条要求工业排放源和发
电厂在运行时须取得大气排污许可证；第三十二条要

图表 2-3    国务院2013年9月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表格 2-3    江苏省实施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标准6

受管制

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标准

合规执

行期限

为发电

机组服

务的燃

煤锅炉

扬尘（颗
粒物）

10 mg/m3，
基准氧含量

为6%

无特别
说明

氮氧化物
（以二氧
化氮计）

50 mg/m3，
基准氧含量

为6%

无特别
说明

二氧化硫
35 mg/m3，
基准氧含量

为6%

无特别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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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气监管部门制定支持清洁能源、提高生产机组燃
煤效率并降低煤炭消耗总量的有关措施；第四十一条
要求大气监管部门支持并推动燃煤电厂多重污染物协
同控制方案（包括对硫、氮、汞和扬尘的控制）；第
四十二条要求中国的电网运营商优先使用清洁能源进
行电力调度等。

中国环境保护部在2016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制定
保障新《大气污染防治法》有效实施的配套法规。江
苏省及省内的部分重点城市也将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并可能会被要求对新编制的法规或标准提出意见和建
议。在今后制定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时，江苏省和各地
市的环保部门也应将国家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和
要求整合在内。

表格 2-4   中国重点行业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编号 排放标准 实施日期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自1997年1月1日起实施。适用于不
具备本行业特定排放标准的行业

GB 13223-2011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GB 16171-2012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

GB 28662-201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

GB 28663-2012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

GB 28664-2012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

GB 4915-201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4年3月1日起实施

GB 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4年7月1日起实施

GB 31570-2015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GB 31571-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18页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  第二章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由风云2E气象卫星于2013年1月22日拍摄，中国气象局。http://
www.cma.gov.cn/2011zwxx/2011zyjgl/2011zyjgldt/201402/
W020140224373404636236.jpg.

2. Zhang, Qiang, Kebin He, and Hong Huo. “Cleaning Chi-
na’s Air.” Nature, 484: 161-162, 2012.

3.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英译版，2013年4
月。由中国清洁空气联盟（CAAC）秘书处提供。《规划》的中
文原件于2012年9月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并于2012年12月5日发
布。英译版可由以下网址获取：http://en.cleanairchina.org/
product/6285.html.

4. 由美国联邦环保署大气质量规划和标准处Scott Voorhees于2014
年提供，并于2016年修改及翻译。

5. 相关信息于2016年2月1日由中国环境保护部网站获取：http:// 
english.mep.gov.cn/News_service/infocus/201309/ 
t20130924_260707.htm.

6. 详情请参见：http://www.mep.gov.cn/gkml/hbb/

bwj/201512/W020151215366215476108.pdf.



概述

本章将对江苏省与三试点城市（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的地理、人
口、经济、交通概况及各行政区划的大气排放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3.1  江苏省1

3.1.1  地理概况

江苏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长江下游，东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
上海毗邻，西接安徽，北接山东。江苏省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水网密
布，湖泊众多。江苏拥有全国五大淡水湖中排名第三的太湖和排名第四
的洪泽湖，此外还有高宝湖、高邮湖、邵伯湖、骆马湖、微山湖等大小
湖泊290多个。连云港云台山玉女峰是全省最高峰，海拔625米。表格
3-1列举了江苏省的主要地理数据。

江苏省及三试点城市概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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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      江苏省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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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长江

表格 3-1      江苏省主要地理数据

总面积
10.72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的1.12%）

平原 占全省的69%

水体 占全省的17%

湖泊
6260平方千米 

（占全省的6%）

丘陵 占全省的14%

省际陆地边界线 3383千米

海岸线 954千米

长江流经江苏段 425千米

杭大运河流经江苏段 718千米

江苏省位于亚洲大陆东岸中纬度地带，属东亚季风气
候区，处在亚热带和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地带。一般以
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为界，以北地区属暖温带湿
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以南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江苏东临黄海，地处长江、淮河下游，海洋对江
苏的气候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以
及江苏特定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的综合影响下，气
候呈现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冬冷夏热、春温多变、
秋高气爽、雨热同季、雨量充沛、降水集中、梅雨显
著、光热充沛、气象灾害多发等特点。

3.1.2  人口概况

表格3-2列举了江苏省的主要人口数据。

表格 3-2      江苏省主要人口数据（2014年）

全省常住人口 7960.06万人（较上年增长0.26%）

男性人口 4007.09万人

女性人口 3952.97万人

0-14岁人口 1052.09万人

15-64岁人口 5942.44万人

65岁及以上人口 965.53万人

人口出生率 9.45‰（较上年增长0.01‰）

人口死亡率 7.02‰（较上年增长0.01‰）

人口自然增长率 2.43‰（与上年持平）

图表 3-3  江苏省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江苏省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74.62%

12.19% 13.19%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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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交通概况

表格3-5列举了江苏省的主要交通数据。

3.1.3  经济概况

表格3-3列举了江苏省的主要经济指标。

2014年，全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节能降耗
和淘汰落后产能取得新进展。据初步核算，2014年全
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5.92%，超额完
成3.6%的年度目标，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进度达
95.96%。 表格3-4简要介绍了江苏省淘汰落后产能的
进展情况。

表格 3-3  江苏省主要经济指标（2014年）

2014年全年生产总值 65088.3亿元（较上年增长8.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1874元（增长8.4%）
第一产业增加值 3634.3亿元（增长2.9%）
第二产业增加值 31057.5亿元（增长8.8%）
第三产业增加值 30396.5亿元（增长9.3%）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7233.1亿元（增长1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209.0亿元（增长12.4%）
进出口总额 5637.6亿美元（增长2.3%）
出口 3418.7亿美元（增长4.0%）
进口 2218.9亿美元（与上年持平）

表格 3-4      江苏省2014年落后产能淘汰情况

钢铁 377万吨
水泥 153万吨
平板玻璃 220万重量箱
船舶 345万载重吨 (超计划70万载重吨)
稀土 1.2万吨
焦炭 58万吨
造纸 12万吨
化纤 1.2万吨
印染 35360万米/2.15万吨
铅蓄电池 749万千伏安时
纺织 9.25万吨/10850万米/6万锭
铸造 65.4万吨
电镀 40.07万吨
光伏制造 2.056万吨/4500万片/25兆瓦

表格 3-5  江苏省主要交通数据（2013年）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4443千米 

（较上年增加72千米）

全省公路里程
15.6万千米 

（较上年增加1976千米）

全省干线铁路通车里程 2591千米

全省铁路复线率 60.9%

全省铁路电气化率 61.8%

江苏省及三试点城市概况  |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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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江阴长江大桥2

2013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共完成投资755亿
元，交通建设投资保持较高水平，高速公路密度继续
保持全国各省和自治区前列。长江江苏境内过江大桥
达到8个。9个省辖市拥有民用机场。

3.1.5  大气排放现状

2014年，江苏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90.47万吨，
其中工业污染源排放占96.19%、生活污染源排放占
3.78%、垃圾和危险废物集中式治理设施排放占0.03%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123.26万吨，其中工业污染源
排放占72.06%、生活污染源排放占0.52%、机动车排
放占27.38%、垃圾和危险废物集中式治理设施排放占
0.04%；烟（粉）尘排放总量为76.37万吨，其中工业
污染源排放占94.34%、生活污染源排放占2.38%、机
动车排放占3.24%、垃圾和危险废物集中式治理设施
排放占0.04%。3

3.2  南京市4

3.2.1  地理概况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距
长江入海口347公里。南京市北连江淮平原，东接长江
三角洲，市区东倚钟山，山高海拔448.9米；西傍长江
天堑，万吨海轮可终年通航。南京地貌特征属宁镇扬
丘陵地区，以低山缓岗为主。南京属北亚热带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每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为
梅雨季节。表格3-6列举了南京市的主要地理数据。

图表 3-5  中山陵

表格 3-6      南京市主要地理数据

市域地理坐标
北纬31°14′-32°37′， 
东经118°22′-119°14′

总面积 6582平方千米
最高峰 钟山（海拔449米）
岗地 占全市的53%
平原、洼地及河流湖泊 占全市的39.2%
低山 占全市的3.5%
丘陵 占全市的4.3%
长江流经南京段 95公里
年平均降水 117天/1106.5毫米
相对湿度 76%
年平均气温 15.3 ℃
无霜期 237天
极端最高气温 38.5 ℃（2009）
极端最低气温 -14.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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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人口概况

表格3-7列举了南京市的主要人口数据。

3.2.3  经济概况

南京市经济平稳增长，价格水平涨幅较低，产业结
构继续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2.5：41.7
：55.8。工业结构调轻调优，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5740.9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43.4%

。汽车、电子、医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
材、仪器仪表等六大先进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石化、建
材、冶金、电力等高耗能行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比重为33.9%，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稳
定增长。目前，南京市境内共有14座燃煤电厂、5座燃
气电厂、2座钢铁厂和15座水泥厂。表格3-8列举了南
京市的主要经济指标。

3.2.4  交通概况

南京市交通状况近年来得到了显著改善。2014年，南
京市加强机动车污染整治，机动车污染防治继续走在
全省前列。推动油品、车辆的“双提标”，完成“国
V”汽油油品升级；实现对重型汽油车，轻型、重型柴
油车的“国IV”准入，启动提前实施“国V”标准申报
工作。全市高污染车限行范围扩大到305平方公里。开
展重大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实施《大气污染预警与应
急处置工作方案》，先后发布红色、橙色预警，并采
取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加大道路冲洗、开展
人工增雨等有效应急措施。表格3-9列举了南京市的主
要交通数据。

表格 3-7  南京市主要人口数据（2014年）

全市常住人口
821.61万人 

（较上年末增加2.83万人）

全市户籍总人口
648.72万人 

（较上年末增加5.63万人）

0-14岁人口 82.02万人（占比9.98%）

15-64岁人口 655.03万人（占比79.73%）

65岁及以上人口 84.56万人（占比10.29%）

城镇化率 80.92%（较上年增长0.42%）

表格 3-8      南京市主要经济指标（2014年）

地区生产总值
8820.75亿元 

（较上年增长10.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7545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
223.96亿元 

（较上年增长3.5%）

第二产业增加值
3671.45亿元 

（较上年增长8.8%）

第三产业增加值
4925.34亿元 

（较上年增长11.5%）

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
较上年增长2.6%

食品类价格水平 较上年增长2.8%

居住类价格水平 较上年增长2.9%

商品零售价格水平 较上年增长0.9%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3239.73亿元 

（较上年增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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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大气排放现状

据南京市环保局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 2014
年，南京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0.4万吨；烟尘排放
总量为9.6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13.29万吨。5

3.3  常州市6

3.3.1  地理概况

常州地处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东濒太湖、
邻无锡，西与南京、镇江接壤，南与江苏无锡、安徽
宣城交界，北襟长江。常州地貌类型属高沙平原，山
丘平圩兼有。南为天目山余脉，西为茅山山脉，北为
宁镇山脉尾部，中部和东部为宽广的平原、圩区。表
格3-10列举了常州市的主要地理数据。

表格 3-9      南京市主要交通数据（2014年）

城市公交运营线路网长度 9149千米

全年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
18.79亿人次 

（较上年增长3.5%）

乘坐轨道交通出行人数
5.03亿人次 

（较上年增长11.3%）

公交汽车总数 8345辆

更新和新增公交汽车 2530辆

出租车总数 14628辆

更新和新增出租车 2471辆

有轨交通运行车辆数 746辆

新增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190个

新增公共自行车 7400辆

3.3.2  人口概况

表格3-11列举了常州市的主要人口数据。2014年，全
市农村工作按照《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
展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确定的改
革发展目标，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加快促进城乡发展一
体化进程，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图表 3-6   常州市区景观7

表格 3-10      常州市主要地理数据

市域地理坐标
北纬31°09′-32°04′，
东经119°08′-120°12′

总面积 4373平方公里

年平均降水 1091.4毫米

年平均气温 16.6 ℃

相对湿度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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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经济概况

表格3-12列举了常州市的主要经济指标。近年来，常
州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十大产业链建设加快推进，
生产效益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3.3.4  交通概况

表格3-13列举了常州市的主要交通数据。

3.3.5  大气排放现状

据常州市环保局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常州
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3.539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为7.887万吨。8

表格 3-11      常州市主要人口数据（2014年）

全市常住人口
469.6万人 

（较上年增长0.1%）

全市户籍总人口
368.6万人

（较上年增长0.7%）

城镇人口 322.6万人

男性人口
182.9万人

（较上年增长0.6%）

女性人口
185.7万人

（较上年增长0.9%）

0-14岁人口 528607（占比11.51%）

15-59岁人口 3614296（占比78.71%）

60岁及以上人口 449069（占比9.78%）

人口出生率 10.3‰

人口死亡率 6.8‰

人口自然增长率 3.5‰

城镇化率 68.7%

表格 3-12      常州市主要经济指标（2014年）

地区生产总值
4901.9亿元

（较上年增长10.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4423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
138.5亿元

（较上年增长3%）

第二产业增加值
2458.2亿元

（较上年增长9.5%）

第三产业增加值
2305.2亿元

（较上年增长11.4%）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1195.3亿元（较上年

增长11.2%）

表格 3-13  常州市主要交通数据（2013年）

交通建设投资 99.26亿元

完成客运量
17551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9.5%）

旅客周转量
108.4亿人次公里

（较上年增长11%）

完成货运量
19325万吨

（较上年增长13.9%）

货物周转量
140.7亿吨公里

（较上年增长16%）

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
9696万吨

（较上年增长7.8%）

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
3059万吨

（较上年增长14.7%）

集装箱吞吐量
14.8万个国际标准箱
（较上年增长3.4%）

常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152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40.74%）

常州公交客运量 4.11亿人次

全市公交车清洁燃料率 30%

全市出租车清洁燃料率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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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苏州市9

3.4.1  地理概况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江苏省东南部，东傍上海，
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全市地势低平，境
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太湖水
面绝大部分在苏州境内。苏州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
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表格3-14列举了苏州市的主
要地理数据。

图表 3-7      拙政园

表格 3-14  苏州市主要地理数据

市域地理坐标
北纬30°47′-32°02′，
东经119°55′-121°20′

总面积 8488平方千米

平均海拔 4米

平原 占全市的54.8%

水体 占全市的42.5%

丘陵 占全市的2.7%

年平均降水 1265毫米

年平均气温 16.9 ℃

3.4.2 人口概况

苏州被国家列为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表格
3-15列举了苏州市的主要人口数据。

3.4.3 经济概况

苏州工业生产持续增长。电子、钢铁、电气、化工、
纺织、通用设备制造六大支柱行业实现产值20358亿
元，比上年下降0.4%。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产值分别比上年
增长14.1%、7.1%和10.3%。电子、钢铁行业产值分别
比上年下降4.4%和2.1%。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发展，
工业经济效益稳定改善。目前，苏州市拥有44座大型
发电厂和6座黑色金属冶炼及轧制加工厂。表格3-16列
举了苏州市的主要经济指标。

表格 3-15      苏州市主要人口数据（2014年）

全市常住人口
1060.40万人

（较上年增加2.53万）

人口出生率
11.69‰

（较上年增长1.3‰）

人口死亡率
6.72‰

（较上年下降0.11‰）

人口自然增长率
4.97‰

（较上年增长1.45‰）

城镇化率
74.0%

（较上年增长0.8%）

0-14岁人口 963100

15-64岁人口 8607700

65岁及以上人口 8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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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16      苏州市主要经济指标（2014年）

地区生产总值
13761亿元

（较上年增长8.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3万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
224亿元

（较上年增长3.5%）

第二产业增加值
3671亿元

（较上年增长8.8%）

第三产业增加值
4925亿元

（较上年增加11.5%）

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
较上年增长2.6%

食品类价格水平 较上年增长2.8%

居住类价格水平 较上年增长2.9%

工业总产值
35773亿元

（较上年增长0.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0586亿元

（较上年增长0.3%）

3.4.4 交通概况

表格3-17列举了苏州市的主要地理数据。

3.4.5  大气排放现状

据苏州市环保局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 2014
年，苏州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工业废气烟尘排
放总量分别为16.84万吨、16.7万吨和7.16万吨。10

表格 3-17  苏州市主要交通数据（2014年）

公路总里程 13212千米

高速公路里程 550千米

公路、水路完成客运量
4.0亿人次

（较上年增长0.9%）

公路、水路旅客周转量
137.98亿人公里

（较上年增长0.5%）

公路、水路完成货运量
1.30亿吨

（较上年增长9.9%）

公路、水路货物周转量
200.5亿吨公里

（较上年增长10.0%）

全年铁路旅客发送量
3496.38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15.2%）

铁路货物发送量 67.17万吨

铁路货物到达量 154.67万吨

年末拥有汽车数量
240.37万辆

（较上年增长14.8%）

私家汽车数量
201.53万辆

（较上年增长16.6%）

苏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
4.8亿吨

（较上年增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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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美国的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可以在政府实施强力的大气污染减排项目的
同时持续健康成长。如图表4-1所示，美国六种常见指标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总量自实施《清洁空气法案》以来持续降低；但与此同时，一些重点
经济指标始终保持稳定增长。大气污染是全球范围内导致过早死亡的首
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12年全世界共有约700万人因大气污
染暴露过早死亡。1 研究表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于1990年至2020
年间产生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效益超出其成本近30倍之多，其中大约85%
的效益可归功于有效降低造成细颗粒物污染的污染物水平。在此期间实
施的大气质量项目的货币化效益估计在2兆美元左右。据图表4-2显示，
研究开展期间实行的大气项目的效益远远超出其成本。我们相信，如果
中国能够持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同样也可实现类似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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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美国重点经济指标与六种常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变化（1970年-2013年）2

图表 4-2          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第812部分的二次前瞻性研究3

国内生产总值

机动车行驶里程

人口

能耗

二氧化碳排放

排放总量（六种常见污
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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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前的大气污染对公共卫生状况造成的影响很
大，但是中国目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可以迅速改善
全国和江苏省的大气质量，例如多种先进的分析工
具、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及替代能源等，这些都是五十
至七十年前美国试图解决其大气污染问题时不具备
的。因此，如果中国能够推进协调机制良好的污染减
排项目、开发更多的清洁能源并持续向社会大众普及
公共卫生改善的巨大效益，那么我们应当对中国大气
污染问题的妥善解决抱持乐观的态度。

一项行之有效的大气质量管理项目应具备直观的大气
质量目标、为省级和市级环保部门提供的适当资源、
坚实的技术数据和分析工具基础、有效的排污许可证
制度和执行程序、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以及为企业
提供的完善的技术支持等组成部分。省市大气质量管
理是一个持续性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

1. 确定大气质量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时间点
2. 描述当前大气污染问题的实际情况
3. 与其它省市共同参与区域规划和咨询
4. 建立排放清单
5.  建立大气质量模型，确定在实现大气质量目标的

过程中需要执行的其它减排策略
6. 采纳并实施有效和可行的减排要求
7. 实施有效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执行程序
8. 建立并维护应急响应制度
9. 持续追踪大气质量管理项目的进展

本章将对以上大气质量管理过程进行简介和概述。后
续章节还将具体介绍许多其它业务领域，如大气监
测、排放清单的建立、能源规划协调、以及建议江苏
省重点行业采用的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等。图表4-3展
示了大气质量管理过程的主要步骤。

下面的各个小节将对制定有效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各
个重要步骤进行详细介绍。

4.1   确定大气质量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时间

点

根据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江苏
省现阶段的大气质量改善目标是将2017年的PM2.5年
均浓度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20%。自2012年以来，
江苏省境内PM2.5大气监测点的数量增幅很大。到目前
为止，全省范围内的PM2.5大气监测点已达到100个。
表格4-1列举了2013年南京市、常州市和苏州市的细
颗粒物平均浓度水平。假设2012年的细颗粒物浓度水
平与2013年持平，为了在2017年前实现降低20%的目
标，那么每座城市需要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将年均
PM2.5浓度降低14-15 μg/m3，并将24小时峰值水平降
低63-77 μg/m3。

图表 4-3      美国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流程4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步骤   |  第四章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32页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对实现PM2.5降低20%目标
的评价标准进行准确切直观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例
如，规划须明确规定PM2.5降低20%的目标应使用江苏
省境内所有监测点的平均监测数据进行评价。

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规定2017
年前各地区需实现的大气质量目标之外，还包括在
2030年之前使大气质量达到现行的中国PM2.5大气标准
（中国现行的PM2.5年均标准为35 μg/m3，24小时标准
为75 μg/m3）的长期目标。省级和市级政府部门应留
意该项大气质量长期目标，确保用来实现2017年中期
目标的减排策略也可同时为实现2030年的长期目标服
务，并对第十二章介绍的能源与大气质量的协调规划
进行考虑。

4.2  描述当前大气污染问题的实际情况

环保部门应对各种类型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进行全面考
虑，帮助各利益相关方就全省或当地的大气污染问题
达成一致性共识。这些利益相关方将负责在大气质量
管理规划的框架下采取必要行动，以改善大气质量。
有时候，环保部门需要通过一系列研究分析来回答下
面的基本问题： 

•  PM2.5浓度一般在什么季节和气象条件下最高？

•  在PM2.5浓度最高的季节中，PM2.5的化学组分是什
么？年均基础上的PM2.5质量成分又是什么？

o  PM2.5化学组分一般以不同污染物的PM2.5质量百

分比的形式表达，包括硫酸铵、硝酸铵、有机
碳、元素碳和地壳物质（尘土）等。 

o  PM2.5化学组分可通过大气监测数据进行估算
（PM2.5形态监测），或由大气质量数据分析获
取（例如源解析）。

•  根据PM2.5化学组分的分析结果，哪些排放源类别
是该地区大气污染最主要的贡献源？

•  其它省份贡献的PM2.5大约有多少？现有的模型分
析或其它研究可能已经提供了有关信息；也可通过
新的大气质量模型分析加以确定。

4.3   与其它省市共同参与区域规划和咨询

多个省市间共同进行区域规划和咨询可以帮助参与的
各方更好地了解由外省市传入的大气污染的实际情
况。美国的经验表明，区域规划过程可以作为各地专
业人员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共同讨论潜在的减排
策略并确定可行的政策方案，以降低本地大气污染对
下风方向省市的影响。美国大部分区域规划组织由参
与运作的州级和本地监管部门提供资助。这些区域规
划组织推动了许多环保项目，例如PM2.5和臭氧的州际
影响、潜在的区域性控制策略模型分析以及特定行业
污染控制技术的信息汇总（包括成本有效性和安装、
运行所需时间等）。在区域性PM2.5和臭氧污染防治方
面，如果多个省份能够借助区域规划过程有效协调其
减排措施，则很有可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地实现
有关的大气质量目标。促进与长三角地区及其它区域

表格 4-1      三试点城市PM
2.5

浓度水平与降低20%目标的比较

城市

2013年PM
2.5

浓度水平

（年均/24小时）

（单位为μg/m3）

2017年PM
2.5

降低20%的目标，

年均标准

（单位为μg/m3）

2017年PM
2.5

降低20%的目

标，24小时标准

（单位为μg/m3）

南京市 75.3 / 312 60.2 249

常州市 75.6 / 322 60.5 257

苏州市 67.1 / 384 53.7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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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环保部门的合作对江苏省有效应对下一阶段的区
域大气质量挑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4.4   建立排放清单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核心基础是建立、分析并定期更
新高质量的固定源、面源和移动源排放清单（包括基
准年份和未来年份）。这些排放清单的其中一项重要
用途是执行大气质量模型分析，对实现大气质量目标
的潜在减排情况（包括清洁能源的使用）进行设计和
评价。应至少为以下类别的污染物建立排放清单数
据：一次PM2.5（包括可凝结PM2.5排放）、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气、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黑碳及甲烷等。

有关部门应优先为重点排放源类别建立并完善基准年
份和未来年份的排放清单数据。根据江苏省、南京
市、常州市和苏州市的实际情况，重点排放源类别应
主要包括：发电；工业生产（炼油、化工、钢铁、水
泥制造等）；道路移动源（汽车、卡车、摩托车等）
；非道路卡车和机械；以及道路和非道路机动车和机
械燃料等。其它排放源类别还包括：小型工业锅炉和
区域供暖锅炉；施工、道路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扬尘排
放；生物质或废弃物露天燃烧；化肥施用；以及养殖
业生产活动等。

在理想情况下，基准年份排放清单应采用大气质量管
理规划开始实施年份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然后，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实施进度可以按照减排或降低大
气污染物浓度两种方式进行追踪。美国的有关规定要
求各州政府每三年对其排放清单进行全面彻底的更
新。另外，许多点源（例如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仪的
排放源）也同时适用特定的年度申报要求。如果排放
源的年度排放潜力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则将被强制要
求申报排放数据。这个“重点排放源”的门槛值为每
年排放100吨污染物。在一些污染问题更加严重的区
域，该门槛值最低可达到10吨。

未来年份的排放清单应能够反映从基准年份到未来年
份预期排放变化的净效果，包括预期由现行大气污染
防治政策实现的减排（例如国务院2013年颁布的大
气“国十条”）；由工业设施搬迁或关停实现的减
排；以及由人口增长、新工业企业投产、新增能源需

求、汽车和卡车数量增长、以及周边省市排放预测变
化实现的减排。在建立未来年份的排放清单时，尤其
是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迅速的地区，准确预测未来
的活动水平和增长因子是十分重要的。另一项需要在
单一点源层面获取的重要信息是排放源目前是否具
备、或使用什么种类的污染防治设备，以及该设备是
否能够持续稳定运行。这项数据对于评价其它可能的
减排措施来说必不可少。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
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介绍的其它有关建立排放清单的内
容。

4.5   建立大气质量模型，确定在实现大气质
量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执行的其它减排策
略

大气质量模型将帮助江苏省及各主要城市了解落实现
行政策和项目与实现大气质量目标的差距。如果现行
政策和项目的力度不足，那么模型分析将帮助有关部
门确定最终实现大气质量目标所需的其它减排策略。
减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例如：国家和省级的有
关规定要求在新建和现存排放源上安装最佳可获得控
制技术、低硫燃料的使用和汽车与卡车的清洁引擎改
装、扩大能源效率规定的实施范围以限制能源需求的
增长、火力发电燃料的替换、减少露天燃烧等。在确
定潜在的减排策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包括：针对
某一特定排放源或源类别来说，“最佳”可获得控制
技术或减排措施指的是什么；采用并实行该措施的成
本有多少；以及该措施的实行需要多长时间等。

在美国，如果某个州的特定区域在6年内无法达到
PM2.5大气质量标准，那么州政府必须强制该区域内的
现存排放源采用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及最佳可获得控
制措施。“最佳可获得控制”的定义是根据不同实际
情况，在考虑能源、经济与环境影响和其它成本的基
础上，一个排放源或源类别可实现的最大程度减排。
成本有效性通常按照减少每吨污染物排放的成本进行
考虑，包括建设成本、安装成本、运行成本和维护成
本等。中国的规划者和企业运营商可以从多种来源获
取这些信息，帮助确定应用于不同种类排放源和生产
过程的技术上最为可行的控制方案。由于经济的流动
性和政策框架的变化，中国的点源排放控制成本信息
收集起来较为不易。当然，这项信息每年都在不断完
善，并将对未来的决策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步骤   |  第四章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34页

接下来便应通过大气质量模型，将这些额外的潜在减
排策略在省内实施的效果与周边省份的预期排放变化
进行结合，评估未来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是否能够降
低，以实现第1步确定的大气质量目标。如果这些额
外的减排措施仍不足以帮助该省份实现其大气质量目
标，则需要进一步确定其它可行方案，并重新采用大
气质量模型来评价大气质量的达标情况。由中国和美
国的专家们共同开发的ABaCAS系统包含了一套用于
评价潜在减排措施、成本、大气质量模型和公共卫生
效益的综合软件模块。本次报告的附录A介绍了ABa-
CAS系统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该系统可作
为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工作的一项实用工具。

4.6   采纳并实施有效和可行的减排要求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中选取的减排方案应当以监管部门
能够有效执行的法规和要求（例如环保部、省环保厅
和市环保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条款）为依据。新的减
排要求都应包含特定的元素以确保其可执行性。例
如，点源法规应包含排放限值以及适当的平均值计
算时段以进行合规验证；排放监测法规应要求排放源
采用持续性排放监测技术（如有）或其它指定的测试
方法和定期测试要求；有关定期检验、数据记录和自
主申报的法规应要求排放源采用电子方式、标准格式
和标准流程。对一些特定类别的面源来说，减排要求
可以工作实践标准或最佳管理实践方案的形式进行表
述。对移动源来说，年检和维护项目是验证机动车排
放标准合规执行的重要途径，在油品通过供应链输送
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定期检测也同样必不可少。

另外，从程序上来说，江苏省新制定的减排规定的可
执行性可能取决于从提审到批复的行政程序。在美
国，每个州经各自的行政程序通过新的规定，然后再
将这些州内执行的规定作为其州级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的一部分提请美国联邦环保署审批。美国联邦环保
署批准这些规定之后便可由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执
行。

4.7   实施有效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执行程序

运营许可证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用来在环保
部门和企业之间明确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并对
企业的合规执行情况进行确认。运营许可证涵盖了适

用于某排放源的所有排放标准和合规执行要求。运营
许可证的条款可包括以下内容：由企业负责人签署的
年度合规认证、自主申报与许可证条款存在偏差的事
项、以及排放源按照排污量缴纳排污费的有关要求。
在美国，运营许可证须交由社会大众审阅，并且每五
年更新一次。

中国2014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和2015年通过的清洁空
气法中均深化了相关法规的执行要求。美国的经验表
明，一项有效的执行程序应具备以下重要特点：违反
规定的处罚力度必须大于遵守规定的成本；罚款应高
于违反规定获得的经济利益；规定的执行必须公正、
公平，并采用一致的标准；国家和省级政府部门应当
协助各地区的执法人员培养负责的执法意识。为受监
管企业提供有效的知识拓展、技术协助和能力培训也
会改善其合规执行情况。

执行一项大气质量管理项目需要大量的资源（人员、
培训和资金）。例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
南岸大气质量管理区（SCAQMD）负责应对人口约为
1600万的洛杉矶都会区的大气污染问题。该管理区拥
有800余名员工，其年度预算约为1.3亿美元。南岸大
气质量管理区三分之二的预算由排放源缴纳的费用支
付。

4.8   建立并维护应急响应制度

当大气污染水平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应急响应制度
便成为保护公共卫生状况的必要环节。这些紧急情况
可能在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大气条件出现时，或工业
排放源和机动车密度较高的区域产生。应急响应制度
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    用于收集和整理数据的大气质量监测网络和数据管
理系统，例如AirNow国际版；

   •    空气质量指数，用于将污染物浓度转化为更加简明
易懂的公共卫生信息；

   •    根据大气质量模型工具建立的大气污染预报能力；  

   •    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
的公共预警系统（例如AirNow国际版系统的信息
发布、智能手机的推送警报、以及社交网络的通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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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级和市级环境监管部门负责提供即时信息，并作
出适当的回应。 

一套典型的应急预案包含四个重要元素：1）根据大气
监测数据为每种污染物设置预警级别；2）污染物浓度
水平上升至不同阶段的标准和要求；3）针对不同排
放源和污染物造成的排放采取应对行动；以及4）要求
大型工业排放源提交应急响应预案，并由监管机构审
查和批准该预案。有关部门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监测
点测得的污染物浓度峰值来决定是否启动应急响应预
案。典型的应急响应预案可包括三个阶段，且每个阶
段的应对行动随着污染水平的严重性向上提升：

   •    第一阶段：向社会大众、学校和医院发出通知，不
强制采取应对行动

   •    第二阶段：采取一定程度的强制应对行动，并减少
室外体育活动

   •    第三阶段：采取一定程度的强制应对行动，并减少
室外体育活动

有效的应急响应制度包括提早向社会大众发出通知；
与其它有关部门紧密合作；以及要求工厂和业主采取
减排措施等。随着大气标准依据公共卫生实际情况不
断完善，应急响应制度也需要对其规定的不同污染水
平及各阶段的应对行动进行调整。

4.9   持续追踪大气质量管理项目的进展

追踪大气质量管理规划项目的进展和有效性的三种
基本方法包括：a）追踪相关规定和制度的实施情
况；b）追踪减排情况；以及c）追踪大气质量改善情
况。相关规定和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通过多种参数进
行追踪，例如落实新规定的数量；落实工艺过程改造
或安装新型排放控制技术的企业数量；或者颁发排污
许可证证的数量等。

减排情况的进展最容易在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技术的
排放源上进行追踪，例如发电厂。然而，要想全面审
阅某一特定年份中整个省份或城市的减排情况的进
展，通常需要耗费一年以上的时间对大量排放源的排
放数据进行估算和质量保证审查。大气质量监测数据

可以为追踪项目实施进度提供有效的支持。该数据为
研究减排项目、能源规划、人口增长和其它大气质量
相关因素的共同效应提供了一项综合性研究方法。

美国联邦环保署开发了许多工具和指导文件，协助有
关人员制定有效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如需了解更
多详情，请参阅美国联邦环保署大气质量管理门户网
站（https://www.epa.gov/air-quality-manage-
m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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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排放清单是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排放清单是在一定时空
范围内各类排放源释放的大气污染物的综合列表。排放清单的用途主要
包括：

• 确定排放源和一般排放水平
• 帮助确定大气监测站的位置
• 为未来的规划建立基准数据
•  了解重污染现象产生的条件，并量化区域内和跨区域污染问题（污

染传输、对照浓度等）
•  对未来的污染防治情景进行模型分析，并据此建立大气质量管理规

划和污染缓解方案
•  为工业企业制定配套的环保规定和排污许可证条款，并为排放交易

项目建立依据
•  在实现清洁空气目标的过程中衡量项目进度和大气质量的变化情况
• 确定排放源的合规执行情况

确定大气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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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      美国联邦环保署大气质量管理体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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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质量管理工作
的主要内容包括排
放清单编制、大气
质量目标设定、大
气排放监测、模型
分析、暴露评估、
污染防治策略设
计、规定实施及辅
助公共服务等。美
国联邦环保署的大
气质量管理体系如
图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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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排放清单的建立

常见的排放源类别包括点源、面源、道路移动源、非
道路移动源以及生物质源等。举例如下：

点源：大型固定排放源，例如发电厂、钢铁厂、炼油厂、水泥
厂、工业锅炉和化工厂等。

面源：同一地理区域内情况相似、规模较小的排放源的集合，例
如加油站、干洗店、油漆店和消费品使用等。

道路移动源：汽车、卡车和公交车等。

非道路移动源：飞机、火车和船舶等。

生物质源：天然的排放源，例如植被、土壤和扬尘、火山和雷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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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放清单中，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大型固定排放源通
常按照单体点源进行计算。在建立点源排放清单时，
需要获取特定排放过程和排污点（如烟囱或通风口）
的详细信息，例如烟囱的高度、直径、烟气温度及其
它有关参数。江苏省已经开始为省内的发电厂和其它
重点企业使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CEMS
数据的成本虽然较高，但却能够提供可靠和具有时空
分辨率的排放估算。这些数据在企业监管和合规认证
方面非常实用。

规模太小、数量太大的固定排放源不适合作为单体点
源，因此需要按照面源进行计算。常见的面源包括商
业和消费品有机溶剂的使用（表面涂装、干洗、脱脂、
图形绘画、橡胶和塑料制造等）；烹饪和供暖；其它
工业生产过程；以及燃油运输过程和加油站等。在估
算面源排放时，一般需要将美国联邦环保署AP-42指导
方案中的排放因子与各省市收集的排放源活动数据（
如燃料用量）进行结合。有时需要首先对可获得的排
放因子进行审阅，找出最能代表该省市面源实际情况
的排放因子。在此过程中，应侧重于占整个排放清单
比重最大或不确定性最高的排放源部门。

道路移动源包括客车、重型卡车和公交车等。这些排
放源释放的污染物种类繁多，会对颗粒物、臭氧、温
室气体及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浓度造成影响。在美国，
道路移动源的排放估算采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MOVES
模型。该模型的县级层面数据库包含了机动车总数信
息（如数量和行驶年限分布等）、机动车活动数据的
基本信息（如机动车行驶里程[VMT]和平均行驶速度
等）以及管理措施（如年检和维护项目等）。对江苏
省来说，类似的信息也可通过旅程需求模型、交通统
计和机动车注册数据等其它数据源获取。由于机动车
排放与车辆数量、交通流量和行驶速度互相关联，因
此污染防治措施应包括对老化的车辆进行报废、降低
机动车行驶里程（例如智能增长2 和推广公共交通）及
交通拥堵缓解策略（例如大容量机动车[HOV]专用道
及高速公路自动收费系统）等。

非道路移动源包括商业海运船舶、铁路机车、飞行器
以及其它小型排放源（如建筑施工、农业和绿化机械
等）。美国联邦环保署的NONROAD模型可将特定型
号引擎的排放因子与县级机械数量和活动水平数据（
如年运行小时数）结合，估算汽柴油机械的排放情况。
然而，NONROAD模型不适用于商业海运船舶、铁路
机车和飞行器，因此需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

区域性燃油消耗数据和相关排放因子对这些排放源的
排放情况进行估算。对江苏省来说，所有的非道路移
动源排放都可借助燃料消耗、船舶靠港次数、飞行器
起降情况和机械数量等可用数据，通过这种自上而下
的方法进行估算。

生物质源的排放情况一般通过生物质排放清单系统
（BEIS）或自然界气体和气溶胶排放模型（MEGAN）

进行估算。这些模型采用了特定污染物种类的排放率、
地表覆盖数据和气象数据（如温度和太阳辐射）。气
象数据必须具有时空分辨率（网格化、每小时的数据）

，因此应使用天气研究和预报模型（WRF）等中尺度气
象模型。

据了解，江苏省的大气排放清单目前已完成了80%左
右，并在编制的过程中首先为重点行业建立了排放清
单。这是一项常见的途径。江苏省也从一系列实验性
措施中学到了很多经验，例如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
间关停部分大型排放源。江苏省可以利用这些机会，
借助大气监测数据观察关停重点排放源对大气质量带
来的实时影响。这些经验将会对确立和完善污染防治
策略和减排措施提供很大的帮助。

江苏省目前面临的重点挑战和问题主要包括：
   •   落实CEMS数据申报
   •    对所有的数据流和排放清单模块进行质量保证检查
   •   使用大气监测数据对排放清单进行评价
   •    对排放清单的建立过程进行完整记录，以便在未来

需要时参考并借鉴（工作方法、数据源、假设、计
算过程等）

   •    改进不确定性较高但数值较大的排放估算数据，以
更好地符合省内排放源的实际情况

   •   收集排放源活动数据
   •    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形态分析可对省级污染概念

模型进行验证，并支持源解析和其它数据分析工作 
   •   为模型应用建立空间替代数据  
   •   持续对新员工进行业务培训
   •    与周边省市协作，为未来的模型分析共同建立一项

区域性大气排放清单
   •    建立长期研究计划，促进与其它有关部门和高等院

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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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40页

并保持每三天或每六天执行一次24小时测量。颗粒物
化学形态的持续测量成本很高并极少采用，但是江苏
省环保厅的中心监测站具备许多这样的测量功能。挥
发性有机物的形态分析可以对PM2.5和臭氧的大气质量
模型、排放清单的建立和评价以及工业排放规定和合
规执行认证提供很大帮助。美国的一项重要经验表明，
与大气质量互相关联的气象测量会在数据的有效性验
证和解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对所有的测量工作来说，
良好的数据质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江苏省境内共设有72处大气监测站。这些大气
监测站的位置和分布情况如图表5-3所示。

南京市大气监测站的类别与分布情况如图表5-4所示。
目前，南京市境内共有9处国控点、11处省控点、2
处清洁对照点及其它对工业区和交通主干道进行监测
的站点。这些站点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

、PM10、一氧化碳及臭氧等主要污染物。

5.2   大气监测 

大气监测是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气
数据可有效帮助各省份了解其大气质量问题的实际情
况，并对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追踪（如图表5-2
所示）。

在美国，大气监测数据用来评估目前的大气状态及其
与清洁空气标准及历史数据的比较，并为大气质量管
理规划提供依据。借助监测数据，监管部门可以更好
地了解大气的实际情况，支持合规目标的落实，记录
并追踪大气质量达标的进度，更好地了解重污染现象
的产生条件，并对排放清单和模型评估提供帮助。根
据美国的有关规定，大气监测站须满足一系列监测地
点、数据质量和申报日程等要求。大气质量的合规情
况通过监测数据进行认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许
多大气质量标准要求在合规认证时使用三年以上的大
气监测数据。数据评估一般由各地监管部门完成，并
可根据需要向上寻求区域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多数大气监测网络最初是由一些基础监测点组成。这
些监测点根据不同的运行计划（由每天至每六天运行一
次不等）将24小时内收集到的PM2.5质量进行量化。一
般情况下，监测工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到更多的
监测点，并大幅提高频率（一般每小时进行一次测量）

，以便更好地了解污染物的时空变化。为了更深入地掌
握排放源的实际情况并协助其建立污染防治方案，监
测点需要对其PM2.5化学组分测量功能（包括硫酸盐、
硝酸盐、铵盐；金属；有机碳、单质碳等）进行扩展，

图表 5-2      从监测到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实施结果的数据流程3

图表 5-3      江苏省大气监测站示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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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大气监测站的类别与分布情况如图表5-5所示。
目前，常州市境内共有6处国控点、2处省控点及5处市
控点。这些站点同样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

、PM10、一氧化碳及臭氧等主要污染物。

苏州市大气监测站的类别与分布情况如图表5-6所示。
目前，苏州市境内共有8处国控点（含1处清洁对照点）
及许多数据处理控制站点和质量保证及技术支持实验
室。这些站点也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PM10、

一氧化碳及臭氧等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

 

最大限度地发掘监测数据的价值

大气监测包含许多步骤。在确定监测点的位置、测量
参数及所需设备之后，监管部门需要建立质量保证项
目计划（QAPP）和标准操作程序（SOP），并对有关
人员进行培训。为保证各部门、区域或城市之间工作
的一致性，为质量保证项目计划、标准操作程序和员
工培训内容制定标准化模板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协
作也可帮助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分工。

在完成数据收集之后，便可开始执行以下步骤：

1. 数据审阅、确认和验证。数据审阅、确认和验证
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由监测站运行人员和数
据审阅员负责完成。数据审阅可确保监测仪器正
常运行。数据确认是对数据真实性的调查，用来

图表 5-4      南京市大气监测站示意图5

图表 5-5      常州市大气监测站示意图6

图表 5-6      苏州市大气监测站示意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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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监测站提交的大气监测数据真实有效。数据
验证是对监测数据满足特定要求的检查，例如数
据是否达到监管部门质量保证项目计划和标准操
作程序中提出的各项要求。经常对数据进行审阅
可以提早发现错误并提高数据的完整度，因此该
过程十分重要。 
 
图表5-7描述了数据审阅和确认过程。该过程中的

一些常见问题主要包括：监测设备是否按照标准
操作程序的要求每天进行适当的校正和操作？每
天收集的大气测量数据是否合理？每天设备校正
或失效期间收集的无效数据是否已经标注？ 

 

 

 

 

 

 

 

2. 基本数据分析。颗粒物数据的时空分析为改善我
们对大气排放和影响颗粒物形成与分布的大气动
态过程的理解提供了依据。负责此项任务的数据
分析员的工作目标主要包括确定可能的重点颗粒
物及其前体物排放源、确定导致高颗粒物浓度的
物理和化学过程、以及评估现行污染防治策略的
效果。可通过数据分析建立一项影响颗粒物浓度
的物化过程的概念模型。数据分析能够解答的问
题主要包括：  
a. 颗粒物浓度的昼夜、每日、季节性和全年变

化规律是什么，以及通过这些规律发现的颗
粒物排放源的情况

b. 污染物浓度的统计学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
在不同站点和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变化情况

c. 某种污染物的浓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较于其
它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d. 颗粒物的化学组分是什么，以及化学成分随
时间和站点的变化情况 

e. 对某一监测点造成显著影响的本地或区域排
放源是什么 

f.  气象条件、附近的颗粒物和前体物排放以及
自然现象如何对颗粒物数据的时空特征造成
影响

大气监管部门通常应每年进行一次数据分析，以
便尽可能地了解收集到数据的实用程度，评估监
测网络中可能需要进行的调整，并尽早发现数据
库中的问题。对整个区域来说，可以通过各地监
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有效了解区域大气质量的整体
情况。

3. 使用大气监测数据对排放清单进行确认。建立排
放清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对某区域内
大量的点源、面源和移动源排放活动数据进行估
算和汇总。由于本项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在大气质
量模型分析和污染防治策略评估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错误，对计划应用于大气质量模型的排放清单
进行准确性和代表性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
之外，现存的PM2.5排放源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数
据可能比较局限，因此在数据应用于光化学模型
之前对排放清单进行评价也非常关键。对排放数
据进行评价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对数据进行一般
常识性审阅；采用化学物料平衡模型等源受体方
法；从排放活动数据开始，对相应的排放量进行
估算的自下而上的评价；以及将排放估算与大气
质量数据进行比对的自上而下的评价等。每种评
价方法都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之后可以根据
排放清单的评价结果对可能的改进方法提出建议。

4. 效益评估。在落实排放控制措施的同时，评估这
些措施带来的排放变化是否能够真正帮助改善大
气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效果最好的方法是使用
相同的测量方法收集排放变化发生之前和之后的
数据，然后再运用到趋势分析之中。美国的各级
监管部门拥有许多长期趋势分析站点，这些站点
的大气质量监测工作已经行之有年。

5.3   源解析

受体模型，也叫做源解析，是一种根据大气的实际状
况获取有关大气排放源信息的数据分析方法。该方法
能够为大气监管部门指出造成实际大气污染物浓度的
排放源类别，以及各个类别的排放估算。源解析数据
为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提供了以下帮助：
   •    帮助鉴别和确定造成高浓度污染的重点排放源部门
   •   帮助鉴别未知排放源

图表 5-7      数据审核和确认过程

各项设备是否
正常运行？

时间、空间数
据的走势是否
合理？

是否需要进行更
加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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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将受体模型分析结果和本地气象或后向气流轨
迹数据结合，或者将多个监测站的数据结合并进行
三角化处理，来鉴别排放源的位置

   •    为完善排放清单提供重要依据。在将数据输入大气
质量模型，预测规划实施带来的大气质量变化时，
需要对其进行完善

   •    定期（或持续）开展源解析工作也会为污染防治策
略的追踪和应对带来帮助

颗粒物源解析需要使用化学组分数据，例如有机碳和
单质碳、硫酸铵、硝酸铵及微量元素（铝、硅、钙、
钛、铁、钾）等。进行有效的源解析至少需要获得这
些污染物的相关信息。江苏省对其中的很多污染物进
行每小时测量，并获得了统计学价值很高的数据。

源解析的技术方法涵盖数据分析、弥散或光化学模型
分析及统计算法研究等诸多方面。数据分析包括将污
染物与特定排放源进行关联、将特定排放源标记与风
速和风向进行关联，以及从某污染物的浓度数据中扣
除城市和区域浓度以更好地了解特定排放源的分布

情况。大气质量模型分析通常采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
AERMOD或CMAQ模型。在这些模型中配备多种统
计学工具，可以应用于单一样本（化学物料平衡）或
多个样本（正矩阵分解，Unmix）。这些工具也被称
为受体模型。弥散模型和受体模型之间的区别如图表
5-8所示。

这些工具均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在使用前需要
充分掌握。用于分析的任何数据集必须保持良好的完
整性、通过质量保证检验并具有量化的数据不确定性。
目前有许多资源可用来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但是从
有经验的前辈那里学到的第一手技能通常是最理想的。
美国的经验表明，模型输出结果和输入数据的质量与
有关人员对其进行审阅的工作效果直接相关。

中国已经逐步开展一系列源解析的前期准备工作，并
且在江苏省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9。其中，有关部门收
集的一些数据已经可以用来开展源解析。与本地高等
院校进行合作也会对推动源解析工作带来帮助。在美
国，源解析的分析和研究是研究生科研项目的常见课
题。

图表 5-8      弥散模型和受体模型的区别8

环境空气浓度预
测值

排放源影响预
测值

排放特征

环境空气浓度

弥散特征

排放源特征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弥散模型（例如
CMAQ、CALPUFF

等）

受体模型 
（例如PMF、 

Unmix、CM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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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的经验中可以发现，将源解析的结果与排放清
单进行比对是非常有帮助的。由此发现的每一项排放
清单偏差几乎都需要进行修正。图表5-9展示的是科罗
拉多州丹佛市PM2.5排放清单与受体模型的比对结果。
在这个例子中，丹佛PM2.5受体模型在扬尘排放清单及
道路和非道路柴油机动车排放清单中发现了偏差。这
样的结果可能预示该排放清单过高地估算了“高排放”
扬尘和机动车对PM2.5浓度造成的影响。

源解析工作也会为有关部门带来很多挑战。美国的监
管部门遇到的一些挑战包括：

   •    排放源资料及其在化学物料平衡中使用的适当性以
及对PMF模型结果的解读。许多类别的排放源缺乏
最新的资料。例如，美国联邦环保署的Speciate
是一个储存排放资料的平台，但是由于其很长时间
没有更新，因此很多排放资料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
各州当前的排放源。另外，排放源资料最好使用与

大气测量类型相同的分析技术的测量数据。建立排
放源资料的成本相对较高。

   •    对大气中形成的次级颗粒物及其组分进行源解析。
将次级污染物（硫酸盐、硝酸盐及一部分有机碳）
的大气浓度与其前体物排放源进行关联比直接鉴定
初级污染物（黑碳、金属等）排放源的难度更大。

   •    数据集的准备工作。为排放源和受体价值获取或制
定真实的不确定性数据难度较大。不确定性用来衡
量输入数据对模型解析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估算排
放源贡献的不确定程度。

   •    更加丰富的经验。为有关人员在源解析方法、数据
准备和数据解读等方面组织培训是非常必要的。目
前有很多文献资料可以参考，但是从有经验的前辈
那里学到的第一手技能是最理想的。

图表 5-9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PM
2.5

排放清单与受体模型的比对结果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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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未来年份的排放预测（2017年和

2030年）

政策分析和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要求使用未来年份的排
放清单评估各种污染防治策略对未来大气质量的影
响。建立未来年份排放清单的方法一般是在基准年份
排放清单的基础上运用增长因子对预期的排放活动变
化情况进行阐释。这些增长因子来源于对未来年份社
会经济变量的预测，包括能源需求、资源可用程度、
生产水平和人口变化等，同时还应将排放源关停和搬
迁情况考虑在内。

例如，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每年发布一份年度
能源展望（AEO），介绍其在国家能源模型系统
（NEMS）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能源供应、需求和价格
的长期预测。NEMS根据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因素、世界
能源市场、资源可用程度和成本、行为和技术选择标
准、能源技术的成本和性能及人口数据等参数，对能
源的生产、进口、转化、消耗和价格进行预测 。

对江苏省来说，预测未来年份排放情况的一般方法是
收集政府部门、贸易协会和市场研究机构提供的预报
数据，并对其进行评价。一些其它组织对特定区域内
排污比重较大的排放源类别的排放水平具有深入的研
究和预测，这部分数据也需要重点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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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工作方法与进展

在江苏省的十三个地级市中，被选为本项目试点城市的南京市、常州市
和苏州市的排放清单编制工作进展最快。据了解，三试点城市的排放清
单编制工作大约已完成了总量的80%左右。

到目前为止，江苏省大气排放清单编制工作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为每
个行政区划内的排污企业建立一份完整的名录，以及为重点排放源建立
完整并准确的排放估算。然而，各行政区划的快速发展和各地环保部门
较为有限的资源使得建立和维护一份完整的排污企业名录比较困难。上
述两项原因再加上环保部门有关人员在大气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方面的经
验较为不足，更为建立完整和准确的排放估算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一般来说，各行政区划内的大型企业可以为环保部门提供质量更好的清
单数据（包括一些直接通过电子方式向上级环保部门进行申报的持续性
排放监测数据），但中小企业则需持续扩展和完善排放清单方面的业务
能力。

江苏省在排放清单能力建设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1年，江苏
省与加利福尼亚州南岸大气质量管理区（SCAQMD）签署了一项双边谅
解备忘录。自2012年起，江苏省还连续四年举办了中国（南京）国际环
保产业博览会（CIEPE）暨环保技术交流洽谈会。

2013年10月，江苏省环保厅成立了由环境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中心牵头，
大气处、省监测中心和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共建的省级工作组，以应对排
放清单编制工作发展的需要。2014年4月，三试点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各
自的排放清单工作组，并配备了大气质量监测、排放清单鉴定及效益和
达标评估等领域的业务人员。

2014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为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的意见》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了PM2.5、挥发性有机物和氨
气的排放清单指导文件。这些文件致力于“促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进展，提高大气PM2.5、挥发性有机物和氨防治工作的关联性和有效
性。”这些指导文件的汇编（称为指导方针）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案、标准和规定。

江苏省大气排放清单的发
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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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目前正致力于为江苏省境内的
排放源建立一份“自下而上”的大气排放清单。省环
科院使用的是美国联邦环保署《AP-42大气污染物排
放因子汇编》中推荐的排放因子，但同时也对江苏省
内情况独特的排放源进行了大量的定性分析工作，其
中包括许多新的大气污染排放测量项目。

南京市

南京市的大气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左右，
并已完成了部分排放源分析方面的初始工作。在此过
程中，南京市得到了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环境规划
院的支持，并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开展了许多合作。
据有关人员介绍，目前南京市的排放清单已经完成了
80%左右，并正在与部分点源企业确认其申报的排放
数据。南京市的排放清单包含了重点排放源的烟囱参
数，并且每年更新一次。排放清单的数据来源于相关
行业，其中包括部分企业直接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申报
的持续性排放监测数据。南京市环保局的有关人员负
责对企业提交的数据进行核实。南京市的大气排放基
本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一些大型企业指定了专门的
对接人员，对市环保局的排放清单编制工作进行协助
和支持。目前，南京市已经完成了一份2014年大气排
放清单，并制订了一份包含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预期减排情况在内的2017年排放清单。最新
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南京市提出了72项行
动要求（相较于国家行动计划提出的35项行动要求）。
目前还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对该行动计划带来的排放
变化进行预测。清华大学已经通过模型分析对南京市
是否能够根据行动计划的要求实现20%的大气质量改
善目标进行了评估。

常州市

常州市的大气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开始于2010年，是江
苏省下辖的地级市中最早开始建立排放清单的城市之

一。常州市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合作为有关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很大帮助。2013年，常州市制订了一份主
要基于排放因子的排放清单初稿。此次初稿涵盖了大
约500个工业排放源，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80%左
右。常州市的排放清单每年更新一次，更新之后的排
放清单涵盖了大约1000个排放源，覆盖面不断扩大并
完善。常州市的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早期主要聚焦于重
点工业源、移动源、餐饮企业和仓库等工业设施。近
期则主要侧重于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估算，其中部分
原因是由于常州市的化学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包括400
多家主要企业和其它400多家小型企业。汽车涂装、织
物喷涂、纺织和一般制造业的油漆作业（如电器和工
业机械）等涂装过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也非常
显著。

苏州市

苏州市是一座发展势头迅猛的工业化城市，但是在保
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
苏州市境内大约有16万家企业，根据盈利情况划分，
其中约2万家属于大型企业。据估算，大约2400多家企
业属于重点大气排放源。苏州市与其它城市一样，在
建立排放清单的过程中首先侧重于重点行业（如燃煤
电厂、钢铁厂等）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较大的行
业（如电子生产、表面喷涂等）。

6.2   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大量的排放清单编制和源解析工作已经
帮助江苏省和三试点城市确定了造成其境内大气污染
的一些主要因素。据江苏省环保厅估算，2014年，全
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排放总量分别为
90.47万吨、123.26万吨及76.37万吨。各类排放源占
全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如表格6-1所示。

表格 6-1  江苏省各类排放源占全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2014年）1

工业排放源 生活排放源
垃圾和危险废物集中

式治理设施
机动车

SO2 96.19% 3.78% 0.03% ---

NOX 72.06% 0.52% 0.04% 27.38%
烟（粉）尘 94.34% 2.38% 0.0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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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人员极其业务能力就变得非常困难。与美国
相比，中国环保部门和受监管实体的角色与分工有着
显著的不同，这也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迅猛的增长。随着大量新项目的陆续上马，以及老旧、
低效企业的加速关停，江苏省工业企业的总体情况始
终在持续变化之中，这为建立完整的省级或市级大气
排放清单等基础工作带来了困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
相关的建筑施工和工业企业的涉及面很大，也使得数

此外，南京大学在2012年通过一项研究发现，江苏省
境内的点源排放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和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3.9%、71.2%

、63.7%和54.5%。2 全省和三试点城市范围内排污量较
大的行业如图表6-2所示。

6.3   主要挑战

在试点城市考察期间以及与江苏省环保厅和三试点城
市环保局有关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以下几点主要挑战
都曾被重复提及。

有限的资源。与美国的州级环保部门相比，中国的省
级和市级环保部门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工作人员无法
专项负责大气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具体环节，而必须
同时受理大气、水资源和固体废弃物等多个领域的业
务。这样一来，为大气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具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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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2  江苏省及三试点城市的重点排污行业

江苏省 南京市 常州市 苏州市

燃煤发电 . . . .

重型机械/设备制造 .

石化 . . .

化工 . .

钢铁 . . . .

水泥 . . .

工业锅炉 . . . .

电子 . .

制造 .

生物制药 .

油漆和涂装 .

油漆和涂装（包括汽车、电器、工业设备、织物喷涂、

纺织和油漆等）
.

移动源 . .

移动源（包括非道路柴油排放源） .

移动源（包括船运和港口排放） .

建筑施工 . . .

餐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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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检验和政策执行更加不易。江苏省的移动源
数量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406%，年度增长率达到近
20%。

需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大气排放因子。目前亟需建
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大气排放因子，以协助改善大
气排放清单。美国的最佳实践方案包括在特定组合的
工艺过程和排放控制设备上执行大气排放测试，然后
建立可用于情况相似的排放源的大气排放因子，而无
需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工业生产运行情况相似的其它
省市也可以将这些排放因子应用于本省或本市大气排
放清单的编制工作中，也可将其开发的大气排放因子
与其它省市共享。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经验较为缺乏。建立排放清单对
环保部门的很多工作人员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任务，部
分人员在该领域的工作经验非常有限。有关人员需要
在大气质量管理系统的各个方面培养更多的经验和技
能，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

各行业环保工作人员的经验也较为缺乏。除政府部门
的环保工作人员之外，各企业负责申报大气排放数据
的人员在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也较为缺乏。这些环保
工作人员也需要接受系统的培训和指导，以获取足够
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整、准确地完成其所属行业或企业
的大气排放申报业务。

大气排放清单培训。本次报告中涉及的许多工作都要
求有关人员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估算和测量方法方面
接受更加深入的培训。另外，对石化、水泥、发电和
钢铁等行业的有关人员进行排放估算培训也是非常必
要的。其它常见的培训内容还包括使用统计抽样和模
型估算移动源和面源的大气排放等。美国联邦环保署
和许多州的大气监管部门在大气排放清单领域有着非
常丰富的资源。

设备使用培训。各环保部门、监测中心、实验室和高
等院校通常拥有最先进的设备。现阶段需要就如何有
效使用这些设备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在大气质
量监测项目和大气排放清单的编制及验证方面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目前需要重点组织培训的项目包括源解
析（例如正矩阵形成[PMF]）等。源解析是一项重要的
分析方法，可帮助各个城市了解其境内的PM2.5排放的
来源，但却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数据质量培训。发电厂等排放源提供的数据不一定可
靠，因此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有效应对和解决各

种数据质量问题。对没有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的
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验证可能会非常困难。因此需要
针对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验证方法的最佳实践方案（
例如统计分析）进行系统培训，以确保用于建立大气
排放清单的数据真实准确。

大气污染防治培训。需要在臭氧和挥发性有机物防治
策略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组织进一步培训。实行成本有
效且可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相应的排放测量方法
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一方面的培训应侧重于多重污
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以及落实既可保护环境又可为
企业节省开支的双赢策略。

环保部门的权限。在很多时候，市级环保部门没有针
对环境问题制定法律法规的权限。现阶段遇到的许多
环境问题需要在全国层面上建立更多的政策加以支撑。
对市环保局来说，与省环保厅进行协作，通过省环保
厅向中央政府争取环保立法或者在省内建立实施新的
环保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排放清单编制方面，
江苏省可考虑开展一项类似于美国联邦环保署温室气
体申报项目的指标污染物强制申报项目（含PM2.5、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在省级层面
上制定统一的指导方针和要求将有助于从各城市收集
准确且统一的数据。这将使参与申报的企业承担起更
多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责任。

改善大气质量的巨大压力。发展势头强劲的工业化城
市始终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这也是环保部门需要
合理应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在上述主要挑战之外，江苏省在排放清单编制方面需
要的其它协助主要包括：

   •    大气质量规划目标（目标设定）和审阅（持续性
评估）

   •    大气排污许可证

   •    为重点行业建立大气排放标准

   •    大气排放清单的数据收集工作

   •    针对特定种类的污染物进行大气排放估算

   •    大气监测，包括监测网络的评估

   •    在持续性排放监测之外为小型排放源提供排放测量
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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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气质量法规的合规和实施

   •    扬尘排放估算方法（例如建筑工地的扬尘排放等）

   •    为较大范围的小型排放源进行大气排放估算（例如
餐馆、街边小吃、露天燃烧、焰火、修车厂和有机
溶剂使用等）

6.4   2014年南京青奥会大气质量保障工作的

重要收获

南京市为保障2014年8月举办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期间的大气质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部
分施工场地的临时关闭以及大型工业企业的临时停产。
南京市同时也借助这项契机淘汰了本市许多高污染黄
标车。

南京市青奥会期间的大气质量保障计划为我们实地观
察大气质量对特定行业减排的实时反应提供了特殊的
机会。该保障计划的实施大幅降低了青奥会期间的大
气排放，并使大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青奥会大气
质量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收获是，工业源是导致江苏
省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根据江苏省环保
厅的要求，本次《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主要侧重
于工业源的治理。

江苏省大气排放清单的发展  |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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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将对中国的有关环保法律和项目以及国家及各省市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整体情况进行总结。有关部门在对国家有关法律持续进行审阅
和修订的同时，也正在按照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的要求对现阶段的大气质量管理工作进行评估。在江苏省境内，南京
市、常州市和苏州市等三试点城市也正在持续推动市级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7.1   基本情况  

中国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12月颁布了GB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也共同发布了《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并已于2012年9月经国务院
批准开始实施。1

中国为重点行业及主要污染物种类制定的国家大气排放标准主要包括：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
   •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2-2012）》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
措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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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3-2012）
》

   •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4-2012）
》

   •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

》
   •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

》

2013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被称为“大气国十条”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年）》。该行
动计划明确要求中国的重点区域和城市必须在目标年
份之前采取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并实现国家指
定的大气质量目标。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
经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按照规划，
江苏省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需要将2017年的PM2.5浓
度水平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20%。“大气国十条”
也对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物提出了具体
的大气质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为首次明确提出）
。“大气国十条”的达标情况与经济发展和刺激措施
互相关联。例如，国家可取消或降低未达标省市的经
济发展资金。

2013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提出2017
年大气质量目标之外，也提出了要在2030年前实现中
国现行PM2.5大气标准的长期目标。

2014年修订的《国家环境保护法》被称为中国历史上
最为严格的环保法律。监管部门现在可以就违反环保
规定等现象进行更高额度的处罚。部分省市已经由于
其境内的大气质量问题受到了相应的警告或处罚。

2015年，中国的大气质量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修订和
强化。修订之后的新法授权环境保护部颁布新的、或
调整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首次正式提出建立
排污许可证制度。中国全国人大于2015年秋天通过了
该法案。

江苏省

2014年，江苏省在推动节能降耗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初步计算，江苏省2014年的单
位GDP能耗较前一年降低了5.9%，大幅超出了原先制
定的3.6%的目标，并实现了国家“十二五”计划节能
目标的96.0%。

目前，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而江苏
省的煤炭消耗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
第二，且保持约6%的年增长率。江苏省目前已经开始
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着手整治
小型燃煤锅炉。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制定了控制国家
总体煤炭消耗的中期和长期目标。到2017年，煤炭在
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重要降低至65%以下。江苏省是
计划在2014年前降低煤炭消耗总量的十四个省市之
一。

为有效实现国家大气质量目标的要求，江苏省在省级
层面上制定了以下政策和配套措施：2

   •    优化能源结构，在2017年前将煤炭占总能耗的比
重降低至65%以下；

   •    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并提高能源效
率（例如建设绿色建筑等）

   •    治理小型燃煤锅炉（改建或替换）
   •    调整工业结构。加速废旧工业企业和设备的关停， 

加大违规现象的处罚力度，降低过剩产能，以及控
制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产能等；

   •    推动清洁生产，包括通过工艺调整、材料回收、采
用更加先进的排放控制技术和更加严格的监管方式
有效实现污染防治；

   •    提倡清洁交通和绿色交通（例如制定更加严格的尾
气排放标准、提高燃油质量、建设轨道交通等）；

   •    加大对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控制力度；
   •    加强控制城市大气污染（例如餐饮油烟和有机溶剂

中VOC的挥发）和扬尘排放；
   •    扩大绿地面积（到2017年，绿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比重将达到38.7%）；
   •    支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策略

开展研究，加大投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开发和部
署，并通过专业培训和业务能力建设培养优秀的科
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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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气象部门紧密合作，推动大气监测（区域环境空
气监测及污染源排放监测）与污染预警系统在重污
染天气形成之前发挥必要作用；

   •    根据污染现象的程度建立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规
划，并指导各地市有效落实；

   •    深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    建立环境信息发布系统：
       o    按照大气质量和排放速率对各地市和重点企业进

行排名，并向社会大众公开
       o    要求重点企业自行申报其排放水平
   •    加强区域协调，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o    将PM2.5防治作为各个行业的强制性要求
       o    通过绩效评价系统对各个行业与重点企业进行年

度考核，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    提高公众参与、知识普及与宣传的力度。

南京市

自2010年以来，南京市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大气污染
防治年度行动计划，同时还制定阶段性的五年工作计
划。南京市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列举了72项
行动要求，相较于国家行动计划的35项行动要求更加
深入和具体。

南京市为保障2014年8月举办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期间的大气质量制订了一项特殊保障计划，其中包括
部分施工场地临时关闭、重点工业企业临时停产及淘
汰本市高污染黄标车等。该保障计划的实施成功使青
奥会期间的大气排放显著降低，大气质量得到了明显
改善。青奥会大气质量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发现是，
工业源是导致本地大气质量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

南京市还根据《大气污染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
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系统。在高污染现象形成
时，有关部门将发布红色或橙色预警并采取必要的应
急响应措施，例如工业生产临时关停、生产缩减、道
路冲刷和人工降雨等。

在大气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方面，南京市环保
局正在为钢铁、发电和水泥等重点行业建立更加严格
的排放标准，同时还计划建立一项排污许可证制度。
目前，南京市环保局正在通过一项排污费征收项目为

大气污染防治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南京市环保局建立的排污许可证制度要求新排放源或
改建排放源在获得排污许可证前必须首先提交一份环
境影响分析报告。南京市对大气排放补偿的要求为2:1
，这比国家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有关要求更加严格。目
前，南京市已停止审批新建燃煤电厂（或现有燃煤电
厂扩建）的项目申请，并限制部分重工业项目的新建
和扩建。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南京市的计划是将重工业企业迁
移到江苏省以外的地区，同时实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
准。南京市今后将更加侧重于吸引轻工业和服务业项
目。

为保障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法规的执行，南京市正在深
化落实以下措施：

1.  使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帮助确认部分排放源的
排放数据； 

2. 对排放源进行现场检验； 

3.  向违反有关法规的排放源征收罚款，例如夜间没
有正常运行排放控制设备的企业等。涉案企业的
信用记录可能将受到影响，无法取得金融机构的
贷款，并将面对社会舆论的批评。

常州市

常州市“十二五”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主要针对10个
重点行业。在解决这些行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的同时，
常州市也需要持续维护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常州市
目前正重点考虑吸引服务业进入本地市场，但同时也
认识到推动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需要一定的时
间。

常州市也采取了许多其它措施，加快推动废旧生产设
施关停，提高违法违规的惩罚力度，减少过剩产能，
控制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以及改善工业污染治理（
例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和维修等）。

另外，常州市还计划于近期开始启动实施一项大气排
污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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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 

苏州市的大气质量在过去几年中略有改善，市政府也
正在按照国家和省政府的有关要求持续推动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根据估算，苏州市现约有人口1200万左
右，工业企业16万家，机动车271万辆。苏州市当前
面临的一项挑战是对市环保局的有关人员进行环境管
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培训，以提高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的业务能力。

7.2   电力行业

如前所述，国家的有关目标要求江苏省在2017年前对
能源结构进行优化，并将煤炭消耗总量降低至当前水
平的65%以下。这些主要包括优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绿色建筑等），以及对
小型燃煤锅炉进行整治（重建或替换）。江苏省环保
部门的有关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节能中心的重要性以
及能源规划对减排的帮助作用。

2011年7月，环境保护部颁布了严格的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另外，国务院还于2012年12月批准了
燃煤发电锅炉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资金调配和实施方
案。

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采取了许多煤炭降耗措施。
一般来说，降低煤炭消耗主要有四种基本方法：1）关
闭小型和中型废旧电厂（300兆瓦以下）；2）使用天
然气作为燃料；3）使用热电联产系统；以及4）小型
电厂使用生物质燃料进行发电。没有安装控制设备的
排放源均可将安装附加排放控制设备作为选项之一。

2015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九
号文件”。《意见》认为，中国当前需对电力行业进
行重大体制改革和重组。从官方发布的消息中也可以
看出，中国国家“十三五”计划中将进一步对有关工
作进行部署。

当前的能源强度和设备标准已经帮助中国减少了大量
的煤炭消耗以及由此引起的大气污染的进一步恶化。
到2020年，新的能源效率标准将会帮助中国节省十亿
吨以上的煤炭消耗。

江苏省长期以来在需求侧管理领域处于各省前列。早
在21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缩时期，江苏省就已开始接
触需求侧管理。3 国家电网公司需求侧管理指导中心在
江苏省设计并执行了一项“效率电厂”试点项目。效
率电厂是由一些与普通发电机组相同、提供可预测负
荷容量的能源效率投资项目组成的虚拟电厂。4 国家电
网江苏分公司已经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
需求侧管理措施”框架下持续推广能源节约型需求侧
管理工作。

南京市  

南京市正在执行比国家有关标准更为严格的火电厂大
气排放标准。

常州市 

常州市划分了406平方千米的禁燃区，在该区域内只允
许使用清洁燃料。常州市中心附近共设有六座大气监
测仪，但是至今仍未获得充分的监测数据以检验禁燃
区政策对当地大气质量造成的影响。

常州市的电力生产主要在市区范围以外进行，市区内
仅存部分小型电力企业。2011年，常州市境内发电厂
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约为12000吨。

2013年，常州市拆除了510家企业的686座燃煤供热锅
炉，并使用天然气和太阳能等更加清洁的能源进行替
换。常州市计划在2016年年底前淘汰所有容量低于7
兆瓦的小型燃煤锅炉。

苏州市

发电厂是苏州市大气颗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排放的重要来源。苏州市发电厂的发电总量大约为
22000兆瓦。新的发电厂大气排放标准于2014年7月1
日开始实施。苏州市将在接下来的3年内逐步拆除小型
锅炉（容量低于10吨蒸汽/小时）。其它锅炉（容量高
于10吨蒸汽/小时）将在2017年前采用与大型发电厂
相同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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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工业部门

南京市  

南京市现行的新建及现存钢铁厂和水泥厂排放标准比
国家有关标准更为严格。接下来，南京市计划为这些
重点行业制定更加严格的大气排放标准，并正在持续
深化有关领域的分析和研究。

常州市

常州市计划将市内中小规模的化工企业统一迁入现有
的工业园区集中管理，促进其统筹协调与发展。

另外，常州市计划在2014至2017年间淘汰落后铸造产
能10万吨、印染产能1亿米和纺织产能3000万米等。

一些小型喷漆厂、印刷厂和化工厂的相继关停可能会
使本地的失业率有所升高。为应对这种情况带来的压
力，政府需要为这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提供充分的机
会。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将会具备更加充足
的资金对现有技术进行升级和改造。由于常州市化工
业和印刷业发展情况的不断变化，在对这些行业的
2017年大气排放情况进行预测时可能会面临较大挑
战。常州市为重点行业的企业制定了2:1的排放补偿要
求。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00至400家小型化工厂在
过去的5年间陆续关闭。目前，常州市已经停止审批印
刷业项目的新建申请。

常州市境内有3座大型钢厂。2011年，常州市钢铁行
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约为36000吨。但是在安装湿
式洗涤器和使用含镁催化剂之后，目前的排放总量已
经大幅降低。常州市要求所有的烧结厂和球团生产机
组必须在2014年底前完成脱硫设备的安装。

到2015年底，常州市境内所有炼油厂的催化裂化装置
必须配备烟气脱硫设备，且硫磺回收率必须达到99%
以上。

苏州市

据估算，苏州市境内目前大约有16万家工业企业，
其中约2万家企业的规模较大（年利润在2000万元以
上）。目前，苏州市正在重点推进2400余家企业的大
气污染防治和减排工作。 

7.4   移动源和燃料

2014年，国务院启动了一项淘汰六百万辆黄标车和其
它老旧机动车的专项计划。截至2013年，全国范围内
大约有1.3亿辆黄标车，占机动车保有总量的10%左
右，但是其大气排放却占到机动车排放总量的50%以
上。

根据中国清洁空气联盟《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
（2015）简版》的介绍，江苏省是超额完成2014年黄
标车淘汰任务的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其实
际淘汰的黄标车数量约为原计划的120%。

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鼓励清洁交通
和绿色交通的普及与推广，其中主要包括：实施更为
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提高汽柴油油品质量标准以
及提升轨道交通的运力。

江苏省就实施第一和第二阶段加油站油气回收之后的
大气排放情况进行了专项研究，结果证明该措施的大
气质量改善效果非常显著。

南京市 

2014年，南京市在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进展，在江苏省下辖的各地市中保持领先。汽油
产品“国五”标准全面实施。南京市对重型柴油机动
车采用“国四”准入标准，并提前开始实施“国五”
标准申报项目。全市高污染机动车的禁行区域已扩大
至305平方千米。

2015年，南京市要求所有的新机动车采用“国五”发
动机标准及新的燃油标准（例如10 ppm含硫燃料），
并在全市范围内随机进行油品采样和抽检。南京市还
将开始在全市的加油站实施第二阶段油气回收。江苏
省环境监测中心的研究已经证明第二阶段油气回收具
有很强的实效性。

南京市境内共有超过3000处工地以及1万余辆施工车
辆。施工车辆通常在白天受到限行措施的制约，并主
要在夜间行驶。南京市为施工车辆货仓和底板的覆盖
制定了一系列要求。施工车辆在离开工地之前必须对
车身进行冲洗，工地周边也需要定期进行洒水冲刷，
以降低其扬尘排放。南京市也正在为柴油施工车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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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的燃油建立新的配套标准。

南京市以2014年举办的青奥会为契机，淘汰了市内
的大批黄标车。黄标车禁止驶入市中心内环以内的区
域，如发现违章现象将受到处罚。另一项措施则是对
旧车进行回购，车主在购买新车时也可凭借旧车报废
证明获得一定程度的补贴。落实这项措施需要定期对
汽车报废厂的运行情况进行审查和检验，以保证其有
效执行。

常州市

常州市预计在2016年年底之前淘汰市内的所有黄标
车。另外，常州市还计划在2018年之前新增100辆液
化天然气运输车辆，并在2018年之后每年再新增10
辆。

常州市在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要求的基础上额外采取了
许多行动，鼓励清洁交通和绿色交通的推广（例如公
共交通方面），以及对机动车污染进行治理（例如采
用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燃油标准和推广城际交通等）
。

苏州市

苏州市目前拥有约271万辆机动车，其中包括数十万
辆摩托车。苏州市计划在2015年底之前淘汰20万辆黄
标车。

出于安全和污染防治方面的考虑，摩托车禁止驶入苏
州市区。

在非道路移动源方面，苏州市也在对大型施工机械的
大气排放控制方案进行更加深入的评估。

7.5   其它部门

南京市

船舶/港口排放是一项较为突出的问题。南京市河运规
模较大，因此目前正加紧建设岸电电气化系统，以帮
助降低靠岸船舶发动机空转的程度。南京港目前的装
卸和运输手段比较原始，需要配置效率更高的设备。

餐饮排放是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面对的另一
项问题，其具体情况目前正在调查研究当中。

常州市 

常州市已经开始与主要油漆及涂料生产厂商合作，为
各种挥发性有机物成分建立大气排放标准。国家有关
标准的执行相对比较困难。常州市境内设有用于船舶
和储油罐的特别种类水基涂料的生产设施，但生产规
模相对较小。常州市的一家研究机构目前正在对油漆
和涂料的排放控制进行研究。

常州市为小型物体（小于汽车）在封闭空间内的喷漆
作业制定了一系列排放要求。此类排放通常在使用设
备收集之后导入热焚烧炉进行处理。

另外，常州市也在船舶和非道路机动车排放控制方面
开展了许多工作。例如争取在2017年前将绿色空间的
比例提高到38.7%、替换或拆除废旧工业设施，以及对
扬尘排放进行控制等。

中国施工场地的扬尘排放占PM2.5的比重高于美国。目
前，美国在扬尘排放控制方面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最佳
管理实践方案可供中国参考。例如，泽尼斯钢厂的工
作人员经常向铁矿石和焦炭灰尘喷水，以抑制其产生
的扬尘排放。厂区的边界也建有一道25米的围墙，以
阻止灰尘向周边道路扩散。

常州市境内目前有30家绿色汽修厂正在建设当中。这
些绿色汽修厂将使用低排放油漆和涂料，并将作为其
它汽修厂升级改造的范例。

苏州市

苏州市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内重点对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进行治理，但是需要完善配套的排放标准、测试方
法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技术。苏州市正在借鉴其它城
市的工作经验，并计划自行建立本市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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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般来说，大气质量标准和未来的目标由国家制定，而贯彻实施则是各
地区监管部门的职责（在美国指的是州级、县级和市级监管部门）。各
地区监管部门通常需要为各个排放源颁发排污许可证、监测大气质量并
受理各种相关业务。由于空气可以在各个行政区划间自由流动和扩散，
某一区域产生的排放将会对另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造成影响，因此区域
规划和协调十分重要。各部门之间良好的合作和协调对大气质量管理来
说更是不可或缺的。区域规划组织（RPO）帮助强化各有关方面对区域
层级大气质量问题的关注。它们的覆盖面比县市层级更大，但是比全国
层级更为具体和细致。区域规划组织可以有效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交流和合作。图表8-1中展示的是美国在一般情况下大气质量管理责任的
层级划分。

区域规划和协调

8

图表 8-1      美国大气质量管理责任的层级划分

设定大气质量标准和
未来的目标

资助大气监测和数
据申报

国家 

与各地区监管部门
合作

有效地分配资金 

审核/批准大气质量
管理规划 

资助区域研究

区域 

执行大气监测
落实合规执行

制定实施计划以降低
污染物对大气质量

的影响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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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区域规划的经验  

江苏省及其境内的主要城市（包括南京市、常州市和
苏州市等）须采取一系列力度大、范围广的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以实现国务院有关部门在2013年制定的大气
质量改善目标。在这项工作不断推进落实的过程中，
长三角区域的各省市已经意识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
作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已经启动
了一项区域协调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区域内的大气
污染问题。

美国过去五十多年的大气质量管理经验可以为中国提
供许多参考和借鉴。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大气质量问题
一直是由本地排放（本省或本市内）和区域排放（相
邻省市）共同造成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区域
大气中25%以上的PM2.5的来源位于城市区域以外。对
中国来说，在现阶段全力实现2017年PM2.5大气质量改
善目标的过程中，改善各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十分重
要，因为这样有助于上风方向的省市采取必要的减排
策略以减少对下风方向省市大气质量的影响。许多省
市在受到上风方向省市的大气质量影响的同时，自身
的大气排放还会对下风方向的其它省市带来不良影响
并危害公共健康。关闭低效的工业设施和老化的发电
厂已经帮助降低了许多城市中心区域的有害大气污染
物浓度，但是许多企业转而搬迁至市郊或相邻省市重
新投入生产，且未能采用最佳排放控制技术。这样一
来便扩大了大气污染影响的范围，并增加了大气污染
治理和改善公共健康状况的难度。各区域应执行统一
的大气排放标准并采用最佳排放控制技术，以确保本
区域内的企业受到一致的约束。

中国推进实现大气质量达标的工作可能需要持续一段
时间。因此，大部分行政区划都应重视区域协调对改
善大气质量的影响。另外，现在也是江苏省和其它省
市大气质量监管部门开发并扩展业务能力的良好契
机，以准备应对当前的高污染在今后几十年间可能带
来的公共健康问题。

作为区域规划的一个相关案例，美国在2000年成立了
五个区域规划组织（RPO）以应对国家公园和野生保
护区范围内的区域性PM2.5污染及其对能见度的影响。
区域规划组织的功能是在协助州级监管部门制定大气
质量管理规划的过程中协调调动有关资源，并为其提
供技术及科学上的支撑。美国联邦环保署在8年间向这
些区域协调组织提供了6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美国

联邦环保署同时还为改善各州之间的协调工作，以及
每半年组织一次区域规划组织信息交流会议提出了指
导意见。区域规划组织根据参与的州份、现有的大气
质量管理机构和参与方的技术能力各自采取不同的运
作方式。

区域规划组织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编制排放清单、建
立排放追踪系统、改善区域模型分析能力和支援监
测项目等。另外，区域规划组织获得的资金通常还用
于进行数据分析、职员培训（能力建设）及现场调研
等。美国的区域规划组织为有关部门的职员提供多种
技术培训，例如大气污染治理基础、环境监测质量保
证、烟囱排放测试的最佳实践方案、数据确认、数据
分析、弥散模型、排放估算和清单建立、固定源和移
动源相关规定和排放、大气质量模型分析和预报、排
污许可证编制以及政策规划和制定等。持续进行系统
培训对确保最佳实践方案的应用、职员能力建设和扩
展新员工知识面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区域规划组织可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交流和合
作，包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组织、交通组织、工业
组织、商业组织和环境组织的代表；群众代表；以及
一个由利益相关方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促进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程度可以提升它们在大气质量管理方面的自
主意识和话语权，进而提高排放控制方案顺利实施和
大气质量目标成功实现的可能性。

区域规划机制具有以下优点：

   •    通过跨区域合作和业务培训为大气质量工作者建立
良好的技术能力。经验较少的职员可以向其它区
域、高等院校和研究院的经验丰富的职员学习和
借鉴。

   •    为缺乏大气质量管理经验的省市提供技术协助和
培训。

   •    均衡利用国家和其它区域的资源，帮助某区域应对
自身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例如区域大气质量模型
分析等）。

   •    帮助有关部门获取统一、一致的技术信息（例如排
放清单和污染防治方案等），为进行准确的大气质
量管理决策进行支撑。

   •    增进国家和各省市监管部门、工业部门及非政府组
织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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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决策者进行政策分析和制定跨区域减排策略提供
一个平台，重点考虑互相关联的能源和气候政策。

美国一些州的大气监管部门规模很大，例如加利福尼
亚州大气资源管理局（CARB）和德克萨斯州环境质
量委员会（TCEQ）。加利福尼亚州同时还划分了多
个大气污染治理区或大气质量管理区，对州内不同
区域的大气质量进行监管。其监管机构是管理区内的
县级或地区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监管固定排放源的大
气污染。移动源（汽车、卡车、公交车、火车、飞行
器及船舶等）排放标准是由美国联邦环保署和加州
大气资源管理局共同制定的。面积较大的大气质量
管理区，例如大洛杉矶地区的南岸大气质量管理区
（SCAQMD），通过监管部门向排放源收取的费用和
联邦补助金获取充足的资金。面积较小的大气质量管
理区获取的资金一般不太充足（原因是较少的利润来
源和联邦补助金），并需要大气资源管理局对其中一
部分业务需求提供支持（例如建立监测标准作业程序
和培训员工等）。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大气监管部门
共享数据和业务执行方法，从不同管理区的大气质量
管理中学习经验，并非常依赖高等院校的科研支持。

在中国，北京借由建立京津冀区域规划，在这一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其它诸如长三角（包括江苏省）和珠
三角地区的区域规划工作也正在积极开展中。

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1
个直辖市（上海市）、3个省份（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和国务院的8个有关部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国家能源委
员会）共同开展了一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机制，并组建了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该小组的中心办公室位于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由各领
域专家组成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小组负责研究长
三角区域的大气质量问题，并评估现行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的成效及影响。

8.2   增进交流

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发现，作为大气质量
政策贯彻落实的一部分，公民参与往往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公民参与程度，监管部门将复

杂的大气质量信息（尤其是与健康影响有关的部分）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表述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很多
国家采用的空气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指数通
常是一套根据污染物（例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臭
氧和颗粒物等）潜在的长期或短期健康影响进行衡量
的大气污染测量值的集合。

包括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SEMC）在内的许多大气
质量监管部门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AirNow-Interna-
tional或与其相似的信息交流系统向社会大众传达大气
质量信息。AirNow-International系统的目标是通过
共享美国联邦环保署用来将大气质量数据转化为对决
策者和公众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技术来强化政府和国际
组织之间的关系。AirNow-International是美国联邦
环保署在促进日常监管、环境数据交换和提升国际透
明度等方面非常倚重的一个系统。

AirNow-International包含一套对大气质量数据进行
处理、质量控制、分布并按照不同需求生成定制化地
图和文件的软件程序。这个系统可以与大气质量预报
系统进行结合，在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发生之前及时
向公众发出预警。

8.3   区域性研究需求

上风方向的外部排放源和本地排放源都会对某一区域
的大气质量造成影响。排放至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会发生反应形成PM2.5；氮氧化物还会和挥发
性有机物发生反应形成地表臭氧。所有污染物都可以
传输到很远的地方，对当地和整个区域的大气质量造
成严重影响。这些污染物的跨界传输可能会为下风方
向地区的大气质量达标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为了应对
大气污染物的传输问题，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中包
含了一项“好邻居”条款，要求美国联邦环保署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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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解决大气污染的州际传播，保护
下风方向州份的大气质量能够持续达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的要求。该条款要求各州必须减少可能会对
下风方向州份的大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的大气排放。

在区域层面上，监管部门须根据本地区的大气排放情
况确定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措施，并分析这些措施
对减排的影响。监管部门必须了解它们自身对本地区
大气污染的调控和影响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借
由实际测量、模型分析，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进行
现场调研。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区域
性现场调研，以量化污染物跨界传输及其对下风方向
的大气质量的影响。由于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以及缺
乏对某地区污染物传输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了解，现场
调研通常是最先采用的方法。现场调研能够指导该区
域重点关注那些可以自行控制和降低的大气排放，并
与上风方向的区域进行协作以降低外部排放对本区域
的影响。

区域规划和协调   |  第八章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64页

概述

本章将主要介绍PM2.5、PM2.5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
机物）以及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方案。这些方案涵盖江苏省燃煤
电厂、炼油厂、钢铁制造、水泥制造及表面涂装等重点行业，并将侧重
于规模较大的排放源适用的污染防治方案（例如具有最大减排潜力及大
气质量改善潜力的排放源）。鉴于移动源也是江苏省大气污染的一个主
要来源，因此本章也将对移动源污染防治方案进行介绍。另外，本章还
将对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污染防治事项进行说明。

如前所述，江苏省已经针对燃煤电厂（以及燃煤锅炉）实施了许多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并为这些排放源安装了最先进的大气污染防治系统。因
此，本章中关于燃煤发电行业的小节将主要讨论政府部门应深化落实的
监管工作，例如监测、数据记录和申报要求等，以确保各排放源的大气
污染防治系统的连续和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实现燃煤电厂大气
污染防治系统的减排效力。

本章的其它小节将对另外多个重点行业进行概述，介绍各行业的主要大
气排放源及与之相关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并确定适用于这些排放源产
生的大气污染物（PM2.5及其前体物、有害大气污染物等）的防治技术。
对防治技术具体情况的描述基于这些技术在美国应用的效能（例如污染
物减排百分比等）。本章还将介绍可行的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方案。这
些污染防治技术均代表了美国在该行业采用的最佳实践方案。

本章还为各行业的污染防治技术选定了部分知名美国设备制造商。在需
要时，这些制造商可以为中国提供最先进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除污染
防治方案外，各个小节还介绍了美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排放限值及相应的
监测要求（或含有监测要求的文献资料），并将在适当时对预期的减排
效果和控制成本进行说明。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
防治方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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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环保系统的有关人员和工业排放源运营商有
效配合并追踪各行业特定排放限值的相关参数，江苏
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为各行业制定的排放限值应包含
附录B中列举的有关参数，以确保这些排放限值的实际
可行性。

另外，本章根据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经验为江苏省提出
了一系列其它建议，包括在实施污染防治方案的过程
中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等。随着大气质量管理工
作的不断推动和完善，这些建议可帮助江苏省有效避
免或应对美国曾经遇到的许多困难和挑战。

本章涉及的内容可以与当前的大气排放清单搭配，用
于建立一项包含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未来年份排放清
单。将未来年份排放清单与区域大气质量模型框架结
合，可帮助江苏省根据其规划的排放控制水平预测未
来的大气状况。

9.1   燃煤电厂

如图表9.1-1所示，煤炭是中国发电的主要能源。2011
年7月，中国环境保护部颁布了一项非常严格的《火电
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2012年12月，国务院还批准

了资助并实施发电机组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计划。除
此之外，有关部门还为江苏省境内的燃煤电厂提出了
2014-2020年期间落实超低排放标准的具体要求。

表格9.1-1总结了中国在燃煤电厂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
现行政策和标准。本次《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确
定了多项燃煤电厂应妥善监测、记录和申报的参数，
以便江苏省环保部门确认其持续合规执行情况。

本次报告将特别针对以下几种主要污染物提出具体的
污染防治方案，以帮助江苏省实现并超出国家有关标
准的要求：

   •    9.1.1   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    9.1.2   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    9.1.3  燃煤电厂颗粒物与硫酸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

方案
   •    9.1.4  燃煤电厂汞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本次报告认识到，由于电力需求的变化，发电机组无
法一直保持最高发电容量运行。同时，在发电机组的
生产水平由最高容量向最低容量转变时导致的烟气温
度和流速的变化可能会对一些大气污染防治系统的运
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次报告也为发电厂管理者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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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1-1      中国现行的燃煤电厂大气排放标准

污染物 授权文件 受到影响的发电机组 具体要求描述2

NOX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划》5.1.2节
（2012年12月）3

发电容量>200兆瓦以上及
剩余运行寿命>20年的现
存机组

安装低氮燃烧器及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SCR）以实现氮氧化物减排85%以上
改善现存SCR系统的监管情况，确保设备保持
全时段（包括夜间）正常运行

《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
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
－2020年） 》4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

≤50 mg NOX/m3 ，NOX以NO2计，基准氧
含量为6%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

≤100 mg NOX/m3 ，NOX以NO2计，基准氧
含量为6%    

SO2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划》5.1.1节
（2012年12月）

全部机组 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去除脱硫设备的烟气旁
路；确保总体脱硫水平≥90%

《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
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
－2020年）》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

≤35 mg SO2/m3 ，基准氧含量为6%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 ≤50 mg SO2/m3 ，基准氧含量为6%

颗粒物

《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
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
－2020年）》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颗粒物第一组别）

≤10mg 颗粒物/m3，基准氧含量为6%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
存机组
（颗粒物第二组别）

≤20mg 颗粒物/m3，基准氧含量为6%

汞

GB13223-2011，《中华人
民共和国火电厂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表格1

全部机组 ≤0.03mg 汞/m3，基准氧含量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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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帮助他们根据发电机组
的设计参数和具体特点确定在最高电力输出和最低电
力输出两种情况下（例如在夜间电力需求最低时）使
发电机组的大气污染防治系统保持有效运行的方法。

发电机组的运行人员应切实遵守规划中涉及的相关标
准，并根据以下有关文件的精神加以落实： 

http://www.js.gov.cn/jsgov/tj/bgt/201411/
t20141121461250.html 

http://english.mep.gov.cn/standards_reports/stan-
dards/Air_Environment/Emission_standard1/201201/
W0201109233244067481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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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与国务院《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及《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
2020年）》相同，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全
部新建发电机组以及发电容量≥100兆瓦的现存发电机
组安装可将燃烧室内氮氧化物的形成降至最低的燃烧
技术（例如低氮燃烧器和燃烧空气系统等）。同时，
规划还应要求运营商为这些发电机组安装后燃烧排放
控制技术，以通过化学方法减少燃烧时形成的氮氧化
物。为达到指定的氮氧化物排放限值，江苏省大气质
量管理规划应将选择性催化还原（SCR）作为指定的
后燃烧排放控制技术。另外，本次报告也认识到发电
机组无法一直保持最高发电容量运行。如图表9.1-2所
示，当安装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的发电机组在夜间以
最低容量运行时，烟气的温度会降至有效去除氮氧化
物所需的温度范围以下。因此，规划应要求安装选择
性催化还原技术的发电机组同时安装将最低容量运行

时的烟气温度保持在250℃和427℃之间的系统，以持
续满足“十二五”规划5.1.2部分提出的要求。同时，
规划还应要求电力规划者对发电机组采用特定的设计
参数标准，确保其在电力需求较低而必须以最低容量
运行、以及省煤器5将烟气温度降低至选择性催化还原
技术有效工作所需的最低温度以下时，能够实现合理
有效的氮氧化物排放控制。

图表 9.1-2   一部安装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的发电机组在夜间必须以低容量运行时，其氮氧化物排放速率与电力输
出情况的对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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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A)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发电容量≥100兆瓦的
发电机组

技术要求

根据目前最严格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50 mg NOX/
m3 ，NOX以NO2计，基准氧含量为6%），氮氧化物第
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必须安装低氮燃烧器，并在选
择性催化还原系统之后安装燃烧空气系统，在发电容
量最高时降低95%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另外，规划
应要求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发电机组采取必要措施7，
将发电容量最低时的烟气温度维持在特定的区间，以
降低80%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通过明确选择性催化
还原技术在发电容量最高和最低时的绩效标准，江苏
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将确保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发电
机组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的全时段平均排放水平能够达
到国家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8

监测要求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应安装氮氧化物持
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
（DAHS）。新建发电机组的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应在
每天午夜（即每个运行日结束时）计算过去720个运行
小时内的平均排放浓度，并以此衡量该发电机组的合
规执行情况。现存发电机组的平均值计算时段则可以
更长，为1440小时。发电机组没有正常运行，或数据
采集及处理系统没有记录质量保证数据的时段不参与
合规计算。

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氮氧化物第一组
别的发电机组运营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
份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
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
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
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
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天午夜计算的过

去720（或144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
浓度（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
时）。除此之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发电容量最低的时段维持高烟气温度的方法（只
适用于SCR设备）

2.  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
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
审计（CGA）的天数

4.  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
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
审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
气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
数。此即为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
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
规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
提交的排放计算数据准确并完整

图表9.1-3总结了为确保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燃煤发电机
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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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3 为确保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燃煤发电机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对氮氧化物第一组别发电机组的要求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包括：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所有发电机组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技术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低氮燃烧系统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
术，在发电容量最高时降低95%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在发电容量最低时降低80%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监测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
理系统（DAHS），并在每天午夜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排放浓度计算其是否符合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    在2014年12月31日之后建设的第一组别发电机组应计算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氮氧化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
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    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建设的第一组别发电机组应计算过去1440个运行小时内氮氧化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
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氮氧化物第一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营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氮氧化物
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
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
天午夜计算的过去720（或144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
产小时）。除此之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在发电容量最低的时段维持高烟气温度的方法（只适用于SCR设备）
2.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在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审计（CGA）的天数
4. 在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气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数。此即为持续

性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规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提交的排放计

算数据准确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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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B)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发电容量＜100兆瓦的
发电机组

技术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发电容量＜100兆瓦
的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燃烧控制技
术（例如低氮燃烧器和燃烧空气系统等），将燃烧室
内氮氧化物的形成降至最低水平。氮氧化物第二组别
的发电机组还应安装后燃烧排放控制技术，通过化学
方法减少燃烧时形成的氮氧化物。根据有关排放标准
的要求（100 mg NOX/m3 ，NOX以NO2计，基准氧含
量为6%），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应安装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系统，其设计参数如表格9.1-2所
示：

如表格9.1-2所示，规划应要求电力规划者对氮氧化物
第二组别发电机组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采用特定的
设计参数标准，确保其在电力需求较低而必须以最低
容量运行、以及省煤器5将烟气温度降低至选择性催化
还原技术有效工作所需的最低温度以下时，实现合理
有效的氮氧化物排放控制。规划还应要求氮氧化物第
二组别的发电机组采取必要措施7，在发电容量最低时
将烟气温度维持在特定的区间，并使锅炉产生的60%
以上的氮氧化物能够被还原为氮气和水。通过明确选
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在各种发电容量时段的绩效标准，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将确保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
发电机组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的全时段平均排放水平能
够达到国家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表格 9.1-2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后燃烧排放控制技术要求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后

燃烧情况的分类9

要求采用的后燃烧氮氧

化物减排技术

发电容量最高时的设计

参数要求

发电容量最低时的设

计参数要求
机组类型

≥400ppm氮氧化
物，基准氧含量为
6%

应采用选择性催化还
原技术 氮氧化物减排95%以上 氮氧化物减排60%

以上 W形火焰炉膛

＜400ppm氮氧化
物，基准氧含量为
6%

应采用选择性催化还
原技术 氮氧化物减排90%以上 氮氧化物减排60%

以上

循环流化床燃煤
机组、四角切圆
燃煤机组、墙烧
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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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要求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应安装氮氧化物持
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
（DAHS）。新建发电机组的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应在
每天午夜（即每个运行日结束时）计算过去720个运行
小时内的平均排放浓度，并以此衡量该发电机组的合
规执行情况。现存发电机组的平均值计算时段则可以

更长，为1440小时。发电机组没有正常运行或数据采
集及处理系统没有记录质量保证数据的时段不参与合
规计算。 

申报要求

所有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营商应每月向江
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
告。详情请参见图表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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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4   为确保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燃煤发电机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对氮氧化物第二组别发电机组的要求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包括：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所有发电机组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技术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低氮燃烧系统，以及符合以下参数要求的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技术：
   •    对于氮氧化物排放量≥400 ppm的燃烧系统：应当在发电容量最高时降低95%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在发电容

量最低时降低60%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
   •    对于氮氧化物排放量＜400 ppm的燃烧系统：应当在发电容量最高时降低90%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在发电容

量最低时降低60%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监测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
理系统（DAHS），并在每天午夜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排放浓度计算其是否符合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    在2014年12月31日之后建设的第二组别发电机组应计算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氮氧化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

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    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建设的第二组别发电机组应计算过去1440个运行小时内氮氧化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

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氮氧化物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行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氮氧化物
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
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
天午夜计算的过去720（或144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
产小时）。除此之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在发电容量最低的时段维持高烟气温度的方法（只适用于SCR设备）
2.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在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审计（CGA）的天数
4. 在该月内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气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数。此即为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规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提交的排放计算

数据准确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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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本次报告为燃煤电厂制定的二氧化硫防治方案以中国
之前为实现国务院“十一五”计划的大气质量目标而
制定的政策为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如果燃煤电厂运
营商在发电过程中持续有效地利用洗涤器对二氧化硫
排放进行控制，便可向消费者收取每兆瓦时约2美元的
附加费用。如果燃煤电厂的洗涤器利用率没有达到发
电过程的80%以上，则将会受到处罚。洗涤器的利用
率越低，处罚金额越大。10

另外，为落实国务院《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
五”规划》中取消发电机组烟气旁路的要求11，江苏
省将实施一项强制性注册项目，要求现存燃煤电厂的
负责人核实并确认该电厂发电机组的烟气旁路已经拆
除。这种烟气旁路可以使锅炉产生的烟气绕过脱硫系
统，并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产生排放。

未来在配备湿法烟气脱硫技术的现存发电机组周边建
设新的发电机组时，江苏省环保厅应要求项目规划者

对安装干法烟气脱硫技术的环境效益进行评估，并作
为新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12的一部分。从美国近期新
建的一些燃煤电厂项目中，我们发现为燃煤电厂同时
安装湿法烟气脱硫和干法烟气脱硫技术可以取得非常
显著的效益13。图表9.1-5展示了一项能够去除烟气中
99%以上二氧化硫的湿法烟气脱硫技术。

9.1.2(A)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发电容量≥100兆瓦的
发电机组

技术要求

国务院“十一五”计划与《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级
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要求新建发电机
组安装烟气脱硫（FGD）技术。对发电容量≥100兆
瓦的机组来说，干法烟气脱硫或湿法烟气脱硫均可满
足有关排放标准的要求。14表格9.1-3总结了江苏省对
新建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时，在二氧化硫排
放控制方面需要考虑的事项。

图表 9.1-5   常见的发电机组大气污染防治系统的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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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1-3   江苏省需要对新建发电机组进行考虑的因素

环境及发展因素 湿式洗涤器考虑事项 干式洗涤器考虑事项

对使用含硫量<1.0%的煤炭且不含脱
硫系统烟气旁路的发电机组，二氧化
硫去除效率>98%

当使用含硫量＜2.0%的煤炭时，二氧
化硫去除效率可达到99%以上

循环干式洗涤器（CDS）的二氧化硫
去除效率可达到98%以上

硫酸（PM2.5气溶胶形态）的去除 去除效率约为30-40% 去除效率＞95%

汞去除效率

与选择性催化还原和冷侧静电除尘器15

搭配：去除效率＞95% 与织物过滤器搭配：去除效率＞97%

与热侧静电除尘器16和选择性催化还原
搭配：去除效率＞90%

与冷侧静电除尘器搭配：去除效率
＞95%

PM2.5排放浓度

与冷侧静电除尘器搭配：排放浓度
＜10 mg/m3

与织物过滤器搭配：排放浓度＜10 
mg/m3

与热侧静电除尘器搭配：排放浓度
＜15 mg/m3

与冷侧静电除尘器搭配：排放浓度
＜10 mg/m3

烟气脱硫系统消耗的辅助电力 ＜发电输出的2% ＜发电输出的1%

废水处理及排放影响
对水质产生影响的风险更高。废水处
理系统建设成本约为10000-20000美
元/兆瓦

不产生废水。17无废水处理系统建设
成本

除雾器的运行设计 定期进行颗粒物排放测试或
安装持续性颗粒物排放监测系统18 不适用

织物过滤器泄漏探测 不适用 安装袋式泄漏探测仪

水的消耗量19 约为0.2 m3/MWh 约为0.1 m3/MWh

总成本 26-30万美元/兆瓦 32-36万美元/兆瓦

监测要求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所有燃煤发电机组应安装二氧化
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理
系统（DAHS）。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应在每天午夜 
（ 即每个运行日结束时 ） 计算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
的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并以此衡量该发电机组的
合规执行情况。发电机组没有正常运行或数据采集及
处理系统没有记录质量保证数据的时段将不参与合规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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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二氧化硫第一组
别的发电机组运营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
份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
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
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
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
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天午夜计算的过
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
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除此之
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在该申报月份内燃烧的任何燃料中的硫含量最高值
2.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
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
审计（CGA）的天数
4.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
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
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气
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数。此即为
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规
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提交的排
放计算数据准确并完整

图表9.1-6总结了为确保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燃煤发电机
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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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6   为确保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燃煤发电机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对二氧化硫第一组别发电机组的要求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包括：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所有发电机组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技术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使用硫含量≤1.0%的煤炭，并安装能够去除烟气中
98%以上二氧化硫的烟气脱硫（FGD）技术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监测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
理系统（DAHS），并在每天午夜根据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平均排放浓度计算其是否符合二氧化硫排放标准的要求
（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二氧化硫第一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行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二氧化硫
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
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
天午夜计算的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除
此之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在该申报月份内燃烧的任何燃料中的硫含量最高值
2.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审计（CGA）的天数
4.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气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数。此即为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规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提交的排放计算

数据准确并完整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75页

9.1.2(B)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发电容量＜100兆瓦的发

电机组

技术要求 

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安装
烟气脱硫（FGD）技术，在煤炭的硫含量≤1.4%的情
况下去除烟气中98%以上的二氧化硫；或者在脱硫效
率较低时采用硫含量更低的煤炭。对现存发电机组来
说，干法烟气脱硫或湿法烟气脱硫均可满足有关排放
标准20的要求。 

监测要求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应安装二氧化硫持

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
（DAHS）。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应在每天午夜（即每
个运行日结束时）计算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二氧化
硫平均排放浓度，并以此衡量该发电机组的合规执行
情况。发电机组没有正常运行或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
没有记录质量保证数据的时段不参与合规计算。

江苏省已经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项目，对二氧化硫第二
组别发电机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速率进行监测。该组
别的所有发电机组都安装了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并与江苏省中心监测站的系统进行联网。表格
9.1-4对江苏省在监测和维护发电机组环境绩效方面可
以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总结。

表格 9.1-4      江苏省在监测和维护发电机组烟气脱硫系统绩效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

措施 效益

尝试在配备湿式洗涤器的现存燃煤电厂
内新建配备干式洗涤器的发电机组，以
降低对周边水质的影响

可以更好地处理现存湿式洗涤器产生的废水，降低溶解性固体在洗涤器溶液中的
积累，减少溶液对洗涤器喷嘴和内部其它部件的腐蚀，同时也可减少水的消耗

降低配备湿式洗涤器的现存发电机组的
硫酸排放（PM2.5气溶胶形态）

特别向配备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的发电机组进行干燥吸附剂投加，并在湿式洗涤
器上风方向的烟道中注入石灰浆，可降低以PM2.5气溶胶形态排放的硫酸

监测洗涤器溶液中的氯含量，防止已收
集到的汞产生二次排放

如果烟气脱硫溶液中的氯含量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溶解在洗涤器溶液中的氧化形
态的汞便可能会转化为不可溶形态，从而重新排放至烟气中

评估废水处理及排放影响 监测通过各种方式向地表水体（河流、湖泊等）排放的废水，确保洗涤器废水中
的高浓度有害元素（硒、砷、汞等）不会发生泄漏

改进除雾器的设计参数 要求定期进行颗粒物排放测试或安装持续性颗粒物排放监测系统，为湿法烟气脱
硫系统安装合适的除雾器18

进行织物过滤器泄漏探测 要求在通过织物过滤器进行排放控制的机组上安装袋式泄漏探测仪或持续性颗粒
物监测系统，确保颗粒物控制设备的良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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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所有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营商应每月向江
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
告。详情请参见图表9.1-7。

图表 9.1-7   为确保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燃煤发电机组连续合规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对二氧化硫第二组别发电机组的要求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包括： 

发电容量＜100兆瓦的所有发电机组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技术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使用硫含量≤1.4%的煤炭，并安装能够去除烟气中
98%以上二氧化硫的烟气脱硫（FGD）技术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监测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所有发电机组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数据采集及处
理系统（DAHS），并在每天午夜根据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平均排放浓度计算其是否符合二氧化硫排放标准的要求
（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

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申报要求：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应要求所有二氧化硫第二组别的发电机组运行商必须每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二氧化硫
平均排放浓度的月度报告（根据GB13223-2011国家标准5.2节的要求，基准氧含量为6%）。月度报告应在申报月份结
束之后的15天内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例如，1月份的月度报告应在2月15日之前提交）。月度报告应包括申报月份内每
天午夜计算的过去720个运行小时内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应只计算锅炉燃烧燃料进行发电的实际生产小时）。除
此之外，月度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在该申报月份内燃烧的任何燃料中的硫含量最高值

2.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最近一次相对精度测试审计（RATA）的日期

3.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接受汽缸气审计（CGA）的天数

4. 在该月内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的天数

5. 当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没有完成汽缸气审计时采取的修正措施

6.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在通过下一次汽缸气审计之前用于执行修正措施的锅炉运行小时数。此即为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无效小时”

7.  由电厂负责人审核、签字的文件，以证明该月合规情况的计算过程不含任何“无效小时”，以及提交的排放计算
数据准确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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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8   中国的现代化燃煤电厂21

9.1.3  燃煤电厂颗粒物与硫酸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
案

国家颗粒物排放标准要求发电容量≥100兆瓦的发电机
组的颗粒物排放速率不得超过10 mg/m3（基准氧含量
为6%）；而发电容量＜100兆瓦的发电机组的颗粒物
排放速率则不得超过20 mg/m3。江苏省的颗粒物污染
防治方案与之前介绍的二氧化硫减排策略紧密相关。
根据美国在该领域的经验，国家颗粒物排放标准的要
求可以通过在发电机组上安装以下排放控制技术加以
实现：

   •    静电除尘器（安装在燃烧空气预热器之后）；

   •    湿法烟气脱硫系统；以及

   •    颗粒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

采用这些技术的发电机组可以将颗粒物排放速率稳定
保持在10 mg/m3以下。安装在干式洗涤器之后的织
物过滤器和静电除尘器也具备国家颗粒物排放标准的

合规执行能力。采取表格9.1-5中列举的措施可以确保
发电机组的颗粒物排放满足国家颗粒物排放标准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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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1-5   江苏省在燃煤电厂国家颗粒物排放标准的合规执行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

受影响的排放源 措施 大气质量效益

通过湿法烟气脱

硫系统进行排

放控制的发电

机组

要求定期进行颗粒物排放烟道测试或安装颗粒物持续性排
放监测系统（并通过年度烟道测试进行颗粒物CEMS有效
认证），以确保除雾器的正常运行18

除雾器的正常运行对防止PM2.5以洗涤器
溶液液滴中溶解固体的形式产生排放是
非常必要的。更多内容请参阅图表9.1-9

在定期进行颗粒物排放烟道测试的时候，也同时要求对溶
解性总固体及湿式洗涤器溶液的氯含量进行监测和申报，
以确保溶解性总固体的值保持在烟道测试结果的区间内。
不对安装颗粒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的烟道进行强制要求

较低的浓度可减少除雾器表面残留物质
的积累。如果残留物质在除雾器表面积
累过多，将可使含有PM2.5溶解固体的液
滴穿过除雾器并释放到大气中

•  确定通过选择性催化还原进行排放控制的现存机组
•  要求进行烟道测试：总颗粒物（tPM）＝可过滤颗粒物

（fPM）＋可凝结颗粒物（cPM）22

•  当机组的可凝结颗粒物排放导致总颗粒物排放超出国家
标准的要求时，应要求在湿式洗涤器上风方向安装干燥
吸附剂投加和石灰浆加注系统，以降低以硫酸形式排放
的可凝结颗粒物

降低配备湿式洗涤器的现存机组的硫酸
排放（PM2.5气溶胶形态）

通过干法烟气脱

硫系统进行排

放控制的发电

机组

对于通过织物过滤器进行排放控制的机组，要求安装袋式
泄漏探测仪；对于通过静电除尘器进行排放控制的机组，
要求安装颗粒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以保证颗粒物控制
设备的良好维护

可迅速发现颗粒物控制设备的非正常运
行情况，以最大程度降低由此引发的颗
粒物过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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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9    湿法烟气脱硫系统的简化示意图 

9.1.4   燃煤电厂汞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GB13223-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火电厂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中规定所有发电机组的汞排放速率≤0.03 
mg/m3（基准氧含量为6%）。江苏省的汞污染防治方
案与之前介绍的二氧化硫减排策略紧密相关。美国在
该领域的经验证明，配备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和汞持续
性排放监测系统的发电机组可将汞排放速率稳定保持

在0.03 mg/m3以下。安装在干式洗涤器之后的织物过
滤器和静电除尘器也具备国家汞排放标准的合规执行
能力。表格9.1-6列举的措施可以确保发电机组的汞排
放符合国家汞排放标准的要求。

江苏省已经投入使用的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在有效运行
时可以将颗粒物排放速率稳定保持在10 mg/m3以下。
然而，工作人员应密切监测溶解在洗涤器溶液中的固
体，并妥善设计和运行除雾器系统，以确保由湿式

洗涤器捕获的颗粒物不会以溶解性固体的形式二次排
放。另外，用于清洗除雾器的水中也不应含有任何溶
解性固体。图表9.1-9展示的是一部常见的湿法烟气脱
硫系统的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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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1-6   江苏省在燃煤电厂国家汞排放标准的合规执行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

受影响的排放源 措施 效益

通过湿法烟气脱

硫系统进行排放

控制的发电机组

要求定期进行汞排放烟道测试或安装持续性汞排放监测系
统（并通过年度烟道测试进行汞CEMS有效认证），以确
保洗涤器中的化学环境适合对汞进行去除23

将汞保持在氧化状态可以确保其不会释
放到大气中。图表9.1-8中列举了适用
于美国东部烟煤的常见汞去除方法

在定期进行汞排放烟道测试的时候，也应同时要求对氯含
量及湿式洗涤器溶液的氧化还原潜力（ORP）进行监测和
申报，以确保ORP和氯含量保持在烟道测试期间观察到的
范围内。不对使用汞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监测的烟道进行
强制要求

如果通过监测发现任何的汞二次排放，
则可向洗涤器溶液中投入添加剂进行
修正

通过干法烟气脱

硫系统进行排放

控制的发电机组

在通过织物过滤器或静电除尘器进行控制的机组上，要求
安装汞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如果排放超出相关标准，则
要求安装活性炭加注系统

汞CEMS与活性炭加注系统搭配使用，
可允许燃煤电厂工作人员根据煤炭中的
汞含量按照实际需要加注活性炭

图表 9.1-10    配备选择性催化还原、冷侧静电除尘器和湿法烟气脱硫系统的发电机组的汞去除情况图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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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1-7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总结

目标污染物 最佳控制技术

氮氧化物（NO
X
）

低氮燃烧器（LNB），以及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以及

绕路节约装置（或可以在低负载情况下保持高烟气温度的等效装置）

颗粒物 （PM）
织物过滤器，或者

静电除尘器（ESP）

二氧化硫 （SO
2
）

湿法烟气脱硫搭配湿式喷雾塔吸附器、高效除雾器及废水处理系统，或者

干法烟气脱硫搭配循环干式洗涤器（不需要废水处理系统）

硫酸雾 （H
2
SO

4
）

搭配湿法烟气脱硫系统使用的干燥吸附剂投加系统
（不对干法烟气脱硫系统强制要求）

汞 （Hg） 在颗粒物控制设备的上风方向安装活性炭加注系统（ACI）

表格 9.1-8   现代化燃煤发电机组大气运营许可证的常规排放限值及监测技术

目标污染物 排放限值25 平均值计算时段 持续性排放监测技术

氮氧化物 （NO
X
）

50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30天滚动平均值 氮氧化物CEMS – 稀释抽取、化

学发光

颗粒物 （PM）
10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24小时平均值

颗粒物CEMS – 前散射，仪器必
须满足美国联邦环保署PS-11标准
及美国联邦法案40 CFR Part 60
附录F操作方法2或相似的质量保
证要求

二氧化硫 （SO
2
）

35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30天滚动平均值 二氧化硫CEMS – 稀释抽取、紫

外荧光

硫酸雾 （H
2
SO

4
）

5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6小时平均值

每半年采用烟道测试方法CTM-
013A或相似的测试方法进行烟道
测试。http://www3.epa.gov/
ttnemc01/ctm/ctm-013A.pdf

汞 （Hg）
0.002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12月滚动平均值 汞CEMS – 冷蒸气原子荧光或吸附

剂捕获监测系统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  第九章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81页

图表 9.1-11   具备生产高质量石膏能力的发电厂区的湿法烟气脱硫及其它配套处
理系统的布局

图表 9.1-12  常见的烟气脱硫废水分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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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13   常见的除雾器系统27

图表 9.1-14    FLEXICHEVRON Style VIII (3 Pass)除雾器的去除效率分析28

发电机组的烟气必须高速通过除雾器以去除其中的微
米级液滴。除雾器必须具备妥善的设计，防止已去除
的液滴二次释放到烟气中。如果在湿法烟气脱硫系统
的烟气出口处没有安装设计合理的除雾器，含有大量
溶解性细颗粒物的液滴便会随烟气一起排放至大气
中，进而在水分蒸发后形成大量的颗粒物排放。图表
9.1-13展示了一套常见的除雾器系统。

除雾器的去除效率是空塔速度的函数。设计合理的除
雾器可以去除99%以上的直径大于10微米的液滴。在
设计除雾器系统时，应当对发电机组各种容量的运行
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烟气速度变化）进行充分考
虑，以确保除雾器能够在不同的运行情况下有效去除
烟气中的液滴。图表9.1-14展示的是某除雾器设计方
案的去除效率分析数据。

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  第九章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  |    第83页

图表 9.1-15   零废水排放燃煤电厂的布局示意图29

美国一座最先进的燃煤电厂在干法烟气脱硫系统之后
安装了织物过滤器和湿法烟气脱硫系统，从而解决了
对废水处理系统的依赖并大幅提高了其石膏产品的质

量。这样的组合方案同时也可降低溶解性固体在洗涤
器溶液中积累的速率。图表9.1-15是这座零废水排放
燃煤电厂的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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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炼油厂

9.2.1  背景信息  

炼油厂是通过再蒸馏、裂化或对未完成的石油衍生品
进行重组，生产液化石油气、机动车汽油、航空燃
油、煤油、馏出燃料油、残余燃料油、润滑油、沥青
（柏油）及其它产品的工业企业。炼油厂可分为三种
基本类型：拔顶炼油厂、轻度加氢炼油厂和加工炼油
厂（也称为转化或复合炼油厂）。拔顶炼油厂具备原
油蒸馏塔，可生产石脑油及除汽油之外的其它中间产
品。轻度加氢炼油厂具备加氢精制装置和/或重组装置
等轻度转化设备，可生产成品汽油，但不能对原油中
较重的成分进行加工。这些成分可由原油蒸馏塔底部
导出。加工（或转化）炼油厂通过裂化或焦化过程将
碳链较长、分子量较大的碳氢化合物（重馏分）转化
为分子量较小的碳氢化合物，用于生产汽油产品（轻
馏分）及其它价值较高的石化产品和原料。图表9.2-1
是一幅加工炼油厂的简化示意图，图片的右侧列举了
加工炼油厂生产的不同类别的产品。

炼油厂通过不同类别的排放源向大气中释放多种污染
物，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和二氧化碳等。根据每座炼油厂的具体生产过程及
其使用的控制系统，各种排放源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9.2.2 炼油厂颗粒物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流化催化裂化装置（FCCU）的催化剂再生器（如
有）通常是炼油厂最大的单一颗粒物排放源。美国全
国炼油厂排放源的PM2.5排放情况如图表9.2-2所示。对
于那些不具备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炼油厂来说，加热
器、锅炉和冷却塔是颗粒物排放的主要排放源。焦炭
生产和运输（如有）及火炬也会产生颗粒物排放。

图表 9.2-1    常见炼油厂生产设备和产品的简化示意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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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2-2    美国炼油厂不同排放源类别的PM
2.5

排放情况31

炼油厂PM
2.5

排放

30%

29%

27%

7%
6%

冷却塔
加热器
流化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剂再生器
锅炉（外燃）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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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颗粒物排放控制系统是静
电除尘器或湿式洗涤器。图表9.2-3展示的是一部对流
化催化裂化装置的催化剂再生器进行排放控制的湿式
洗涤器。对于加热器或锅炉来说，使用炼厂气取代燃
油也可降低其颗粒物排放水平。另外，静电除尘器、
湿式洗涤器或袋式过滤器也可用于颗粒物排放水平较
高的加热器或锅炉（燃烧焦炭或重燃油）。除雾器可
用于降低冷却塔的颗粒物排放水平。

9.2.3  炼油厂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流化催化裂化装置（FCCU）的催化剂再生器（如有）
一般是炼油厂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源。加热器和锅炉也
可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尤其是在燃料气进行燃烧
前没有去除其含硫成分的情况下。美国全国炼油厂排放
源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如图表9.2-4所示。

图表 9.2-3      对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催化剂再生器进行排放控制
的BELCO EDV湿式洗涤器32

图表 9.2-4      美国炼油厂不同排放源类别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31

炼油厂二氧化硫排放

39%

27%

15%

4%

7%

8%

流化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剂再生器
加热器
火炬
硫磺回收装置
锅炉（外燃）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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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进行流化催化裂化装置颗粒物排放控制的湿式洗
涤器也可对二氧化硫排放进行有效控制。当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通过静电除尘器进行颗粒物排放控制时，可
使用催化剂助剂降低其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对于加热
器和锅炉来说，使用脱硫炼厂气（硫化氢成分已通过
一种胺洗涤系统去除）取代未经处理的炼厂气或重燃
油可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炼油厂须具备一定
的硫磺回收容量以回收从炼厂气中去除的硫（这样可
避免将加热器和锅炉的二氧化硫排放转移至硫磺回收
装置或火炬中）。对于二氧化硫排放水平较高的加热
器、锅炉和焦化装置，可采用湿式洗涤器等传统型后
燃烧排放控制技术。硫磺回收装置的二氧化硫排放可
通过湿式洗涤器加以控制，或采用尾气处理装置以改
善硫磺回收装置的整体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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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炼油厂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加热器和锅炉是炼油厂最大的氮氧化物排放源。其它
燃烧排放源，例如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催化剂再生
器、内燃发动机和火炬等，也可产生一定程度的氮氧
化物排放。美国全国炼油厂排放源的氮氧化物排放情
况如图表9.2-5所示。 

氮氧化物减排可以通过改进的燃烧控制系统（控制过
量空气的量）和超低氮燃烧系统加以实现。规模较大
的燃烧排放源（大型锅炉或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大型
催化剂再生器）可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
进行排放控制。配备湿式洗涤器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
也可采用低温氧化控制系统。催化剂助剂也可帮助降
低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催化剂回收器的氮氧化物排放。

9.2.5  炼油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炼油厂的多个排放源都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例
如设备泄漏（阀门或油泵封口处等）、储油罐、废水
收集和处理系统、冷却塔及运输过程（油罐车、轨道
车和海运船舶装载等）。图表9.2-6展示了炼油厂各
种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在排放控制方面的相对重要程
度。 

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控制方法需根据各排放源类别的
具体情况进行考虑。最常见的排放控制方法列举如
下： 

   •    设备泄漏：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
   •    储油罐：内部或外部浮顶，或导向控制设备；
   •    废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在收集过程中使用水封，并

在废水进行处理前加以遮盖（汽提或生物处理装
置）；

   •    冷却塔：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
   •    装载过程：蒸汽平衡，或导向控制设备；
   •    生产管线：导向控制设备；
   •    加热器、锅炉和火炬：保持适当的燃烧环境（过量

空气、一氧化碳水平低于500 ppmv）

图表 9.2-5      美国炼油厂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氮氧化物排放情况31

炼油厂氮氧化物排放

55%

16%

14%

9%

4%

2%
加热器
流化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剂再生器
锅炉（外燃）
锅炉（内燃）
火炬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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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2-6      美国炼油厂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31

炼油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设备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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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炼油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及污染防治方案 

二氧化碳是炼油厂排放量最大的温室气体，但部分生
产过程同时也会释放甲烷。大部分二氧化碳是由加热
器或锅炉中的燃料燃烧产生的。对于具备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的炼油厂来说，催化剂的再生过程也会产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炼油厂的许多生产过程需要氢气的参
与，而氢气制造也是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另一个主要
排放源。图表9.2-7展示了炼油厂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源
在排放控制方面的重要性。

9.2.7  炼油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美国的新源绩效标准对指标污染物（二氧化碳、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等）的排放进行了严格
的规定。最基本的炼油厂新源绩效标准记录在美国
联邦法规40 CFR Part 60的Subpart J和Ja，另外还
有一系列其它新源绩效标准适用于特定的排放源类
别。例如，Subpart Kb 规定了储油罐挥发性有机物
的排放控制；Subpart GGG和GGGa 规定了控制
设备泄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泄漏检测与修
复技术Subpart Db 规定了工业锅炉的排放控制方案
等。同时，美国还通过国家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ESHAP）对有毒和有害物质进行防治。主要为炼
油厂排放源制定的国家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记
录在美国联邦法规40 CFR Part 63的Subpart CC和
UUU。涉及炼油厂的大部分国家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使用指标污染物作为有害大气排放的替代项目（
例如将颗粒物作为有毒金属污染物的替代项目）。 

图表 9.2-7      美国炼油厂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33

炼油厂温室气体排放

加热器和锅炉，117.01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火炬，4.82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硫磺回收装
置，2.31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氢气制造
厂，14.4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其它排放

源，2.07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催化剂焦炭烧
除，47.07兆吨
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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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2-1总结了美国为炼油厂各类排放源制定的有关
规定，同时还列举了这些规定要求采用的常见污染防
治技术和监测系统。

表格 9.2-1   美国炼油厂主要排放源的现行排放规定总结34, 35, 36

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控制设备 监测系统

流化催化裂化

装置的催化剂

再生器

颗粒物 现存机组：1.0 克/千克 燃烧焦炭
新建机组：0.5 克/千克 燃烧焦炭

静电除尘器或湿式
洗涤器 监测控制系统的参数

二氧化硫 7天平均值：50 ppmv
365天平均值：25 ppmv

催化剂助剂或湿式
洗涤器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

氮氧化物 7天平均值：80 ppmv

燃烧控制系统、选择
性催化还原、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低
温氧化技术、催化
剂助剂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

挥发性有
机物 ≤500 ppmv CO

完整的燃烧再生器或
后燃烧设备（一氧化
碳余热锅炉）

一氧化碳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或温度及氧气水平的
运行限值

加热器和锅

炉（气体燃

料）

二氧化硫

3小时平均值：20 ppmv
365天平均值：8 ppmv

或采用烟气的硫化氢限值：
3小时平均值：162 ppmv
365天平均值：60 ppmv

对烟气进行胺处理
废气烟道：二氧化硫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中央烟气管
道：硫化氢持续性监测仪

氮氧化物

自然通风设备：40 ppmv（或
0.040 磅/MMBtu）；
强制通风设备：60 ppmv（或
0.060 磅/MMBtu）。
均为30天平均值

超低氮燃烧器和/或
其它先进大气排放控
制系统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或者对热效率＜100 
MMBtu/小时的机组测试并
设定废气中氧气的最高浓
度限值

加热器和锅炉

（液体燃料）

二氧化硫 0.20 磅/MMBtu 湿式洗涤器；使用低
硫燃料

废气烟道：二氧化硫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中央烟气管
道：硫化氢持续性监测仪

氮氧化物

根据放热率，
分馏燃料油的机组：0.10-0.20 
磅/MMBtu；
分馏残渣燃料油的机组：0.30-
0.40 磅/MMBtu

低氮燃烧器和/或其
它先进大气排放控
制系统

氮氧化物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或者对热效率＜100 
MMBtu/小时的机组测试并
设定废气中氧气的最高浓
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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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控制设备 监测系统

火炬

颗粒物 任何2小时之内的可见（烟尘）
排放不得超过5分钟

蒸汽辅助或空气辅
助技术

可见排放观测（或使用相
机）

二氧化硫 正常流动的火炬气中的硫化氢限
值，3小时平均值：162 ppmv；

胺洗涤；火炬最小
化计划、火炬气回
收技术

火炬气硫化氢持续性监测
仪、火炬气还原硫磺及流
速监测

挥发性有
机物

火焰连续导频；
火炬燃烧区域的15分钟平均净热
值：270 Btu/scf

连续导频；先进的蒸
汽控制和天然气补
充技术

热电偶或其它导频火焰监测
仪；火炬气和蒸汽流监测
仪、持续性烟气热量计或气
相色谱仪

冷却塔

颗粒物 除雾器

挥发性有
机物

汽提塔废气中的总烃：6.2 
ppmv（冷却水中的总烃：80 
ppbw）

修复发现的泄漏点

汽提塔月度分析（如果总
烃的泄漏活动水平将至3.1 
ppmv，则可进行季度分
析）

硫磺回收装置 二氧化硫

容量高于每天20长吨的机
组：250 ppmv（干燥、0%过量
空气）；
容量等于或低于每天20长吨的机
组：2500 ppmv（干燥、0%过
量空气）

尾气处理装置的硫磺
回收；
其它运行阶段的硫磺
回收、Lo-Cat系统
或湿式洗涤器

二氧化硫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

设备泄漏
挥发性有

机物

泄漏探测与修复技术：
现存机组泄漏：10000 ppmv
新建机组油泵：1000 ppmv
新建机组阀门：500 ppmv

修复发现的泄漏点

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方法
21每月进行监测。如果连
续2个监测时间段内没有发
生泄漏，则可每季度或每半
年监测一次

储油罐
挥发性有

机物

浮顶设备标准；或将一定规模和
蒸汽压力以上的油罐气体导向控
制设备（控制效率为95%）

双层密封浮顶、密封
舱门、楼梯擦拭设备
和导柱

年度检验

表格 9.2-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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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控制设备 监测系统

废水收集和处

理系统

挥发性有
机物

对流率超过0.02升/分钟和苯浓度
超过10 ppmw的水流进行控制（
部分情况除外）

对下水道进行水封；
在处理之前对污水
坑、节点和水罐进行
覆盖和控制（使用汽
提或改良的生物处理
装置）

对控制系统的监测参数进行
季度抽样和年度检验

生产管线
挥发性有

机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超过每天72磅
的管线：控制效率应达到98%，
或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应低于20 
ppmv

燃烧控制系统（加热
器、锅炉、焚化炉或
火炬）

初步绩效测试和温度监测（
或火炬监测—请参阅前面
的内容）

汽油装卸
挥发性有

机物 10 mg有毒有机物/升装卸汽油 蒸汽平衡；或导向控
制设备

初步绩效测试和控制系统
参数监测

海运船舶装卸
挥发性有

机物

单一有毒有机物每年排放潜力为
10 Mg以上，或各种有毒有机物
每年排放潜力总和为25 Mg以上
的海运船舶装卸：控制效率应达
到97%

蒸汽平衡；或导向控
制设备

初步绩效测试和控制系统
参数监测

表格 9.2-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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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2-2  炼油厂大气污染防治系统制造商（部分）

制造商 污染物及控制设备

Alstom
颗粒物（静电除尘器和织物过滤器）、二氧化硫（洗涤器）、氮氧化物（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ClearSign Technologies
加热器氮氧化物减排：Duplex™技术，不存在与超低氮燃烧器相关的高火焰
长度

Ducon 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控制设备

Durr 有机类大气污染物（蓄热式热力焚化炉）

DuPont – Belco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控制：EDV®湿式洗涤器；LoTOx™低温氧化预处理装置（
安装在湿式洗涤器之前）可同时对氮氧化物进行控制

Hamon Research Cottrell
颗粒物（静电除尘器和织物过滤器）、二氧化硫（洗涤器）、氮氧化物（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Grace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控制：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催化剂助剂

Johnson Matthey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控制：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催化剂助剂

John Zink Hamworthy
氮氧化物控制：低氮和超低氮燃烧器；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火炬和热力氧化
炉；火炬气回收系统

Merichem Company Lo-Cat®硫化氢去除技术、胺洗涤系统

Pall Corporation 流化催化裂化系统专用的颗粒物过滤系统

WorleyParsons 胺洗涤系统、硫磺回收装置；二氧化硫控制：尾气处理装置

Zeeco
氮氧化物控制：低氮和超低氮燃烧器；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火炬和热力氧化
炉；火炬气回收系统

美国的许多设备制造商可提供以上列举的控制设备。
表格9.2-2总结了部分美国制造商、或在美国占据较大
市场份额的外国制造商的基本信息及其制造的排放控
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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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2-3  美国在炼油厂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和建议

美国的经验

为江苏省提供的建议

过去 现在

过去，美国联邦环保署专门为使用
催化剂助剂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
的二氧化硫排放制定单独的新源
绩效标准

美国联邦环保署要求实施以最佳技术（
湿式洗涤器）为基础的绩效标准。催化
剂的供应商对其产品的绩效进行了改
进，并达到了排放限值的要求

不要对某种特定技术的使用进行具体规

定，也不要为不同的控制技术设定不同的

排放限值。制定炼油厂可以立即实现的排

放限值，并允许运营商根据各自的具体情

况选择能够最好地帮助其实现排放限值要

求的控制设备或系统

过去，美国联邦环保署要求炼油厂
执行单一初步绩效测试，并允许在
不使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的时
候通过每日参数监测阐释其合规
执行情况

控制设备的绩效可能较特定运行参数发
生非线性关系变化，且较长的平均值计
算时段不能确保控制设备保持连续有效
运行。因此在对有关规定进行修正之
后，要求炼油厂每年度或每个许可证有
效期执行一次绩效测试，并根据绩效测
试的结果和时长（通常为3小时）来确
定运行限值

在使用控制设备运行参数时，确保运行限

值直接与绩效测试关联，并且使用较短的

平均值计算时段以确保连续合规

建立了一系列火炬绩效指标，但却
没有制定足够的连续监测要求。只
有可见排放要求得到了落实，但这
样却导致炼油厂提高其生产过程的
汽耗率，进而降低了燃烧效率

修订并更新了绩效指标，为所有的指标
建立了持续性监测要求

确保有关法规（或排污许可证条款）涵盖

所有用来确认控制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如果只侧重于“简单”或“成本较低”的

监测参数，则可能导致较差的运行情况

设备泄漏和储存罐的监测和检测要
求过于简单，效果也比较差。执行
检测时只是简单地依照一项检查
表。泄漏探测监测和储存罐检验工
作没有遵照完整的方法，因此无法
有效发现许多泄漏源。执法检查时
发现实际的设备泄漏比炼油厂申报
的多3至10倍

对有关业务的执行要求进行了修正，规
定有关人员必须详细记录工作的具体步
骤和时间，以确保其严格完成监测和检
测工作。在检测时使用光学气体成像相
机，确保没有非正常泄漏产生

为确保炼油厂遵守有关法规的要求，落实

执法监察是必不可少的。提高炼油厂的

数据记录和申报要求可能有助于降低检

验工作的需求和力度，但却无法替代定

期现场检验

9.2.8  建议 

表格9.2-3根据美国在炼油厂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为
江苏省提出了一些具有减排潜力的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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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钢铁制造

9.3.1  背景信息

钢铁制造行业的企业结构和规模差别较大，环境影响
潜力也非常不同。综合钢厂拥有将经过处理的铁矿石
转化为铁水的高炉。这种类型的钢厂一般也具备将铁
水转化为钢的碱性氧气转炉，并可进行铸造生产。综
合钢厂包括炼钢厂、炼焦炉、烧结厂以及生产最终产
品的轧钢厂等。炼焦炉将煤炭转化为焦炭（用作高炉
的燃料），可作为独立的生产设施运行，也可作为综
合钢厂的一部分。电弧炉用来回收钢铁残屑（可包括
生产后残屑及钢厂内部产生的残屑），一般作为独立
的生产设施运行，但也可作为综合钢厂的一部分。电
弧炉主要进行铸造生产，有时也可能涉及炼钢等生产
过程。

9.3.2  制造过程

9.3.2 (A)  炼焦炉

炼焦炉是对烟煤进行加热、将其中的挥发性成分去除
后产生焦炭的设备。多个炼焦炉并列建设可形成一个
焦炉组。各焦炉组采取分批生产的运行模式。炼焦炉
具有多个大气污染排放点（烟道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

9.3.2 (B)  烧结厂

在一些综合钢厂内设有烧结厂。烧结厂将矿石粉末、
焦炭粉末、高炉残渣和轧屑等废弃物转化为高炉生产
原料。在点火时通常使用气体燃料（天然气、焦炉
气、高炉气等），但生产过程所需的大部分能量是由
原料中含碳物质的燃烧提供的。烧结是一项在移动炉
排上进行的连续生产过程。烧结厂具有多个大气污染
排放点（烟道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9.3.2 (C)  高炉

综合钢厂的高炉通过分批生产的运行模式将铁矿石（
主要成分为铁氧化物）转化为铁水。铁矿球团、烧结
矿、焦炭和石灰石（起到助焊剂作用）分层投入高
炉。焦炭在将铁矿石转化为铁水的过程中起到还原剂
的作用。其它投入高炉参与生产的材料还包括钢铁残
屑、轧屑及碱性氧气转炉的炉渣等。经过预热的空气

由高炉底部导入炉内，参与燃烧。焦炭燃烧会释放热
量，并将铁矿石中的铁氧化物还原、烧结为铁水。高
炉在出铁和出渣的同时还导出含有高浓度一氧化碳的
高炉气。其中一部分高炉气在热风炉内进行燃烧，用
来对导入高炉的空气进行预热。剩余的高炉气则在钢
厂的其它生产环节参与燃烧。有些时候还需要将过量
的高炉气燃尽，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

9.3.2 (D)  碱性氧气转炉

碱性氧气转炉位于综合钢厂内，以分批生产的运行模
式向高炉生产的铁水中吹入氧气，使铁水中溶解的碳
与之结合，进而转化为钢。钢铁残屑（主要为钢厂内
部产生）通常会被投入碱性氧气转炉以降低炉内温
度，同时还会投入石灰或其它助焊剂。除了碳之外，
硅和其它杂质也会氧化并转移到石灰产生的炉渣中。
出炉的钢将会参与铸造生产，而炉渣则将被处理和废
弃。

9.3.2 (E)  电弧炉炼钢

电弧炉用来对钢屑进行熔融和有效回收，一般作为独
立的生产设施运行，但也可作为综合钢厂的一部分。
钢屑和助焊剂投入电弧炉之后，碳电极也将被放置到
炉内。电极之间的电弧（直流或交流）为钢屑熔化提
供了所需的大部分能量。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还可以
向电弧炉内添加天然气或焦炭粉末和氧气的混合物，
作为电力的替代品为该生产过程提供部分能量。最
后，钢和炉渣由电弧炉导出。大部分电弧炉与连续铸
造过程关联，因此有时会产生铸锭。大部分电弧炉以
分批生产的模式运行，但也有一部分可以持续运行，
并保持更高的能源效率。

9.3.2 (F)  其它排放点

1. 钢包冶金、合金化及脱碳处理

炼钢和合金生产通常由运行碱性氧气转炉和电弧炉的
企业进行。炉内生产的钢水通过添加合金材料、脱碳
并去除其它杂质等步骤进行精炼，以达到不同等级钢
材的品质要求。

2. 锅炉

在综合钢厂中，有时会将过量的高炉气和焦炉气进行
燃烧，产生加工蒸汽或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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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炬

过量的高炉气和焦炉气有时也会通过火炬进行燃烧。
这些过程通常是间歇性的。    

4.  材料运输（煤炭、焦炭、矿石、钢屑、炉渣及助燃

剂等）

钢铁制造过程的许多输入和输出材料是固体，容易在
装卸、传输和转运时产生大气污染排放。堆放材料的
场地在风力较大时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扬尘排
放。

9.3.3  排放源及相应的污染防治方案

9.3.3 (A)  炼焦炉

炼焦炉的原料装载过程以及产生泄漏的炉门、炉盖和
管道等部件都会在焦化周期内释放大气污染物。在焦
化周期结束后，推焦、熄焦的过程以及焦炉组和烟道
等设备都会产生大气排放。

炼焦炉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氧化态、还
原态和有机的硫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多环有机物；
氨气；以及二氧化碳等。原料装载过程产生的排放可
以通过蒸汽收集系统导入排放控制设备中进行处理。
由炉门、炉盖和管道产生的排放则需要通过具体的工
作流程进行控制，包括在发现泄漏情况时进行检验、
维护和修复，并使用黏合剂封堵泄漏点等。如果工作
流程完善并妥当，便可有效消除这些泄漏隐患。

当炼焦炉装载过满、燃烧不充分、加热不均匀、炉内
温度偏低或者炼焦时间控制不当时，便可能产生“夹
生焦”及大量的推焦排放。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改进工
作流程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

推焦排放可通过一种安装在炼焦炉输出侧的特制废气
棚、可移动的烟罩或者配备烟罩或通风管道的熄焦车
进行收集。收集到的排放可导入文丘里洗涤器、热水
洗涤器或多级旋风分离器进行处理。熄焦排放可通过
对熄焦水的水质进行控制（有机物和总溶解固体的成
分）或者在熄焦塔中安装挡板加以处理。除低温结冰
等天气情况以外，应每天对挡板进行清洗。

焦炉组的烟道排放可以通过焦炉气清洁系统进行处
理。该系统具备胺洗涤器、氢氰酸破坏装置和硫磺回
收装置。

9.3.3 (B)  烧结厂 

许多烧结设备，例如风室、排渣系统、破碎和筛选装
置以及烧结矿冷却机等，都会产生颗粒物排放，风室
还会同时产生多环有机物排放。烧结厂也会排放氮氧
化物，但是一般不对其进行防治。烧结厂的大气污染
排放一般通过袋式过滤器进行控制。湿式洗涤器也可
用于控制风室的排放。 

9.3.3 (C)  高炉

含有颗粒物、有机物、硫化物和一氧化碳的高炉气在
高炉的顶端进行收集，并通过湿式洗涤器去除其中的
颗粒物和有机物。剩余的一氧化碳将在高炉气燃烧过
程中去除。用于处理高炉气的湿式洗涤器废水中含有
有机物、氢氰酸和硫化物等物质。这些物质在废水处
理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排放。其它污染物（主要是颗粒
物）排放一般与出铁和出渣、原材料与炉渣处理及洗
涤器废水处理有关。

9.3.3 (D)  碱性氧气转炉

在将热金属向锅炉中转运、装载、吹氧以及出钢和出
渣等过程中会产生大气污染排放。颗粒物是碱性氧气
转炉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向炉
内投入后消费钢屑（含有汞、铅、二恶英和呋喃等物
质），则将产生其它种类的污染物。

袋式过滤器、静电除尘器和湿式洗涤器用来控制碱性
氧气转炉的排放。有时也会通过喷水抑制炉渣处理和
废弃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排放。

9.3.3 (E)  电弧炉炼钢

电弧炉炼钢过程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由炉顶排放，特
别是在装载过程开始到完成之后的这段时间内。出钢
和出渣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排放。电弧炉炼钢过程中
形成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是由钢屑中油、油膏和涂料等
成分燃烧产生的颗粒物。在熔融后消费钢屑时（特别
是汽车钢屑）会产生有害金属污染物的排放，例如汞
和铅等。二恶英和呋喃可在含有塑料的钢屑熔融时产
生并排放至大气中。

颗粒物排放控制方案一般是在可移除的炉盖上方安装
烟罩，将捕获的废气导入织物过滤器进行处理。部
分企业将车间通风的空气导入同一部织物过滤器进行
处理，其它企业则使用二级袋式过滤器。包括铸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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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许多互相关联的生产过程的排放可以通过电弧炉
的袋式过滤器进行协同控制。汞、铅、二恶英和呋喃
的排放控制需要在钢屑投入电弧炉之前去除其中的含
汞、含铅物质及塑料。这项操作在对钢屑进行破碎之
前最为可行。

9.3.3 (F)  其它排放点

1. 钢包冶金、合金化及脱碳处理

这些生产过程具有产生颗粒物排放的潜力，一般通过
袋式过滤器进行排放控制。电弧炉炼钢过程的脱碳处
理（氩氧脱碳和真空脱碳）一般通过电弧炉的袋式过
滤器进行协同排放控制。

2. 锅炉

锅炉产生的排放包含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通过与
其它化石燃料锅炉相同的排放控制设备进行处理。 

3. 火炬

火炬的排放一般不通过附加控制设备进行处理。应根
据燃烧气体的体积对低氮燃烧系统加以考虑。

4.  材料运输（煤炭、焦炭、矿石、钢屑、炉渣及助燃

剂等）

扬尘排放可通过使用扬尘抑制剂、喷水、对转送带进
行覆盖、使用封顶的转运站及降低套筒倾斜槽和材料
洒落的高度等方法加以控制。 

9.3.3 (G)  污染防治设备和排放限值

钢铁制造行业常用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和实践方案如
表格9.3-1所示。所有企业必须安装适当的废气捕获装
置（一般为废气烟罩），将大气排放导向控制设备并
加以处理。污染防治设备的有效性应通过绩效测试进
行确认。另外，还需确定控制设备的运行参数，并持
续保持适当的水平。有时可以通过不透明度测试来确
认废气捕获装置的有效性。织物过滤器和湿式洗涤器
的颗粒物控制效率一般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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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3-1   钢铁制造企业常用的污染防治设备

排放源 污染物 污染防治设备/实践方案

焦炉组—装载过程 颗粒物、有机物、可见排放 蒸汽收集系统

焦炉组—炉门、炉盖和管

道泄漏
颗粒物、有机物、可见排放 维护、检测、密封剂

焦炉组—推焦 颗粒物、有机物、可见排放
避免产生夹生焦；文丘里
洗涤器、热水洗涤器、多
级旋风分离器

焦炉组—熄焦 颗粒物、有机物 控制熄焦水的水质，为熄
焦塔安装挡板并每日清洗

焦炉组—烟道排放 二氧化硫、氢氰酸 胺洗涤器、氢氰酸破坏装
置、硫磺回收装置

烧结厂—风室 颗粒物、有机物 织物过滤器、湿式洗涤器

烧结厂—排渣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烧结厂—破碎机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烧结厂—热过滤网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烧结厂—冷却机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烧结厂—冷过滤网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高炉—废气 颗粒物 旋风分离器和湿式洗涤器

高炉—铸造 颗粒物 对生产线进行遮盖、织物
过滤器

碱性氧气转炉—热金属转运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碱性氧气转炉—炉渣过滤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碱性氧气转炉—锅炉装载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静电除尘
器、湿式洗涤器

碱性氧气转炉—吹氧 颗粒物 静电除尘器、湿式洗涤器

碱性氧气转炉—炉渣去除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静电除尘
器、湿式洗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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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3-1 （续）

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控制设备/实践方案

碱性氧气转炉—锅炉出品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静电除尘
器、湿式洗涤器

碱性氧气转炉—钢包冶金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湿式洗涤器

碱性氧气转炉—熔融钢材

转运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电弧炉炼钢 二恶英/呋喃、汞、铅
钢屑质量：去除钢屑中的
塑料、去除汽车钢屑中的
汞和铅

电弧炉炼钢 颗粒物 织物过滤器

表格9.3-2列举了为钢铁制造企业提供适用的大气污
染防治技术的部分制造商。钢铁制造行业的排放源用
来控制颗粒物排放的织物过滤器的建设成本大约为每
分钟每立方米400-600美元左右（2015年美元）。这

些污染防治系统的年运行成本大约为每分钟每立方米
100-600美元左右。湿式洗涤器的建设成本一般要低于
相同容量的织物过滤器，但如果考虑到洗涤器废水的
处理成本，织物过滤器的综合效益则可能更好。

表格 9.3-2   部分钢铁制造行业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制造商

制造商 污染物种类及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American Air Filter 颗粒物（织物过滤器）

B & W/ MEGTEC 颗粒物（织物过滤器、静电除尘器）

Ducon Environmental Systems 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恶英/呋喃、汞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备

Fisher-Klosterman, Inc.  颗粒物（旋风分离器、洗涤器、织物过滤器）

Met-Pro Environmental 颗粒物（洗涤器、织物过滤器、旋风分离器）

Mikropul 颗粒物（织物过滤器、洗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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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钢铁制造行业的排放源制定的大气污染排放限
值如表格9.3-3所示。这些限值适用的具体情况在参
考源法规中进行了具体描述，包括绩效测试方法、测
试频率、测试时长以及连续合规监测确认等。工业设
施启动和停产期间可能需要实施单独的排放限值和要
求。

表格 9.3-3  美国有关法规中涉及的钢铁制造行业排放限值37

排放源 有关参数 排放限值/实践方案 参考源法规

电弧炉炼钢 二恶英/呋喃、
铅、汞

污染防治（控制消费
后钢屑中的塑料、自
由液体、汞和铅等成
分）

40 CFR 63，Subpart YYYYY

电弧炉炼钢（包括氩氧脱碳） 颗粒物
0.0052颗粒/
dscf（12毫克/
dscm）

40 CFR 63，Subpart YYYYY

电弧炉炼钢（包括氩氧脱碳） 颗粒物，小型不锈
钢厂的替代标准

0.8 磅/吨（0.4 千克/
公吨） 40 CFR 63，Subpart YYYYY

电弧炉炼钢（包括氩氧脱碳） 不透明度 6% 40 CFR 63，Subpart YYYYY

炼焦炉焦炭侧废气棚的推焦排放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向固定排放控制设备导入废气的
可移动烟罩的推焦排放 颗粒物 0.02磅/吨焦炭（0.01

千克/公吨焦炭）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不收集运行期间产生排放的移动
洗涤车的推焦排放（低焦炉组） 颗粒物

0.03磅/吨焦炭
（0.015千克/公吨焦
炭）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不收集运行期间产生排放的移动
洗涤车的推焦排放（高焦炉组） 颗粒物

0.01磅/吨焦炭
（0.005千克/公吨焦
炭）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收集运行期间产生排放的移动洗
涤车的推焦排放 颗粒物 0.04磅/吨焦炭（0.02

千克/公吨焦炭）
40 CFR 63，Subpart 

C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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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3-3 （续）

排放源 有关参数 排放限值/实践方案 参考源法规

炼焦炉的推焦排放（低焦炉组、烟气垂
直排放） 不透明度 30%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的推焦排放（高焦炉组、烟气垂
直排放） 不透明度 35%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的熄焦排放 熄焦水中的总溶解
固体含量 1100毫克/升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炼焦炉的熄焦排放 工作实践方案
控制熄焦水中的有机
物含量，为熄焦塔安
装挡板并持续清洗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焦炉组的烟道排放（正常周期） 不透明度 日平均值15%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焦炉组的烟道排放（延时周期） 不透明度 日平均值20% 40 CFR 63，Subpart 
CCCCC

烧结厂 挥发性有机物

将给料中的油保持在
0.02%以下，或限制
风室废气低于0.2磅挥
发性有机物/吨烧结
物（0.1千克/公吨烧
结物）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风室（现存） 颗粒物 0.4磅/吨烧结物（0.2
千克/公吨烧结物）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风室（新建） 颗粒物
0.3磅/吨烧结物
（0.15千克/公吨烧
结物）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排放端（现存） 颗粒物 0.02颗粒/dscf（46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排放端（现存） 不透明度 20%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排放端（新建）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烧结厂排放端（新建） 不透明度 10% 40 CFR 63，Subpart 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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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3-3 （续）

排放源 有关参数 排放限值/实践方案 参考源法规

烧结厂冷却机（现存） 不透明度 10% 40 CFR 63，Subpart FFFFF

高炉铸造车间（现存） 控制设备排放的颗
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高炉铸造车间（现存） 不透明度 20% 40 CFR 63，Subpart FFFFF

高炉铸造车间（新建） 控制设备排放的颗
粒物

0.003颗粒/dscf（7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高炉铸造车间（新建） 不透明度 15%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封闭式烟罩）在主要吹
氧过程期间 颗粒物 0.03颗粒/dscf（70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开放式烟罩）（现存） 颗粒物 0.02颗粒/dscf（46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开放式烟罩）（新建）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次级排放控制设备（现
存）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次级排放控制设备（新
建） 颗粒物

0.0052颗粒/
dscf（12毫克/
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排放控制设备在热金属
转运、过滤和脱硫过程期间的排放（
现存）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排放控制设备在热金属
转运、过滤和脱硫过程期间的排放（
新建）

颗粒物 0.003颗粒/dscf（7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排放控制设备在钢包冶金
过程期间的排放（现存） 颗粒物 0.01颗粒/dscf（23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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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3-3 （续）

排放源 有关参数 排放限值/实践方案 参考源法规

碱性氧气转炉排放控制设备在钢包冶金
过程期间的排放（新建） 颗粒物 0.004颗粒/dscf（9

毫克/dscm）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现存） 不透明度 20%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底吹）（新建） 不透明度
10%（每个周期可以
有6分钟的例外，20%
）

40 CFR 63，Subpart FFFFF

碱性氧气转炉（顶吹）（新建） 不透明度
10%（每个周期可以
有3分钟的例外，20%
）

40 CFR 63，Subpart FFFFF

副产品高焦炉组（现存） 炉门泄漏 4%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低焦炉组（现存） 炉门泄漏 3.3%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现存） 炉盖泄露 0.4%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现存） 管道泄漏 2.5%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现存） 可见排放 每次排放不超过12秒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新建） 炉门泄漏 0%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新建） 炉盖泄露 0%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新建） 管道泄漏 0% 40 CFR 63，Subpart L

副产品焦炉组（新建） 可见排放 每次排放不超过34秒 40 CFR 63，Subpart L

非回收焦炉组 炉门泄漏 0% 40 CFR 63，Subpart L

非回收焦炉组（新建） 炉盖泄露 0% 40 CFR 63，Subpart L

非回收焦炉组（新建） 管道泄漏 0% 40 CFR 63，Subpar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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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二氧化碳是钢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其
减排可以通过将能源效率最大化加以实现。提升能源
效率的主要步骤包括：

   •    将焦炉气和高炉气的能源回收最大化（并将通过火
炬燃尽的剩余燃料气降至最低）：将焦炉气和高炉
气作为燃料，用于烧结厂的生产运行、炼焦炉中煤
炭的干燥或在锅炉中燃烧产生能量；

   •    通过使用焦炉气和高炉气替代部分粉煤和天然气，
降低高炉中焦炭的使用；

   •    回收碱性氧气转炉气中的能量，并用于生产蒸汽；
   •    保持电弧炉的连续运行（例如Consteel电弧炉）

；
   •    在钢屑投入电弧炉之前对其进行预热；

   •    使用直流电电弧炉；
   •    提高机械效率（例如采用速度可变的风扇和能源效

率较高的马达等）。

还可根据各钢铁制造企业的具体情况采用许多其它措
施进行热力回收，提高能源效率。

9.3.5  建议

美国钢铁制造行业近期发展较为缓慢，并且在过去的
一段时间内没有新增任何产能。美国国内的焦炭需求
持续走低，现存钢厂的容量也不存在提高的空间。在
这样的情况下，电弧炉炼钢（次级钢）的重要性日渐
提升。表格9.3-4总结了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钢铁制造行
业目前广泛采用的、具有减排潜能的多种新建及改建
污染防治技术。

表格 9.3-4   美国和其它国家在钢铁制造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和建议

污染防治措施

为江苏省提供的建议

过去 现在

交流电电弧炉炼钢 直流电电弧炉炼钢 在新建电弧炉上使用直流电技术，以改善能源效率并降低

大气排放。

电弧炉分批炼钢 电弧炉连续炼钢 保持炼钢过程连续进行可降低能源消耗，并提高控制设备

的排放捕获效果。

副产品炼焦炉 热回收炼焦炉（也被称为非回收炼
焦炉） 热回收过程可以带来更好的排放捕获效果。

湿法熄焦 干法熄焦（日本） 干法熄焦可以带来更好的排放捕获效果。

碱性氧气转炉的燃烧
热回收 碱性氧气转炉的抑制性燃烧热回收 抑制性燃烧可以回收更多的热量，并降低颗粒物排放。

开放式烧结过程 将烧结气循环使用（荷兰） 将烧结气循环使用可以回收更多的热量，并降低颗粒物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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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水泥制造

9.4.1  背景信息

水泥以及水和其它集料（沙土和岩石）是生产混凝土
的主要材料。波特兰水泥是最常见的水泥产品之一。
在制造水泥时，需要将含有钙、硅、铝、铁及其它成
分的原材料通过化学方法进行融合。这些原材料包括
石灰石（最主要的原材料，提供制造水泥所需成分的
89-90%）以及少量的页岩、黏土、沙土、铁矿石、飞
灰和其它物质。  

9.4.2  制造过程

水泥制造的一般过程主要是：首先通过爆破或机械开
采等方式，从水泥厂及其周边的采石场采集石灰石和
其它原材料。无法由采石场获得的原材料则需要由外
部引进。之后，原材料经过多个处理过程进行粉碎并
研磨为较细的粉末，再混合至同质状态并进行干燥。
由此产生的混合物即为生料。生料经过高温烧成处理
及一系列化学变化，形成熟料。水泥烧成系统的核心
是水泥窑。在水泥窑中的高温环境下，生料被转化为
石头状的熟料，研磨后与石膏混合，最终形成水泥。
水泥制造过程的简化流程如图表9.4-1所示。

形式最简单的水泥窑，即回转窑，是一个内部经过耐
火处理的倾斜钢管。在回转窑缓慢旋转的同时，生料
由较高的一端投入水泥窑，而用于燃烧的燃料则由较
低的一端导入。生料在回转窑内部自上而下移动，与
热气的流动方向相反。在移动的过程中，生料经过干
燥和煅烧（去除其中的二氧化碳）形成熟料。采用这
种设计的水泥窑一般为湿法长窑或干法长窑。在湿法
长窑中，生料以生料浆的形式投入水泥窑，因此在产
生熟料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能量。在干法长窑中，生
料在投入水泥窑之前会首先通过一部单独的干燥机进
行干燥。图表9.4-2是一幅长窑的示意图。目前，这些
陈旧的湿法长窑和干法长窑正逐步被效率更高的预热
器窑或预分解窑取代。

在预热器窑（PH）系统中，预热塔由旋风筒和一组管
道组成。原材料由预热塔顶部导入，在旋风筒中自上
而下移动，与水泥窑中热气的流动方向相反。这样，
原材料在投入水泥窑之前已经过充分的干燥和预热，
因此可以采用长度较短的回转窑进行生产。在预分解
窑（PH/PC）系统中，原材料在通过旋风筒后还需经
过预热塔底部的另一个装置进行处理。这个装置称为
分解炉，是一种特殊的锅炉，用于将原材料进行煅烧
并去除其中的二氧化碳。原材料经分解炉处理之后再
投入回转窑进行生产，最终形成熟料。预分解窑需要
在分解炉和回转窑的低端同时燃烧燃料。图表9.4-3是
一幅预分解窑系统的示意图。

预分解窑的设计特点使其在各种类型的
水泥窑中热效率最高，如表格9.4-1所
示。从大气污染防治的角度来说，能源
效率更高的水泥窑排放的污染物种类较
少，而效率较低的水泥窑则会产生更多
的排放。

9.4.3 排放源及相应的污染防治方案

水泥制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被看作一
个大气污染排放源，通常产生无组织排
放或工艺排放。如表格9.4-2所示，水泥
制造的全过程都会产生颗粒物排放。除
此之外，水泥窑在燃烧燃料并对生料进
行高温烧成处理的过程中也会释放其它
多种污染物。

图表 9.4-1      水泥制造的主要过程

在水泥厂及其周边开采石灰石

打碎并混合原材料

在水泥窑中进行高温烧成（1500℃），形成熟料

在篦冷机中进行冷却

将熟料打碎并与石膏混合，形成水泥

根据需要引进其它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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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4-2   干法长回转窑38

图表 9.4-3   预分解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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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1      不同类型水泥窑的输入热量38

水泥窑类型

输入热量

（MMBTU/吨

熟料）

输入热量高于预分

解窑的百分比

湿法长窑 6.0 45

干法长窑 4.5 36

预热炉窑 3.8 15

预分解窑 3.3 —

由于水泥窑一般被认为是水泥厂最主要的排放源，因
此美国的有关法规特别侧重于降低该类别排放源的大
气污染排放水平。美国的排放标准对指标污染物（颗
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与有害大气污染物（
汞、氯化氢和重金属等）进行了区分。表格9.4-3总结
了美国有关的水泥窑排放限值。

为降低这些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并达到排放限值的
要求，水泥厂需要为其生产设施安装排放控制设备。
在控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时，可能有多种控制设备选
项可供选择。有些时候，一种排放控制设备也可能会
同时去除多种污染物。例如，活性炭加注系统可同
时降低汞和总烃的排放水平。出于回收水泥窑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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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2      水泥制造过程的大气排放

水泥制造过程 污染物

原材料处理过程
研磨

干燥

混合

储存

 传输和转运

颗粒物

水泥窑

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氯化氢、挥发性
有机物、汞、二

恶英/呋喃

篦冷机 颗粒物

出品过程
研磨

传输和转运

水泥筒仓

装载

包装

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
开采过程

道路运输/机动车

露天堆放

原料溢出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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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活性炭加注系统通常安装在水泥窑的主要袋式
过滤器之后，因此一般需要在活性炭加注系统后面另
外单独安装一部辅助袋式过滤器，以进一步降低颗粒
物排放水平。湿式洗涤器也可在降低汞排放水平的同
时对氯化氢和二氧化硫进行控制。每座水泥厂应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大气污染防治系统。表格
9.4-3总结了对常见污染物排放进行处理的大气污染排
放控制设备及其污染物去除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些现存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之外，各个制造商还在

积极开发其它新型排放控制设备，以帮助美国的水泥
厂更好地达到美国联邦环保署波特兰水泥制造业有害
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和新源绩效标准的要求。例
如，美国水泥协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提到，Tri-Mer公司
已经成功研发了一种陶瓷滤膜技术，可有效控制水泥
窑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氯化氢、汞及重金属排放，
并有效破坏氮氧化物、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物和二恶
英分子。41

表格 9.4-3      美国的水泥窑排放限值39, 40

污染物 现存水泥窑 新建水泥窑

颗粒物（也是
有害金属排
放的替代项
目）

0.07磅/吨熟料 0.02磅/吨熟料

氮氧化物 不适用 1.50磅/吨熟料

二氧化硫 不适用 0.40磅/吨熟料

汞 55磅/兆吨熟料 21磅/兆吨
熟料

氯化氢 3 ppm 3 ppm

总烃（有机类
有害大气污染
物的替代项
目）

24 ppmvd 24 ppmvd

二恶英/呋喃 0.2 ng/dscm 
(TEQ)

0.2 ng/dscm 
(T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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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4      美国有关法规涉及的污染物种类、排放控制设备及其污染物去除效率42

污染物 排放控制设备 正常去除效率

汞
湿式洗涤器 80%

活性炭加注系统43与辅助袋式过滤器 90%

总烃（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替代物）
活性炭加注系统与辅助袋式过滤器 50%

蓄热式热力焚化炉44（位于湿式洗涤器之后） 98%

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物
活性炭加注系统与辅助袋式过滤器 80%

蓄热式热力焚化炉（位于湿式洗涤器之后） 98%

氯化氢
湿式洗涤器 99.9%

生石灰加注 75%

颗粒物（金属类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替代物） 袋式过滤器 99.9%

氮氧化物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45 50%

二氧化硫
湿式洗涤器 95%

生石灰加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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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5   水泥制造行业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制造商（部分）

制造商 污染物及控制设备

Alstom
颗粒物（静电除尘器和织物过滤器）、二氧化硫（洗涤器）、氮氧化物（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技术）、汞排放控制设备

Clarcor Industrial Air 颗粒物（织物过滤器）

Ducon
颗粒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二恶英/呋喃、汞、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控制设备

Durr 有机类大气污染物（蓄热式热力焚化炉）

FL Smidth
颗粒物（织物过滤器）、氮氧化物（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汞和有机类大气污
染物（活性炭加注系统）、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设备、工艺排放控制设备

Hamon Research Cottrell
颗粒物（静电除尘器和织物过滤器）、二氧化硫（洗涤器）、氮氧化物（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技术）、颗粒物和汞（COHPAC™、TOXECON™）

表格9.4-5总结了部分美国制造商、或在美国占据较大
市场份额的外国制造商的基本信息。这些制造商可提
供以上列举的各种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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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6      基准排放因子42

污染物 基准排放因子 单位 排放因子的来源

氮氧化物 2.5 磅/吨熟料 预分解窑的烟道测试
二氧化硫 0.3 磅/吨熟料 烟道测试
颗粒物 0.34 磅/吨熟料 美国联邦环保署的国家排放清单
氯化氢 12 ppmv 烟道测试
总烃 21.4 ppmv 烟道测试
汞 111 磅/兆吨熟料 物料平衡方法

美国现行大气污染排放限值的影响分析基于一座熟料
年产量为120万吨的预分解窑。影响分析的基准水平为
美国水泥制造行业执行该限值之前的排放水平。基准

排放水平是使用各种渠道收集的排放因子进行估算得
到的，详情如表格9.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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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4-7 总结了这座熟料年产量为120万吨的预分解
窑的基准排放情况和减排估算。在基准排放的基础上
实现减排的估算基于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建立波特兰水
泥制造业有害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和新源绩效标
准时美国国内最先进的排放控制技术的预期控制效率
和应用情况。

虽然下表中列举的排放控制技术可代表美国水泥制造
行业的最高排放控制水平，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快速研
发以及水泥厂和水泥窑实际运行情况的差异，我们
仍然无法准确了解各水泥制造企业如何采取具体措施
以达到美国有关排放限值的要求。水泥制造行业有关

法规的合规执行期限是2015年9月，但是有关部门没
有收集到可用来证明企业合规执行的信息和数据。举
例来说，一些水泥厂可能会安装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
术以满足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的要求，但其它的水泥厂
可能会借助低氮燃烧器、分阶段燃烧、调整进料配合
比、调整水泥窑燃料类别和其它工作流程等工艺排放
控制方案取得相同的效益。在通常情况下，很难找到
一座在各个方面都采用最先进技术的水泥厂，但是却
可以通过各个采用不同附加控制设备和各种监测与控
制系统的水泥厂总结出一套能够在生产绩效和合规执
行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排放控制方案。

表格 9.4-7   熟料年产量为120万吨的预分解窑的基准排放情况和减排估算42

污染物 基准排放情况 控制设备 去除效率 减排估算（吨/年）

颗粒物 204吨/年 使用聚四氟乙烯46膜袋过滤器取代传统
的织物过滤器 ≥ 99.9% 198吨/年

氮氧化物 1500吨/年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50% 750吨/年

二氧化硫 200吨/年 湿式洗涤器 95% 190吨/年

汞 130磅/年 活性炭加注系统 90% 120磅/年

氯化氢 68吨/年 湿式洗涤器 99.9% 67.9吨/年

总烃 185吨/年 活性炭加注系统 50% 90吨/年

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物 50吨/年 活性炭加注系统 80% 40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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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建立波特兰水泥制造业的排放标准
时，还对水泥厂排放控制设备的成本进行了估算。表
格9.4-8总结了这座熟料年产量为120万吨的预分解窑
的排放控制设备建设成本和年运行成本，使用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进行连续合规监测的成本也计算在内。
如果多种污染物可以通过同一部设备进行协同控制，
那么水泥厂在估算成本时只需计算这种设备的单一成
本即可。例如，一座水泥厂安装了一部建设成本为
2510万美元、年运行成本为360万美元的湿式洗涤器
对氯化氢排放进行处理，而这部湿式洗涤器同时也可
对二氧化硫排放进行控制。因此，需要考虑的额外开
支只剩下二氧化硫的排放监测成本。

9.4.4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二氧化碳是水泥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与
其它工业生产过程不同的是，水泥制造过程产生的大
部分二氧化碳并不来自燃料的燃烧，而是来自生产熟
料的主要成分——石灰石（碳酸钙）的分解。世界各
国的水泥制造企业一直致力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二
氧化碳减排的主要策略包括以下几点：

   •    通过设备转化和升级提高燃料的能源效率
   •    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冲击强度

   •    仪器电子化与升级
   •    使用更清洁的替代原料或替代燃料
   •    降低熟料与水泥的产量比

波特兰水泥协会在其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这些
二氧化碳减排策略进行了详细讨论（《二氧化碳减排
技术的有效性评估报告——初步评估》，A. Holling-
shead and G. J. Venta, PCA R&D Serial No. 
SN3125, 2009）。

9.4.5  建议

美国联邦环保署于2013年发布了波特兰水泥制造行业
有关法规的终稿，并确定2015年9月为合规执行的截
止日期。美国联邦环保署在为多种污染物同时制定排
放标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为单
一种类的污染物制定排放标准的过程中并不常见。这
样的方法也会在各个企业试图采用成本有效的方法落
实合规执行的过程中为它们带来一些挑战。表格9.4-9
根据美国在该领域的经验总结了一些具有减排潜力的
方案和建议。

表格 9.4-8      熟料年产量为120万吨的预分解窑的排放控制设备建设成本与年运行成本42

污染物 控制设备 建设成本 年运行成本

年运行成本 湿式洗涤器 2510万美元 360万美元

总烃 活性炭加注系统 320万美元 110万美元

汞 活性炭加注系统 320万美元 110万美元

颗粒物 聚四氟乙烯膜袋过滤器 180万美元 35万美元

氮氧化物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230万美元 130万美元

二氧化硫 湿式洗涤器 2510万美元 36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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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4-9      美国在水泥制造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和建议

美国的经验

为江苏省提供的建议

类别 详情

排放限值的严格程度

基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中不同部分的规定。例
如：
第111部分—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
第112部分—最大可达到控制技术
第129部分—燃烧固体及有害废弃物的商业/工业固
体废弃物焚化炉必须采用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值

排放标准应采用该行业的最佳可获得

控制技术

美国联邦环保署排放限值的设定允许排放源的实际排
放情况产生波动

在设定排放限值时，应将排放源实际排

放情况的波动考虑在内，排放限值应根

据运行良好和控制妥当的排放源在一段

时间内的排放情况进行综合计算，例如

24小时或30天

确定适当的大气污染排
确定适当的大气污染防
治附加设备

由于原材料和燃料种类的不同，许多污染物（例如二
氧化硫、有机类大气污染物和汞等）的排放水平也会
有很大不同

每座水泥厂需要使用的控制设备和达到

的控制水平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分析

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比较复杂，并且一种方法无法同
时适用于所有情况

需要根据每座水泥厂的实际情况分别选

取污染防治方案

部分排放控制技术具有不良环境影响（例如用于有机
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蓄热式热力焚化炉需要消耗
更多的燃料，并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用于有机类大
气污染物和汞排放控制的活性炭加注系统会使颗粒物
排放升高）

在采用可获得的控制选项时需对其潜在

的不良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考虑

湿法长窑和干法长窑 预分解窑 预分解窑的能源效率更高，且释放更少

的氮氧化物

定期合规阐释 连续合规验证 应要求进行持续性合规监测（例如每

15分钟、每小时或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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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表面涂装

9.5.1  背景信息 

表面涂装是出于装饰或保护等考量将油漆或涂料施用
于金属、木材或塑料等底物上的过程。在美国和许多
其它国家，进行表面涂装作业的企业在大气、污水和
固体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受到一系列联邦和州级环保法
规的管制。在许多情况下，表面涂装企业可以通过污
染防治策略代行部分法规要求。

本节将对表面涂装作业的一般过程、排放类别以及不
同的排放控制方法进行介绍。本节的最后还将使用一
个重要行业——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作业
的相关图表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表面涂装企业在进
行喷涂准备、涂料施用、设备清理及油漆与溶剂混合
和储存等过程中向大气释放挥发性有机
物、有害大气污染物和颗粒物等物质。
许多国家的有关法规对挥发性有机物、
有害大气污染物和颗粒物的排放进行严
格管制。

挥发性有机物（VOC）指的是除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碳酸、金属碳化物或碳
酸盐、以及在大气光化学反应中形成的
碳酸铵之外的含碳化合物。挥发性有机
物具有光化学反应性，可在阳光下与氮
氧化物发生反应生成臭氧。大约40种反
应性极低的含碳化合物也不属于挥发性
有机物，其中大部分为氟氯烃，但最重
要的则是甲烷和乙烷。

9.5.2  表面涂装作业的流程和排放点

为了提升物体表面的美观程度、耐用性或总体性能，
表面涂装企业需要向多种底物或产品的表面施用涂
料。图表9.5-2和9.5-3分别展示了在喷漆室内和室外
进行的常见喷涂作业。表面涂装作业排放的挥发性有
机物主要包括涂料中的溶剂、稀溶剂和清洁剂等。涂
料中的溶剂会在向底物或产品施用以及干燥或固化的

过程中释放。在表面涂装作业中往往需要使用多种溶
剂，每种溶剂都有其特殊的用途。一些溶剂挥发速度
较快，而另一些则挥发较慢并能够在干燥的过程中产
生更好的涂装效果。有时，在固化（例如对一些酚醛
树脂中的甲醛进行固化）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挥发性有
机物或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

图表 9.5-1    近地面臭氧的形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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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2   侧风通风喷漆室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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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3    喷涂作业49

稀释剂和清洁剂通常含有挥发性有机物，并会对总体
排放产生影响。稀释剂用于调整涂料的粘稠度。温度
和湿度也会对涂料的施用情况产生影响。清洁剂用来
对涂装设备和喷漆室进行机械或人工清洁。

假设涂料中100%的溶剂最终都会挥发到大气中，那么
对喷涂作业来说，60-90%的溶剂在施用涂料的过程中
挥发，剩余的部分则会在干燥和固化过程中挥发。对
于浸涂和帘式淋涂等其它类型的作业来说，在施用涂
料的过程中挥发的溶剂较少，但在干燥环节挥发的更
多。

9.5.3  涂料成分

如图表9.5-4所示，大部分涂料由挥发性有机物溶剂、
水和固体（非挥发性成分，主要包括树脂和色素）组
成。不同类型的涂料性质差异较大，例如着色剂的固
体含量很低，但溶剂含量很高；底漆的固体含量通常
很高，但溶剂含量较低。水则通常是一种豁免溶剂。 

图表 9.5-4    涂料成分50

油漆和涂料的挥发性有机物成分可以通过不同的单位进
行表述：

1.  克挥发性有机物（减去豁免溶剂） 
                  升涂料 

2.  克挥发性有机物（减去豁免溶剂） 
                  克固体 

3. 克挥发性有机物（减去豁免溶剂） 
                  升固体 

在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成分进行比较时，应注意使用相同
的单位。通常来说，在法规制定和合规执行时通常使用
基于固体的单位。在美国，美国联邦环保署倾向使用第
2种单位；但加利福尼亚州则倾向使用第3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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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业涂料可能含有2种或3种不同的组分，需要在
施用之前进行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表面涂装企业需
要了解各组分重量或体积的混合比。与此类似的是，
许多企业在使用涂料时会对其进行稀释。稀释剂可能
由100%溶剂组成（无固体成分），并可能释放挥发性
有机物或有害大气污染物。因此，在使用各种材料时
对质量或体积信息进行完整的记录至关重要。

9.5.4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方案

如图表9.5-5所示，降低表面涂装作业的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通常可采用两种污染防治方案：（1）污染防治，
以及（2）通过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对污染物进行捕
获和处理的传统方法。

9.5.4 (A)  污染防治和废物最少化

污染防治可以降低或去除表面涂装作业中使用的挥发
性有机物。采用该策略可以降低涂装过程本身的排
放，同时也可降低稀释剂和清洁剂产生的排放。污染
防治的具体措施包括调整溶剂配方或改变涂装技术
等。涂装技术的替代方案包括采用粉末喷涂、使用紫
外线或电子束进行固化、以及使用水基涂料和高固体
分涂料等。美国一直侧重于加强喷涂过程中的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防治，而非使用传统方法对污染物排放进
行捕获和处理。

涂料中的成分信息可通过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
、认证产品数据表（CPDS）、产品数据表（PDS）及
环境数据表（EDS）获取。在美国，涂料制造商必须
为其生产的每一种产品建立材料安全数据表。材料安
全数据表的内容包括：涂料的成分及其物理、化学性
质；如何安全使用及处理；以及如何应对暴露或泄漏
事故等。

认证产品数据表是涂料制造商或外部实验室为涂料产
品制定的一份文件，记录了：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311
号测试方法或其它经过美国联邦环保署批准的替代测
试方法测量的有害大气污染物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使
用美国联邦环保署24号测试方法或其它替代测试方法
测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和固体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以及
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24号测试方法或其它替代测试方
法测量的涂料密度。

产品数据表没有强制要求，但通常可向涂料制造企业
索取。产品数据表涉及的信息一般较为基础，与材料
安全数据表相似，但不包括材料安全数据表中的所有
内容。大型涂料制造企业目前正在为其涂料产品建立
配套的产品数据表。

环境数据表记录了涂料或溶剂的挥发性有机物成分。
涂料制造企业必须将其挥发性有机物成分的计算方法
和合规信息记录在环境数据表中。涂料制造企业在建
立此类表格时也根据认证指导方针的规定自行进行认
证。环境数据表有时也同样被称为认证产品数据表。

图表 9.5-5  降低表面涂装过程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污染防治策略

污染防治 传统方法

调整溶剂配方
捕获

使用附加控制设备进行处理

粉末喷涂 紫外线/电子束
固化

水基涂料 高固体分涂料

改变涂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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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新建企业来说，污染减排策略通常更为可取，因
为污染防治也可同时减少设备清洁和废物处理等诸多
问题。

在改用低VOC、无VOC或VOC豁免涂料时，企业
必须考虑这项变化对生产过程和产品造成的影响，例
如是否需要使用不同的储存、涂装和干燥设备；新涂
料需要多长的干燥时间和多少干燥空气；以及新涂料
用于产品上的性能、施用简易程度和持久性等因素。
有的时候，企业可以在部分产品上改用其它种类的涂
料，但是在一些特定的产品上却无法做到。这样一
来，企业便需要同时配备施用及干燥溶剂型涂料和水
基涂料的设备。另外，将溶剂型涂料改为水基涂料会
产生一定的成本。水分会使金属设备生锈并引起许多
其它问题，因此现有设备在改用水基涂料的时候可能
也需要升级为不锈钢设备，并且需要同时对干燥和空
气加热设备进行改造和升级。

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型涂料制造企业主要包
括PPG Industries、Sherwin Williams、DuPont和
Valspar等。

表格9.5-1对污染防治和废物最少化策略进行了介绍。
涂装技术的变化可改善涂料在产品或底物上的施用效
果，或减少涂料的使用量并进而降低挥发性有机物的
排放。表格中也涉及一种将现有的涂装技术转变为不
对涂料进行雾化（喷涂）的技术，这样可以提高涂料
的转移效率，进而节省涂料的使用量并降低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浸涂和帘式淋涂等技术的运行方式是将产
品或底物浸入或穿过涂料，因此在较小的底物（如小
型器具、砖块、车体或车架部件等）上使用效果更
好。美国已经创建了一系列污染防治和废物最少化
项目，包括“为环境而设计”（DfE）以及另一项叫
做“通过设计进行污染防治”（PtD）的新项目。如
需了解更多有关污染防治和废物最少化的信息，请参
阅美国联邦环保署的“为环境而设计”项目（http://
www2.epa.gov/saferchoice/design-environ-
ment-dfe-workplace-best-practices）和美国国
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http://www.cdc.gov/
niosh/topics/ptd/pubs.html）网站。

可通过污染防治策略实现的减排主要包括：1）改用水
基涂料，可实现最高100%的减排；2）改用低汽压清
洁剂，可实现50%以上的减排；3）将涂装技术改为粉
末喷涂，可实现将近100%的减排。对表面涂装企业尤

表格 9.5-1   污染防治和废物最少化

可应用于： 减排方案

涂料 使用低VOC或无VOC材料；水基材料；使用粉末喷涂和紫外线固化技术

稀释材料 使用VOC含量较低的稀释材料或水

清洁材料 在进行喷漆室清洁和人工设备清洁时使用低VOC或无VOC材料；使用低汽压
清洁剂；只执行必要的工作程序

涂装技术

采取以下方式对设备和喷嘴进行改造，以降低过量喷涂：
•    提高涂料的转移效率
•    改用低流速喷嘴
•    采用涂料电解法
•    改用帘式淋涂或浸涂

涂装、稀释和清洁 应制定涂装作业标准程序，限制涂料、稀释剂和清洁剂的用量；尽可能保持容
器密封；将溶剂加载机构放置在密封容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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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涂装企业可向其涂料或溶剂的供应商索取挥发
性有机物或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数据（或报告），并
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年度大气排放的总体情况。挥发
性有机物或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报告可以用来验证
大气排放限值的合规执行情况，因为这些报告中记
载了各企业使用涂料或溶剂的数量和类别，以及企
业每年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总
量。 
 
 
 
 
 
 
 
 
 
 
 
 
 
 
 
 
 
 
 
 
 
 
 

2. 表面涂装企业可以选择（或必须）每月或每天自行
对大气排放进行计算。这些企业经常使用电子表格
对涂料或溶剂的采购信息和化学成分信息（记录在
材料安全数据表和认证产品数据表中）进行记录和
追踪，并用于大气排放的计算。

3. 涉及金属零件和产品的修车厂与表面涂装企业可采
用简化程序进行大气排放计算、追踪和申报。 
 
 
 

9.5.4 (B)  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

传统型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可捕获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废气，并将其导入排放控制设备。表格9.5-2列举了
常见的挥发性有机物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尽管目
前具备多种排放捕获系统和附加控制设备供表面涂装
企业采用，但在选择具体设备时仍应妥善考虑涂料成
分和最终产品等相关因素。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通常发
生在喷漆室中，一般会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较
低的废气。在这种情况下，排放控制设备的成本可能
较高。

9.5.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计算（无大气污染防治附加
设备的企业）

表面涂装企业必须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
大气排放情况进行计算和追踪，以验证其大气排放限
值的合规执行情况。

表格 9.5-2   挥发性有机物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51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预期的污染物去除效率

热力焚化炉、热力氧化炉、后燃烧器 98%

催化氧化炉 95%

浓缩器 约90%（浓缩器＋热力焚化炉）

蒸汽焚化炉、补燃器、火炬 98%（运行良好的火炬、热含量＞11 MJ/sm3）

碳吸附器 95-98%

冷凝器 50-99%

水帘 随特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溶解性变化

水洗涤器 随特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溶解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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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表面涂装作业大气排放合规执行方案

在美国，表面涂装企业一般可以采取三种方案满足挥发
性有机物大气排放限值的要求，并进行合规阐释：

1. 使用合规材料*——不要求申报 
  - 在采购时验证 
  - 在使用时验证 

2. 达到一定的排放速率——无附加控制设备 
  -  例如：200克VOC/升 × 5000升/年＝1000千克

VOC/年

3. 达到一定的排放速率——通过附加控制设备实现

* 以            的形式表达

企业如采用第2种或第3种方案，则必须保留排放计算过
程的记录，并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

9.5.6  表面涂装作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相关法规 

如表格9.5-3所示，美国联邦环保署为多个不同行业的
表面涂装作业制定了大气排放法规。一些法规适用于
新排放源，一些适用于现存排放源，而另一些只适用
于位于臭氧未达标区域的企业。部分大气排放法规要
求指定企业采用合理可获得控制技术（RACT）降低
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水平。具体的要求可能包括：使
用低VOC或高性能涂料、HVLP喷枪或其它可实现有
效排放控制的技术。美国联邦环保署为一些工业排放
源制定了排放控制技术指导方针，帮助各州为其境内
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确定适当的合理可获得控制技
术。表格9.5-3还列举了具备排放控制技术指导方针的
行业。 

如需了解各行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epa.
gov/ttn/atw/coat/common/coatingsdisc.html以
及 http://www3.epa.gov/ozonepollution/SIPTool-
kit/。

表格 9.5-3   受美国联邦环保署表面涂装大气排放法规约束的行业

受有害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NESHAP）和新源

绩效标准（NSPS）约束的行业
具备排放控制技术指导方针（CTGS）的行业

建筑和工业维护 压力敏感胶带和标签
机动车和轻型卡车 平板胶印
纺织印染 纸张、薄膜和金箔涂装
大型机械 大型机械
金属罐 金属罐
金属家具 金属线圈
纸张和其它编织网 金属家具
木质建材 工业黏合剂
航空航天 木质建材
造船 航空航天
金属线圈 造船
其它金属零件 汽车修补
塑料零件 玻璃纤维船只制造
木制家具 塑料零件

木制家具

平板木材镶嵌

克VOC（减去豁免溶剂）
克（或升）施用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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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修订的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有
害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为现存排放源制定了有机
类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月排放限值。该行业的现存和新
建排放源适用的大气排放限值如表格9.5-4所示。

江苏省目前已经为汽车制造业制定了省级表面涂装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53以单位涂装面积的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量进行评价。对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
不超过9座的乘用车，其单位涂装面积的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限值为35 g/m2。根据有关规定，每月单位涂装面
积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应基于车体底涂的总面积进

行计算。由于头二道混合底漆和涂面漆只施用于车体
的外表面，因此表格9.5-5还提供了部分基于单位体积
沉积固体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作为参考。汽车和
轻型卡车组装业其它常用表面涂装材料的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建议限值如表格9.5-6所示。

9.5.8  汽车涂装

很多行业的生产过程均涉及表面涂装作业。在这里，
本节选取了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作为示例来介绍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以及与表面涂装作业相关的其它
事项。

表格 9.5-4      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的大气排放限值52

喷涂过程 现存排放源 新建或改建排放源

在表面涂装作业中联合使用头二道混合底漆、涂面漆、修
补漆、玻璃粘合底漆、玻璃粘合作业及所有的涂料和稀释
剂，防声胶和不属于玻璃粘合系统的黏合剂及密封剂除外

0.132千克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
物/升沉积固体

0.060千克有机类有害大
气污染物/升沉积固体

在表面涂装作业中联合使用电沉积底漆、头二道混合底
漆、涂面漆、修补漆、玻璃粘合底漆、玻璃粘合作业及所
有的涂料和稀释剂，防声胶和不属于玻璃粘合系统的黏合
剂及密封剂除外

0.072千克有机类有害大气污染
物/升沉积固体

0.036千克有机类有害大
气污染物/升沉积固体

表格 9.5-5      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的大气排放建议限值54

组装涂装过程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限值

电沉积底漆涂装作业（包括涂装区域、
喷涂/漂洗站和固化炉等）

固体转化率（RT）＞0.160
时 0.040＜RT＜0.160时 RT＜0.040时

0.084千克VOC/升施用的
涂料固体

0.084×3500.160-RT千克VOC/
升施用的涂料固体

无VOC排放
限值

头二道混合底漆涂装作业（包括涂装区
域、晾干区域和固化炉等） 1.44千克VOC/升沉积固体（日称重平均值）

涂面漆涂装作业（包括涂装区域、晾干
区域和固化炉等） 1.44千克VOC/升沉积固体（日称重平均值）

修补漆涂装作业 0.58千克VOC/升沉积固体（日称重平均值）
联合使用头二道混合底漆和涂面漆的
涂装作业 1.44千克VOC/升沉积固体（日称重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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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5-6   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使用的其它材料的大
气排放建议限值54

材料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

限值*

玻璃粘合底漆 900克VOC/升
黏合剂 250克VOC/升
空腔蜡 650克VOC/升
密封剂 650克VOC/升
防声胶 650克VOC/升
垫圈/垫圈密封材料 200克VOC/升
底涂层 650克VOC/升
卡车内部涂层 650克VOC/升
衬里涂层 200克VOC/升
防水条黏合剂 750克VOC/升
润滑蜡 750克VOC/升

* 克VOC/升涂料减去水和豁免物质

   •    不提倡使用反应性较强的溶剂，鼓励使用反应性较
弱的溶剂；

   •    建议使用反应性较弱的溶剂对涂料配方进行调整；
   •    明确各种挥发性有机物对近地面臭氧形成的影响

最大增量反应活性方法的缺点主要包括：
   •    为油漆和溶剂制造商带来了更多数据记录和申报方

面的工作负担；
   •    可能会泄露一些制造商认定为商业机密的涂料配

方；
   •    由于不同物质的溶解力差异，使用MIR值较低的溶

剂取代MIR值较高的溶剂可能会对涂装过程、涂装
设备、干燥过程和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9.5.9  最大增量反应活性

尽管所有的挥发性有机物都具有光化学反应性，但是
不同物质的反应性强弱有所差异。加利福尼亚州空
气资源管理局根据各种挥发性有机物对近地面臭氧的
相对影响制定了一系列法规，通过最大增量反应活性
（MIR）对其进行量化。每种挥发性有机物都具有一
个MIR值，该值反映了这种挥发性有机物在大气中发
生反应并生成臭氧的潜力。MIR值以每克挥发性有机
物生成的臭氧的量进行衡量（单位为克生成臭氧/克挥
发性有机物）。MIR值小于或等于乙烷MIR值（0.28
）的物质被认为几乎不具有光化学反应性。到目前
为止，有关部门总共为1140余种物质和混合物制定
了MIR值。表格9.5-7列举了部分挥发性有机物的MIR
值。溶剂的MIR值越高，其释放到大气之后产生的臭
氧越多。

最大增量反应活性方法的优点主要包括：

表格 9.5-7  常见溶剂的MIR值55

挥发性有机物 MIR值（克臭氧/克VOC）

乙烷 0.28

甲醇 0.67

苯 0.72

异丁烷 1.23

正丁烷 1.15

苯乙烯 1.73

乙基苯 3.04

甲苯 4.00

间二甲苯 9.75

邻二甲苯 7.64

对二甲苯 5.84

异丁烯 6.29

乙烯 9.00

甲醛 9.46

甲基丙烯酸甲酯 15.61

甲基丙烯酸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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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  基准排放情况和减排 

表格9.5-8总结了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实施有害大气污染
物国家排放标准之后对全国表面涂装作业的有害大气
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情况所做的估算。

9.5.11  防治成本

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的表面涂装包含许多步骤。为
了满足美国联邦环保署制定的大气排放限值的要求，
表面涂装企业一般需要对一些特定的步骤做出改进。
表格9.5-9列举了表面涂装作业各个步骤的有害大气污
染物防治成本。 

美国联邦环保署在为美国汽车制造业建立大气排放标
准的过程中，对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的排
放控制成本进行了估算。美国汽车涂装业整体的排放
控制技术建设成本和年运行成本的估算也将使用持续
性排放监测系统进行合规监测的成本计算在内。估算
的总建设成本约为6.7亿美元，而额外的年建设成本约
为7500万美元。包括投资回收、运行成本、监测成本
及数据记录和申报成本在内的年度总成本约为1.54亿
美元。56

9.5.12  美国最先进的表面涂装企业

美国的许多表面涂装企业都代表着目前生产技术的最
高水平。例如，尼桑公司的田纳西州生产设施目前采
用的是一套最先进的表面涂装作业系统。该系统采用
的是一种“三重湿法涂装”技术，即同时向产品施用
全部三种涂料，期间不进行任何干燥处理。实践证
明，该技术能够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降低70%左右。
由于该技术的干燥步骤较少、整体运行过程较短，因
此也能够同时降低30%左右的能耗，并具备更高的运
行效率。57

9.5.13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二氧化碳是表面涂装过程中产生的最主要的温室气
体。二氧化碳减排一般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能耗两种
方法加以实现。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表面涂装过程 污染防治方案 防治成本

电沉积底漆涂
层与固化炉
固化

将固化炉废气导
入热力氧化炉

8200美元/处
理每吨有害大
气污染物

头二道混合底
漆和涂面漆
涂层

调整涂料的配方
（降低有害大气
污染物与挥发性
有机物的比例）

540美元/处
理每吨有害大
气污染物

头二道混合底
漆和涂面漆
涂层

将喷漆室废气导
入热力氧化炉

40000美元/
处理每吨有害
大气污染物

所有步骤（平
均成本） -

25000美元/
处理每吨有害
大气污染物

表格 9.5-8      美国全国范围内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大气污染减排情况56

污染物 基准排放 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污染物去除效率 减排情况

有害大气污染物 10000吨/年 使用排放附加控制设备对废气
流进行处理，并使用新型涂料
替换原有涂料

60% 4000吨/年

挥发性有机物 25000吨/年 50% 12500吨/年

表格 9.5-9    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组装业表面涂装的大气污染
防治成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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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施用多层涂料时可采用湿法涂装技术，即在前一
层涂料未完全干燥之前继续施用下一层涂料。这样
便可有效减少各涂装过程的单独运行，并尽量避
免使用传统型涂装作业中必须使用的干燥炉或固化
炉；

   •   减少鼓气泵的使用，进而降低用于对空气和干燥炉
进行加热的天然气消耗；

   •   使用热泵技术对喷漆室烟道内的热量进行回收

 

9.5.14  建议 

表格9.5-10根据美国在表面涂装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
经验为江苏省提出了一些具有减排潜力的方案和建
议。

表格 9.5-10   美国在表面涂装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和建议

美国的经验

为江苏省提供的建议

过去 现在

对各种挥发性有机物采取相同的污染防治措
施，未考虑其光化学反应性和生成臭氧能力
的区别

一些州份现在要求使用MIR值对不同
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评估，对MIR值
较高和较低的物质采取不同的污染防
治措施

评估最大增量反应活性方法

的有效性

采用污染捕获和控制的传统方法，例如将表
面涂装挥发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捕获并导
入大气污染防治附加设备中进行处理

通过调整溶剂配方或涂装技术，减少
或去除涂料、稀释剂和清洁剂中含有
的挥发性有机物

建立污染防治项目

在选择挥发性有机物溶剂时只考虑其对涂装
工艺的技术影响和涂层性能（例如存储、喷
涂和干燥设备；干燥时间和能量要求；以及
涂层性能、喷涂的简易程度和成品的持久性
等）

在选择挥发性有机物溶剂时，除考虑
其对涂装工艺的技术影响和涂层性能
外，还需重点考虑其环境影响和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采用替代材料—对涂料配方

进行调整

传统型空气雾化喷涂
HVLP喷涂技术和静电辅助，加强对
有关人员的培训，推广使用自动化喷
涂设备

改善转移效率—喷涂设备升

级/自动化

基于排放控制的百分比设定排放限值
基于排放VOC质量与施用固体质量的
比例，或排放VOC质量与涂层面积的
比例制定排放限值

提倡使用水基材料

溶剂型涂料 水基和粉状涂料，紫外固化 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并尽

量避免涂装作业中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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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移动源和燃料

9.6.1  背景信息 

移动源向大气中排放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包括黑碳）和有毒大气
污染物等物质，是城市和区域大气排放清单中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造成城市整体大气质量
问题的一半以上的污染物通常是由移动源排放的，尤
其是一氧化碳和有毒大气污染物。例如，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地区，含有柴油颗粒物、苯和1,3-
丁二烯的移动源排放造成的患癌风险占整个区域大气
污染致癌总风险的80%以上（如图表9.6-1所示）。
另外，移动源会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附近形成“污染
热点”（大气污染物浓度较高的区域）。有关研究表
明，这些污染热点为主要道路周边的居民带来的不良
健康影响非常严重。

如图表9.6-2所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
人均机动车使用水平仍然较低。

图表 9.6-1      洛杉矶地区有毒大气污染物的致癌风险58

基于10座固定监测站点平均监测情况计算的该区域

患癌风险值：每一百万人中有418人可能患上癌症

68.2%

8.4%

5.0%

7.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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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颗粒物
苯
1,3-丁二烯
羰基化合物
其它

图表 9.6-2    2008年各国人均机动车活动水平（机动车行驶公里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较59

人
均

机
动

车
行

驶
公

里
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Geary-Khamis美元价值）

进行案例研究的国家 金砖四国 其它国家

中国

巴西

俄罗斯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

土耳其

西班牙

法国
荷兰

英国

比利时

意大利 丹麦

瑞典
瑞士

芬兰
加拿大

挪威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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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6-3  2002至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机动车普及和经济增长情况62

每
千

人
拥

有
的

客
车

数
量

人均收入（购买力调整为美元）

图表 9.6-4  根据预测，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在未来将大幅增长63

年份

机
动

车
数

量
（

百
万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预测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对2024-2030年情况的推算

过去的预测

目前的机动车实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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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现阶段的人均机动车使用水平相对较低，因
此许多城市当前的大气污染问题主要仍由重工业污染
引起。例如，有关研究表明，江苏省的固定排放源
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该省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
一。60, 61 但是，根据目前的预期，在人口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提高、人均机动车起始使用水平较低的情况
下，中国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将会对城市大气污

染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并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排放源类别。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人均机动
车保有量和使用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中国的相关数据
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图表9.6-3所示）。目前，中国的
机动车使用水平正在快速增长。根据预测，在未来的
几年间，中国机动车使用水平的年增长率可能会达到
13-17%（如图表9.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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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未来的机动车使用水平增长率产生影响的因素
之一是中国和其它许多国家都需要面对的人口年龄变
化。研究数据表明：（a）随着年龄的增长，开车出
行的人口比例也会相应降低（如图表9.6-5所示）；
（b）中国6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口正在逐步增加（如

图表9.6-6所示）。然而，如图表9.6-3所示，目前对不
同年龄段人口变化做出的预测将会从本世纪中期开始
逐步显现，而中国的机动车在现阶段仍将保持非常强
劲的增长势头。

图表 9.6-5   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车出行的人口比例也会相应降低64

图表 9.6-6  中国与其它国家的人口正在逐步老龄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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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的挑战

在对机动车的大气污染排放进行控制时，经常需要面
对以下挑战： 

1. 大部分城市的机动车使用水平正在持续增长。由
于先进的机动车和燃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
多数国家的机动车个体排放速率正保持下降的趋
势；然而，持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和总行驶里
程抵消了这样的效果。

2. 为改善当前和近期的大气质量，污染防治方案应
重点对当前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以及施工机械、船
舶、火车和飞行器等非道路移动源进行整治和管
控。在上路行驶的移动源方面需注意以下两点：

a. 行驶年数处于中期（10-20年）的机动车的
排放量最大。就车辆个体的排放来说，最老
旧的机动车一般会产生最多的排放。然而，
当机动车行驶年数逐渐增高时，行驶中的老
旧车辆将被逐步淘汰，数量将大幅减少，剩
下的则是一些较新的车辆或者年行驶里程较
低的中期车辆。新车辆必须达到更加严格的
排放标准，性能没有严重损坏并处于保修期
内，因此这些车辆的大气排放水平较为适
中；相比较之下，中期车辆已经超出保修
期，车辆性能可能有所受损，但是其总体数
量仍然较多，并且年行驶里程较老旧车辆更
多。因此，中期车辆是进行污染防治时最应
重点关注的部分。

b. 许多关于汽车、卡车、船舶和其它移动源的
研究显示，无论机动车的年份和款式如何，
其中一部分（约10%）产生的排放占移动源
总排放的比例很高（50%以上）。因此，在
进行排放控制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便是筛
选这些排放量最高的机动车（通常称为总排
污车辆），并对其进行管制。由于总排污车
辆包含各个款式和年份，因此要具体预估某
个特定款式或年份的总排污车辆便十分困
难。这时就需要根据车辆的年检情况或采用
遥感装置等道路排放测量设备进行分析。 

3. 有关实验表明，为确保未来的大气质量改善按期
实现，污染防治方案需要对新车辆进行重点考
虑，因为这些车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陆续取代目
前上路行驶的车辆。

对这些挑战进行分析和应对的方法通常可归纳为两
类：基于技术的方法，以降低机动车排放速率（或者
是降低汽车尾气中释放的污染物）；以及基于行为的
方法，以改变机动车的使用情况。从过去的经验来
看，基于技术的方法比基于行为的方法更加有效，因
为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9.6.3  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机动车的排放水平与多个因素有关，包括车辆类型和
行驶年数、油品性质、车流量、车辆维护、行驶速度
和拥堵程度、以及正在行驶中的车辆数量和行驶里程
等。机动车污染防治方案可以按照具体措施的需求在
全市、全省、全国和国际范围内实施。通常来说，具
体措施可分为六个类别：

1. 新机动车排放标准——主要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的
新机动车排放标准（例如欧五或美国第三级排放
标准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多的低排放车
辆引入市场，并降低机动车的总体排放水平。作
为一个不太常见的案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州
级层面上对新机动车的排放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加利福尼亚州严重的大气质量问题、密集的人口
及其在美国汽车市场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促使其运
用州政府的职权对新机动车的大气排放采取了许
多监管措施。新机动车排放标准通常以改善发达
国家城市大气质量的最有效单一长期措施的形式
加以体现。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的排放控制方法。
由于受到管制的排放源企业一般是规模较大的制
造商，因此相关措施在执行时也相对比较容易。
该措施的整体实施进度通常较为缓慢，符合排放
标准的新机动车一般需要10-15年的时间对高排放
老旧车辆进行置换。长期来看，该方法的机动车
个体减排效果通常可达到90%以上。

2. 燃料质量的改变——燃料质量标准可以在全国或
全省范围内实施，以降低移动源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水平。例如，江苏省目前正在加快推广实施低
硫燃料，以降低移动源的颗粒物排放。其它基于
燃料的排放控制方法还包括：向汽油中充氧以降
低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对汽油中的苯
含量进行限定以降低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以及
采用雷德蒸汽压标准以降低挥发性有机物蒸汽的
排放。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的排放控制方法，执行
时也相对比较容易。该措施的整体实施进度相对
较快（例如3-5年），且燃料质量的变化将会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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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移动源（路上行驶的车辆和新车辆）产生影
响。一些燃料在配方调整时可能会产生预期之外
的气味变化，并引起燃料价格升高。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不能事先就相关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
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负面反应。因此对社
会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并增强沟通必不可少。该
方法的机动车个体减排效果通常可以达到10%以
上。

3. 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改造或置换——对于现存机
动车来说，柴油颗粒物滤网等附加控制设备可以
用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有关部门还可以创
建一系列刺激和补助项目，促使车主使用清洁的
新型机动车对老旧机动车进行置换。这是一种基
于技术的排放控制方法，但实际效果也依赖于机
动车车主的参与（自主参与或强制参与）。自主
性项目实施起来相对容易，但是涉及面较广的强
制性项目则比较困难。该措施的整体实施进度可
能相对较快（例如3-5年），但也可能受制于用来
进行车辆改造和置换的社会资金的可用程度。美
国主要港口近期实施的卡车置换项目表明，推动
老旧卡车的淘汰与报废可以加快车辆更新换代的
整体进度。例如，加州奥克兰港的卡车报废项目
提前十余年完成了港区卡车的更新换代工作，并
将车辆个体排放水平降低了50-75%。66然而，区
域性污染减排措施取得的成效一般不太明显。例
如，在1999至2003年期间，加州的卡车自主改造
和置换项目（又称“卡尔莫耶尔项目”）总共投
入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但实现的道路卡车氮氧
化物减排仅为2%左右。67

4. 通过机动车年检和维护项目鉴别高排放车辆并对
其进行整修——定期对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进行检
修可帮助鉴别高排放车辆，促使其进行整修或退
役。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的方法，但在很大程度上
也依赖于机动车车主、年检部门和修车厂职员的
良好参与。设计一项理想的年检和维护项目在程
序和技术上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项目的设计必
须与机动车技术紧密联系。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年
检和维护项目摒弃了原先的尾气测试程序，而完
全依赖于在线诊断系统（手持式电子读数设备）
。然而，当采用旧技术的机动车数量仍然较多
时，尾气测试程序仍然是年检和维护项目中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将尾气测试与保修作业分开的
集中测试程序已经证明比非集中测试程序更加有

效，但是在社会上推广实行较为不易。由于许多
年检和维护项目反馈的减排情况低于预期，因此
执法行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困难。美国
的经验表明，如果年检和维护项目设计得当，可
能达到10%-15%的减排效果。68该措施的实施速
度可能相对较快（例如3-5年）；然而，要想成功
实施，还需要对社会大众和修车行业的有关人员
进行一定程度的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

5. 落实交通系统管理——各城市可以采取多项行动
对交通进行疏导，降低由拥堵和低速行驶产生的
机动车尾气排放。具体措施包括：信号灯周期同
步、建立港湾式公交车站和转向车道、以及通过
电子屏幕通报事故信息并组织交通调流等。在区
域层面上，许多措施被融合至区域智能交通系统
中，并配合道路的修整和拓宽对该区域的交通状
况进行改善。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的方法，但不一
定需要执行。由于交通系统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对
现状道路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因此在区域层面上
实施的效果一般不太明显（例如整个区域内的减
排效果低于1-3%）。该措施的实施进度相对较快
（1-3年）。

6. 出行需求管理——在省级和市级层面上，有关部
门可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机动车行驶里程，并通
过增设自行车道、步行道和高速公路合用汽车车
道，建立合用汽车支持项目以及扩展公交系统与
其它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倡和鼓励采用低污染出
行方式。这些措施的设计目的是通过自主性或强
制性项目对大众的行为模式进行影响。自主性项
目的例子包括：建立一项大气质量公共信息项
目，在大气质量较差的时候鼓励大众拼车或使用
公交系统出行；强制性项目包括机动车限行措施
（例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采取的限行方
案），以及英国伦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对进入市
中心行驶的车辆征收的通行费等。另外，土地规
划也可包含“智能增长策略”，鼓励市郊和乡村
等区域采用密集混合的土地开发使用模式，以降
低这些区域的机动车使用水平。许多研究都证
实，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有效降低了人均机动车使用水平。69中国和亚洲其
它区域许多城市的人口密集程度远超欧美，长期
以来一直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作为私家车的替代方
案。总的来说，是否强制执行交通限行措施（例
如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机动车排放降低了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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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征收强制性费用（例如在伦敦和斯德哥
尔摩，市中心区域强制征收的通行费将车流量降
低了20-30%），以及城镇布局是否更加紧凑和综
合，都会对出行方式的改变产生不同的影响。70

美国的研究估计，鼓励采用密集混合的土地开发
使用模式可能会使区域层面上的机动车排放平均
降低5%左右（1%-11%）。71希腊雅典等地的实
例证明，强制性限行措施可能难以长期落实，并
可能会带来一些预期之外的结果。在雅典，一些
车主购买了高污染二手车辆来规避车辆限行规
定。72

9.7   其它行业

江苏省和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等三试点城市目前
应重点关注的其它大气污染排放源主要包括：

   •    工业锅炉
   •    生物质燃烧
   •    电子产品制造
   •    生物制药
   •    扬尘（包括建筑工地等场所产生的扬尘）
   •    餐饮企业/日常烹饪
   •    化肥施用

虽然本次报告没有直接涉及这些排放源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但是为这些排放源进行排放估算也将有效提
高排放清单的整体质量。另外，对这些排放源的大气
污染进行有效防治也将有助于江苏省和三试点城市深
化落实其大气质量目标，并将大气质量有效维持在达
标范围之内。

美国联邦环保署的技术传输网络（TTN）及排放清单和
排放因子数据交换网络（CHIEF）73可以为这些排放源
的排放估算工作提供很多资源和指导。CHIEF网络提供
的资源主要包括培训模块、排放清单资源以及与排放
清单有关的软件和工具的链接等。

专门用于进行PM2.5排放估算的工具可以从美国联邦环
保署的PM2.5排放清单资源中心74获取。该中心提供的
资源主要包括PM2.5排放清单准备工作指导、排放估算
工具、质量控制方案以及PM2.5持续性研究项目的有关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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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美国用于评估一项减排策略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成本和公共卫生效益
的最佳实践方案包括使用大气效益成本及达标评估系统（ABaCAS）等
平台对基准排放清单和未来排放清单进行比较。由于没有完整的大气排
放清单和排放模型作为依据，本次报告无法对特定排放控制技术的大气
质量改善效果进行预测。因此，本章将基于这些排放控制技术在美国应
用的情况介绍其可实现的减排程度和大气质量改善潜力。

下面，本章将介绍美国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大气污染防治方案实现的减
排程度、大气质量改善情况、排放控制成本、公共卫生和经济效益及其
它有关事项。在未来，江苏省可借助第九章列举及本章总结的美国企业
层面的减排效果和成本估算，并配合本省的基准排放清单，建立一份包
含江苏省工业企业潜在污染防治方案在内的未来年份排放清单。江苏省
可以通过ABaCAS模型对特定污染防治方案可能造成的大气质量变化
情况进行估算。如果这些污染防治方案无法有效改善大气质量，则需要
使用模型对更加严格的方案进行分析，直到其大气质量效益满足实际需
求。ABaCAS模型同时也可对成本和公共卫生效益进行估算，在进行决
策时也必须对这些信息加以考虑。我们认为，江苏省将需要审阅一系列
不同力度的污染防治方案，然后根据未来年份排放清单的分析数据选取
能够在大气质量改善情况、成本和健康效益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方案。

排放模型对大气质量水平的预测依赖于基准排放清单和未来年份排放清
单的质量。周边省市的大气污染也将对实际的大气质量水平造成影响，
且很难估算。如前所述，江苏省为保障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的大气质
量进行了一项研究，对特定工业生产活动暂停时大气监测站测量的数据
进行了分析。这项研究涉及的实时监测数据证明，大气质量在这些工业
企业关停期间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本次报告在编写时主要侧重于工
业部门。这项研究的结果在建立未来模拟情境和推断周边省市大气污染
对江苏省造成影响的背景水平时都将提供很大帮助。

对未来的污染防治方案进
行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成
本和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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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减排

第九章中涉及的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减排情况如表格
10-1所示。炼油厂的减排情况以1990年至2010年期间
指标污染物和有害大气污染物减排百分比的形式呈现。
钢铁制造部门织物过滤器和其它颗粒物排放控制设备
的应用大约可使颗粒物与金属类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分别降低1500吨/年和13吨/年。所有现存水泥窑的
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减排总量总结如下。在第九章中，
我们介绍了一座年产能为120万吨熟料的典型现代化水
泥窑有害大气污染物和非有害大气污染物减排情况的
估算。二氧化硫的减排同时取决于有害大气污染物和
二氧化硫排放的控制。由于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只适用
于新排放源，因此氮氧化物的减排情况将在波特兰水
泥窑排放标准颁布5年后得到体现。作为表面涂装行业
减排的案例，机动车和轻型卡车表面涂装企业的有害
大气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效果总结如下。如需了
解更多详情，请参阅第九章。

表格 10-1  各工业部门的减排情况

工业部门 减排效果

石油精炼1

指标污染物 
有害大气污染物

80%（1990年—2010年） 
70%（1990年—2010年）

钢铁制造 
金属类有害大气污染物 
颗粒物

13 吨/年 
1500 吨/年

水泥制造 
颗粒物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9500 吨/年 
6600 吨/年 

95500 吨/年

表面涂装
有害大气污染物
挥发性有机物

6000 吨/年 
12000 吨/年

10.2   大气质量改善

如果江苏省能有效落实并合理维护其选择的大气排放
控制方案，那么在周边省市大气污染对本省影响不变
的情况下，江苏省的大气质量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改善。在此过程中，使用模型对大气质量改善情
况做出的预测应持续与大气监测站提供的数据进行比
较，并按照实际目标及时对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作出合
理的调整。美国联邦环保署使用遍布全美的大气质量
监测站的测量数据对美国大气质量趋势进行追踪。表
格10-2中的数据以常见的大气污染物作为参考依据，
证实美国的大气质量自1980年至今得到了非常明显的
改善。

表格 10-2      美国常见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变化（百分比）2

污染物

198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199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200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一氧化碳 -85% -77% -60%

臭氧（8小时平均值） -33% -23% -18%

铅 -98% -97% -87%

二氧化氮（全年平均

值）
-60% -52% -43%

二氧化氮（1小时平均

值）
-57% -45% -29%

PM
10

（24小时平均

值）
— -36% -30%

PM
2.5

（全年平均值） — — -35%

PM
2.5

（24小时平均

值）
— — -36%

二氧化硫（1小时平均

值）
-80% -7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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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环保署也持续追踪全美大气污染物及其前体
物的排放情况。这些估算基于实际的监测数据，或者
对工厂、机动车和其它排放源产生的污染物数量和种
类进行的工程学计算。表格10-3显示，常见大气污染
物及其前体物的排放自1980年以来显著降低。

表格 10-3      美国常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变化（百分比）3

污染物

198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199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2000

年与 

2014

年的

比较

一氧化碳 -69% -62% -46%

铅 -99% -80% -50%

氮氧化物 -55% -51% -45%

挥发性有机物 -53% -38% -16%

一次PM
10

-58% -19% -16%

一次PM
2.5

— -25% -33%

二氧化硫 -81% -79% -70%

10.3   污染防治成本

表格10-4对第九章中涉及的钢铁制造、水泥制造及表
面涂装等重点行业的污染防治技术成本进行了总结。
钢铁制造部门的附加控制主要是颗粒物污染防治技
术。对大部分排放源来说，织物过滤器是最为经济实
用的污染防治设备。水泥制造部门的年度成本基于一
座年产能为120吨熟料的典型现代化水泥窑进行估算。
该水泥窑配备去除二氧化硫和氯化氢的湿式洗涤器
（360万美元），去除氮氧化物的选择性非催化还原系
统（130万美元），以及由普通除尘袋升级而来、用来
去除颗粒物的聚四氟乙烯膜袋式除尘器（35万美元）
。对汽车表面涂装行业来说，污染防治成本可根据表

面涂装工艺步骤与控制方法的不同由去除每吨有害大
气污染物540美元至40000美元不等，其平均值约为去
除每吨有害大气污染物25000美元。由于炼油厂结构
复杂，以及该部门排放源的数量和类型繁多，炼油厂
的污染防治成本在表格10-5中单独进行总结。

表格 10-4   主要工业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成本

工业部门 污染防治设备 年度成本

钢铁制造4 织物过滤器 100-600美元/
acm/分钟

水泥制造5

洗涤器、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系
统、聚四氟乙烯
膜袋式除尘器

35万-360万美元

表面涂装6
热力氧化炉、重
组器

25000美元/去除
每吨

有害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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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5      炼油厂大气污染防治成本 7, 8, 9

排放源 污染物 污染防治设备 年度成本估算（美元/年） 备注

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

颗粒物 静电除尘器 每年170万 – 400万美元 生产能力为每天4万–10万桶的
改建项目

二氧化硫 催化添加剂
700美元/去除每吨二氧化硫。根据
设备规模和控制前的二氧化硫浓度

由1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不等

生产能力为每天4–10万桶的改
建项目；控制前的二氧化硫浓

度为200–1000 ppmv

氮氧化物 选择性催化还原
系统 每年100万 – 300万美元 生产能力为每天4万–10万桶的

改建项目

颗粒物、
二氧化硫
及氮氧
化物

通过湿式洗涤器
和低温氧化技术

协同控制
每年300万–1000万美元 生产能力为每天4万–10万桶的

改建项目

过程加热器

和（燃气）

锅炉

氮氧化物
超低氮燃烧器和/
或其它先进控制

技术
每个过程加热器每年5万–14万美元 供热能力为40–400 MMBtu/小

时的过程加热器，改建

火炬
挥发性有

机物 火炬气回收系统

回收补贴额度为60–400万美元时，
成本为每年50万–200万美元（如使
用回收火炬气代替天然气采购，可

净节省10万–200万美元成本）

回收能力为4500–80000 scf/
小时的火炬气回收系统

冷却塔
挥发性有

机物
设备泄漏探测和

修复

每季度监测成本约为每个冷却
塔4000美元；回收补贴为每年

1000–20000美元；每个冷却塔每年
平均净节省1000美元

冷却水循环率为5000–100000 
gpm

硫磺回收

设备
二氧化硫

克劳斯法脱硫过
程与尾气处理

设备

在考虑回收补贴的情况下约为每年
150–500万美元

克劳斯法硫磺回收设备与尾气
处理设备，硫磺回收能力为每

天5–100长吨

设备泄漏
挥发性有

机物
设备泄漏探测和

修复 400美元/去除每吨挥发性有机物 美国联邦法律40 CFR 63 Part 
CC 平均值

储油罐
挥发性有

机物

双层密封罐顶、
导柱、为罐口安
装垫圈、对梯子

进行擦拭

380美元/去除每吨挥发性有机物 美国联邦法律40 CFR 63 Part 
CC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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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公共卫生及经济效益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12年全世界共有约700万人
因大气污染暴露过早死亡。10 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和中
国科学院进行的其它多项研究也表明，当采用不同的
方法进行分析时，中国自然环境恶化（不仅是大气污
染）带来的经济影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达3%至
13.5%不等。11

表格10-6总结了多种指标污染物和有害大气污染物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其中部分污染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
影响会根据吸入剂量的不同有所变化，这通常与暴露
时间的长短有关（急性或慢性）。二恶英、呋喃和铅
等部分有害大气污染物也已经被美国联邦环保署鉴定
为可致癌物质。

表格 10-6      多种指标污染物和有害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污染物 工业部门 健康影响 非健康影响

二恶英、呋喃
波特兰水泥、
钢铁

氯痤疮（一种与严重痤疮相似的皮肤病，由接触含氯化学品引
起）
困倦、眩晕、头痛、以及急性吸入性接触对眼睛、皮肤、呼吸系
统造成的刺激
血液紊乱、生殖系统损害
被美国联邦环保署鉴定为B2组别的可能致癌物质

对鱼类和其它野
生动物造成不良
影响

氯化氢、氯
波特兰水泥、
炼油

对鼻粘膜、咽喉和呼吸系统造成刺激
大量接触可导致咽喉肿胀、痉挛或窒息
也可导致反应性气道病综合征，一种由化学品或刺激物导致的
哮喘
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

腐蚀性

铅 钢铁、炼油

脑、肾损伤，胃肠道疼痛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对血压、肾功能、生育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认知能力退化、儿童生长迟缓
母体接触铅可造成胎儿出生体重降低及产后神经行为发展迟缓
被美国联邦环保署鉴定为B2组别的可能致癌物质

对鱼类和其它野
生动物造成不良
影响

金属类有害大

气污染物（颗

粒物通常是其

替代物，汞除

外）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表面
涂装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视觉反应时间、双手稳定度、眼手协调、
神经衰弱、嗜睡、震颤、假面状容貌、心理障碍、阳痿、性欲
低下等）

对鱼类和其它野
生动物造成不良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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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6  续

污染物 工业部门 健康影响 非健康影响

汞 波特兰水泥

通过饮食从鱼类摄取的甲基汞可能导致一系列神经发育问题，如
儿童的学习能力等
可能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美国联邦环保署将甲基汞鉴定为可能致癌
物质

随食物链积聚

氮氧化物
波特兰水泥、
炼油

对呼吸系统有害，特别是患有哮喘的人群
肺气肿和支气管炎
使心脏疾病进一步恶化

在阳光下与挥发
性有机物反应形
成地表臭氧

有机有害大气

污染物（总烃

通常是其替代

物）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表面
涂装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疲倦、恶心、震颤、身体协调失衡）
对肝、肾、血液、呼吸系统、生殖系统和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在接触苯的人群中造成白血病。苯被美国联邦环保署鉴定为A组
别的已知致癌物质

可导致地表臭氧
的形成

颗粒物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表面
涂装

使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加重，并使过早死亡风险升高 削减光照（影响
能见度）

PM2.5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

心血管疾病（心脏病）
呼吸疾病（哮喘、急性和慢性支气管炎以及其它症状）
对出生体重、早产、肺功能和其它心血管及呼吸机能造成不良
影响
使成人和婴儿的过早死亡率升高

削减光照（影响
能见度）

二氧化硫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

对呼吸系统造成不良影响，包括支气管狭窄和哮喘症状频发等
肺气肿和支气管炎
使心脏疾病加重

导致酸雨形成

挥发性有机物

波特兰水泥、钢
铁、炼油、表面
涂装

对呼吸系统有害，特别是患有哮喘的人群
肺气肿和支气管炎
使心脏疾病进一步恶化 

在阳光下与氮氧
化物反应形成地
表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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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大气排放标准的效益通常以污染物减排量的形式
呈现。除此之外，有害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益同时还
包括降低与造成表格10-6中列举的急慢性疾病和不良
反应的物质的接触。这些健康效益通常无法量化，只
能以定性的方式进行讨论。

不过，美国联邦环保署最近对2010年颁布、2013年实
施的波特兰水泥制造业大气排放标准的健康效益进行
了估算。有关数据请参见表格10-7。美国联邦环保署
估算了有助于降低细颗粒物（PM2.5）人体暴露程度的

大气排放标准的健康效益。总体的颗粒物减排是实施
颗粒物排放限值与包括有害大气污染物和指标污染物
在内的其它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共同结果，但美国联邦
环保署没有能够量化降低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公共
卫生与生态效益。波特兰水泥制造业PM2.5的减排是实
施颗粒物排放标准和二氧化硫排放标准的共同结果。
而二氧化硫的减排则是实施二氧化硫排放标准和氯化
氢排放标准的共同结果。在能源方面造成的价值约2.1
亿至4.7亿美元的不利影响没有包括在内。

表格 10-7      2010年波特兰水泥制造业有害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和新源绩效标准的公共卫生效益及货币化PM
2.5

减排效益估算的总结12

因素
降低公共卫生事故发生

的数量

货币化效益

（2005年百万美元，贴

现率3%）

货币化效益

（2005年百万美元，贴

现率7%）

避免过早死亡 960–2500 $7600–$19000 $6900–$17000

避免发病率：

慢性支气管炎 650 $19 $19

急性心肌梗塞 1500 $11 $11

因呼吸疾病住院 240 $0.2 $0.2

因心血管疾病住院 500 $0.9 $0.9

因呼吸疾病送往急诊室 1000 $0.03 $0.03

急性支气管炎 1500 $0.01 $0.01

因病停班天数 130000 $1.2 $1.2

哮喘加重 17000 $0.06 $0.06

儿童活动受限天数 750000 $3.0 $3.0

下呼吸道症状 18000 $0.02 $0.02

上呼吸道症状 14000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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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其它影响

在美国，美国联邦环保署制定的排放标准草案和终稿
在联邦公报发布时通常都会就一些次要影响进行介
绍，例如大气排放标准对固体废弃物、水资源和能源
产生的影响等。在采取特定的污染防治措施时，这些
次要影响可能包括额外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水。举
例来说，加强织物过滤器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其附带产
生的固体废弃物，除非这些废弃物可以回收至原生产
过程、或者作为另一项工业生产过程的原材料进行二
次使用。加强湿式洗涤器的使用也可以增加水的消耗
及洗涤器附带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这些废物必
须得到妥善的处理。有些时候，例如在水泥行业中，
洗涤器产生的废水可以经过脱水和干燥形成石膏，然
后与熟料混合搅拌生产水泥。加强大气污染控制设备
的使用也会提高其能源需求，包括需要更多的电力来
维持设备的运行；对热力氧化炉来说，则是需要消耗
更多的天然气或其它燃料。这样一来，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便可能增长，并因此对污染防治设备的选择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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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PTIONS FOR KEY SECTORS   |  CHAPTER 9

概述

一项有效的规划实施和持续评估程序主要包括：规划实施及合规执行日
程安排；特别针对固定排放源采取的措施（预建许可证；运营许可证；
排放监测、记录和申报要求；合规监测；执法项目等）；特别针对移动
源采取的措施（年检和维护项目；油品质量定期检测等）；应急响应制
度；以及实施进度追踪等。下面，本章将对以上各主要组成部分在美国
的执行情况进行介绍。

11.1  规划实施及合规执行日程安排

国务院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江苏省改善大气质
量设定的目标是将2017年的年均PM2.5浓度水平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
20%。《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还包括一项长期的大气质量目标，
即在2030年前达到现行的中国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省级和市级政府
部门应围绕这一长期目标开展相关工作，确保为达到2017年中期目标实
施的减排策略也可同时服务于2030年的长期目标。

11.2  固定排放源

在美国，固定排放源的规划实施程序主要包括：预建许可证；运营许可
证；排放监测、记录和申报要求；合规监测；以及执法项目等。这些组
成部分在每一项大气质量规划实施程序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规划实施和持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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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预建许可证

在美国，新源审查项目（NSR）要求固定排放源必须
在建设施工开始前取得一项排污许可证。新源审查许
可证（预建许可证）可以在工厂、工业锅炉和发电机
组新建或改建时发挥其对大气质量的保护作用。新源
审查许可证也确保新建或改建的工业设备保持最大程
度的清洁生产。另外，该项目也可确保最先进的大气
污染防治技术的应用与工业发展的需求同时得到满
足。1新源审查许可证详细规定了新建或改建施工的许
可范围、排放限度以及排放源的运行情况。

在美国，大部分新源审查许可证由州级或当地大气监
管部门颁发。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美国联邦环保署也
会颁发新源审查许可证。美国联邦环保署在有关的联
邦法规中对新源审查项目的基本要求做出了严格的规
定。各州可以根据其大气质量管理的实际需求制定独
特的新源审查要求和执行程序，但必须达到或超过美
国联邦环保署的要求。美国联邦环保署必须对州级实
施计划（SIP）中的这些程序进行审批。另外，美国联
邦环保署可授权一些州代行其颁发新源审查许可证的
权限，这些州通常被称为“授权州份”。

新源审查许可证共有三种。由于自身情况的不同，排
放源可能需要申请其中一项或多项许可证。2

1. 1. 在大气质量达到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地区，新建大型排放源或进行大规模改建
的现存大型排放源必须申请“防止大气质量显著
恶化（PSD）许可证”；

2. 2. 在大气质量无法达到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的地区，新建大型排放源或进行大规模改
建的现存大型排放源必须申请“未达标区域新源
审查许可证”； 

3. “非重点排放源新源审查许可证”。

防止大气质量显著恶化（PSD）许可证3

在大气质量达到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
求或无法根据该标准对大气质量级别进行划分的地
区，新建重点排放源或进行大规模改建的现存重点
排放源必须申请“防止大气质量显著恶化（PSD）许

可证”。PSD许可证不对排放源提高其排放量进行限
制，而是用来：

1. 保护公共卫生和福利状况；
2. 保持、保护和改善国家公园、国家野生动植物保

护区、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区、国家海岸保护区及
其它国家或区域自然、休闲、风景或历史保护区
的大气质量；

3. 确保经济增长与现有清洁空气资源的保持共同实
现；

4. 确保在新源审查项目实行的区域内，任何大气排
放增加的许可都是在对各种潜在后果进行审慎评
估，并在决策过程中为社会大众提供充分参与机
会的基础上做出的。

PSD许可证的要求主要包括：

1. 安装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BACT）； 
2. 进行大气质量分析；
3. 进行其它影响分析；以及
4. 公众参与。

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BACT）是一项基于目前可实现
的最大程度排放控制的排放限定。选取最佳可获得控
制技术时，需在考虑能源、环境和经济影响的基础上
对每个不同的案例进行独立评估。生产过程或工艺的
附加控制设备或改造方案均可作为最佳可获得控制技
术，例如燃料的清洁或处理以及创新型燃烧技术等。
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还可以是一项具体的设计、设
备、实践方案，或者在排放标准无法强制实施时发布
的一项运行标准。

大气质量分析的基本目的是阐释一个规划的大型固定
排放源或现存排放源的大规模改造产生的新增排放，
及其与其它现存排放源可能出现的排放增长或降低的
共同作用将不会使该区域大气质量超出《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的要求或产生显著恶化。

一般来说，大气质量分析应包括（1）当前大气质量的
评估（可包括大气监测数据和大气质量沉降模型的分
析结果）；以及（2）由规划项目及其未来发展情况导
致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的沉降模型分析结果，
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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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区域通常指一些具有特别自然、风景、休闲或历
史价值的国家或区域保护区。PSD许可证及其相关规
定为这些区域提供了特殊的保护。联邦土地管理员（
有些情况下也包括州级行政人员在内）负责为一个区
域设定具体的大气质量相关价值（AQRV），并建立
一系列用来确定排放源对大气质量相关价值造成不良
影响的指标。如果联邦土地管理员认定某排放源将会
对一类区域的大气质量相关价值造成不良影响，即使
其PSD增量没有超出有关要求，那么还是可以建议发
证机关否决该排放源的许可证申请。但发证机关仍然
具有颁发许可证的最终决定权。

大气质量恶化增量（PSD增量）指的是某一区域大气
污染可允许增长的量。PSD增量的相关规定可防止环
境状况较好区域的大气质量发生恶化并降低至美国《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门槛值以下。《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实际上规定了大气污染许可浓度的最
高值。另一方面，PSD增量也是某种污染物的浓度在
其基准浓度的基础上允许增长的最高值。一般来说，
基准浓度是排放源提交第一部完整的PSD许可证申请
时各种污染物的大气浓度水平。当新排放源产生的污
染超出其适用的PSD增量时，大气质量便可能发生显
著恶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新排放源没有超出其全
部PSD增量的许可范围，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也不应恶
化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门槛值以下。

其它影响分析针对处于审批阶段的新建排放源或现存
排放源改建项目产生的排污增长对大气、地表、土
壤、水资源、植被和能见度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其
它影响分析还评估规划项目对该地区工业、商业和生
活水平造成的影响。

未达标区域新源审查许可证4

未达标区域新源审查许可证适用于在大气质量没有达
到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区域内申请建设
的新建大型排放源或现存排放源的大型改建项目。该
许可证的新源审查要求根据各个“未达标”区域的具
体情况单独制定。所有的未达标地区新源审查程序都
必须：（1）要求采用最低可实现排放速率（LAER）
；（2）实行排放补偿；以及（3）为社会大众提供参
与机会。

最低可实现排放速率（LAER）指的是由下列任意一项
规定衍生的最严格的排放限值：

   •    任何州的州级实施计划中为该排放源类别指定的最
严格的排放限值；或者 

   •    在该排放源类别的实际生产实践中达到的最严格的
排放限值。

排放速率可受到一些排放控制措施的共同影响，例如
（1）原材料处理过程的变化；（2）生产过程的改
造；以及（3）附加控制设备的使用等。 

排放补偿一般是指规划排放源周边的现存排放源的减
排行为。排放补偿必须（1）能够抵消新建排放源或现
存排放源改建项目造成的排放增长，以及（2）带来大
气质量的净利益。实施排放补偿的主要目的是在允许
工业生产保持一定规模增长的情况下持续向《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靠拢。

非重点新源审查许可证5

非重点新源审查许可证适用于不受PSD或未达标区域
新源审查许可证约束的固定排放源。非重点新源审查
许可证的目的是防止排放源建设项目对该地区大气质
量的达标和保持产生干扰，或者违反大气质量未达标
区域的排放控制规定。同时，非重点新源审查许可证
经常包含特定的许可条件以限制排放源的排放水平，
使其不受PSD或未达标区域新源审查许可证的约束。

在满足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各州可以对其非重点
新源审查程序的有关要求进行调整。各州许可证发证
机关的非重点新源审查程序也是州级实施计划（SIP）
的一部分。

11.2.2  运营许可证

运营许可证有助于确保大气排放控制要求的制定与落
实。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Title V要求大气污
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和一些其它的特定排放源申领运营
许可证并按照其规定进行运营。同时，《清洁空气法
案》还要求这些持有“Title V许可证”的排放源至少
每年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要求进行合规认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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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许可证：7

   •    是具体说明工业企业（排放源）必须采取的大气污
染控制措施的法律执行文件，以提高企业的合规执
行程度。

   •    是由国家法律规定实施的（《清洁空气法案》Title 
V）。

   •    适用于所有的大型（重点）排放源和一定数量的小
型排放源（面源或非重点排放源等）。

   •    大部分由各州或当地发证机关颁发（“Part 70许
可证”，即根据《清洁空气法案》Part 70的规
定颁发的许可证）；少数由美国联邦环保署颁发
（“Part 71许可证”）。 

   •    条款涵盖适用于该排放源的联邦和州级污染控制要
求。

   •    可能需要与其它种类的排污许可证同时申请（例如
预建许可证、PSD许可证或新源审查许可证等）。

运营许可证将联邦、州级和当地监管机构的大气污染
防治方法清晰地梳理出来。在运营许可证中，各个层
级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被归纳总结为一项涵盖排放源
全年大气污染排放情况的综合性运营许可文件。运营
许可证实行的目的是使各排放源更准确、清晰地了解
和遵守其适用的排放控制要求，进而使该地区的大气
质量得到改善。8

美国国会批准创建了美国的运营许可证项目，以确保
有关法规的合规执行得到更好的落实，并更加深入地
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根据1990年《清洁空气法
案》Title V的修订，美国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
各州建立并实施各自的州级运营许可证项目。美国国
会希望能够借此消除根据联邦层级的《清洁空气法
案》及州级和当地规定制定的各种大气污染减排项目
之间的重叠与冲突。根据Title V的有关要求，美国联
邦环保署首先确定州级和本地运营许可证项目必须满
足的基本条件，然后协助州政府和各地政府建立各自
的许可证项目。

运营许可证项目的目标包括：

   •    建立一套完整、综合的许可证系统，确定并落实
《清洁空气法案》中为大气污染排放源制定的要
求。  

   •    为社会大众参与许可证审阅的过程提供机会。
   •   改善排放控制法规的合规执行情况。

运营许可证项目的主要规定包括：

   •    排放源必须至少每半年向其许可证发证机关提交排
放报告，并每年对其合规执行情况进行认证。

   •    排放源必须定期更新运营许可证，一般为每五年更
新一次。

   •    运营许可证发证机关应向项目涉及的排放源征收许
可证费，以维持项目的运转。许可证费一般按照各
排放源的排污量进行征收。

   •    在许可证颁发、更新或大幅修订时，发证机关必
须在审批过程中为社会大众提供充分的参与和公评
机会。

   •    美国联邦环保署负责对各个运营许可证项目的执行
情况进行监管，并可废除无法达到有关标准的许可
证项目。

   •    在州级或当地发证机关无法建立并维护其运营许可
证项目的地区，美国联邦环保署也负责推动并落实
其联邦许可证项目。

各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内的特别情况制定并
实施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特殊要求。这一点也是非常重
要的。 

在美国，州级和当地发证机关主要负责维持运营许可
证项目的运转，例如审批许可证申请和颁发许可证
等。美国联邦环保署的区域办公室对州级许可证项目
负有监管责任，其监管内容主要包括：9

   •    审核州级许可证项目提交的有关信息和修订方案；
   •    定期审查各州级许可证项目；
   •    审阅州级许可证草案并进行评论；
   •    审阅许可证要求的监测报告或其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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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环保署（一般通过其下属的各区域办公室）
同时还负责以下业务：

   •    审阅社会大众提交的关于申请撤销州级发证机关颁
发的运营许可证的请求；

   •    为运营许可证项目进行国家层级的立法和政策指
导；

   •    回复国会或国家行政系统的信息请求。

11.2.3  监测、记录及申报要求

政府应针对固定排放源制定排放监测要求，并且在可
行的情况下要求排放源应用持续性排放监测技术。当
该技术不可行时，应要求排放源根据指定的测试方法
和标准定期进行排放测试。运营许可证的条款还应
包括使用电子方法、标准格式和常规流程进行定期检
验、数据记录和自助申报的相关要求。

监测

运营许可证记载了大气排放源应如何根据排放限值和
其它适用要求定期或连续监测其合规执行情况。监测
要求是运营许可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
为：10

1. 监测可以为企业业主或运营商提供有效信息，用
来：（a）自行评估本企业是否满足大气污染排
放控制的要求，以及（b）在必要时帮助其确定
适当的改正措施。 

2. 监测为大部分持续性合规阐释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并为企业业主或运营商获得合规认证提供了
必要的书面证明。 

简单来说，监测的作用是确保企业正确执行其运营许
可证的条款和相关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

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Part 70规定了大气排放许
可证应具备的监测要求。其中部分关于监测、记录及
申报要求的条款规定：“每项大气许可证应包含以下
监测要求：

A. 在适用的监测和测试规定框架下，所有的监测和
分析程序或测试方法 …

B. 当适用的规定不强制要求执行定期测试或仪器/
非仪器监测（作为监测替代方案的数据记录）
时，足以在一定时段内获得可靠数据、并对该排
放源的合规阐释具有代表能力的定期监测 …” 
[70.6(a)(3)(A) 和 (B)]

另外，部分关于合规执行的条款规定：“所有的运营
许可证都应包含以下合规执行内容：… 足以确保排放
源正确按照许可证条款执行的合规认证、测试、监测
和申报要求 …”[70.6(c)(1)]

1997年，美国联邦环保署颁布了一项《合规确认监测
规定（CAM）》。该规定适用于必须申请Title V运营
许可证的重点排放源。具体来说，该规定特别针对依
赖大气污染控制技术达到有关排放要求的主要排放设
备。《合规确认监测规定》要求企业业主或运营商向
监管部门汇报其排放监测的具体执行情况（有时也被
称为“合规确认监测计划”），包括监测计划的适当
性说明等。《合规确认监测规定》同时也确定了必要
的许可证条款，主要包括：

1. 经监管部门批准的监测方法，包括监测的绩效参
数等；

2. 有效的绩效参数范围。当绩效参数位于该范围以
内时，便可充分反应该企业的合规执行情况；

3. 监测系统的性能和监测点的具体位置，以确保数
据的代表性； 

4. 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方案，以便对数据的有效性
进行持续评估；以及

5. 监测的频率，以及数据的平均计算时段（如果需
要）。

记录

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Part 70对每项大气排污
许可证均应具备的标准数据记录要求作出了明确规
定。其中，部分关于监测、记录及申报要求的条款规
定：“在记录方面，许可证应归纳所有适用于排放源
的数据记录要求，并且在适当时要求排放源提供以下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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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强制性监测信息的记录，包括：

1.    许可证中规定的抽样或测量的日期、时间和地
点； 

2.  执行分析的日期；

3.  执行分析的公司或机构；

4.  使用的分析技术或方法；

5.  分析结果；以及

6.   进行抽样或测量时企业的运行情况；…” 
[70.6(a)(3)(C)(ii)(A)]

另外，记录要求还规定排污许可证在适当时应要求排
放源“自监测抽样、测量、申报或应用日算起，对所
有强制性监测数据和辅助信息的记录进行至少5年的存
档。辅助信息包括所有校准及维护记录、所有持续性
监测仪器的原始带状记录图表、以及许可证要求排放
源提交的所有报告的复件。”[70.6(a)(3)(C)(ii)(B)]

申报 

运营许可证条款应包含申报的相关要求，规定持证人
（排放源）至少每6个月向发证机关申报其强制性监测
结果和其它进行合规验证时必不可少的数据（例如适
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等。运营许可证应对申报要求
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便有关部门根据其条款和限制条
件确认排放源的合规执行情况。

排放源根据运营许可证要求提交的任何报告都必须由
企业负责人签字，并对报告的准确性进行核实和确
认。

11.2.4  合规监测

合规监测是美国联邦环保署用来确认受监管行业良好
遵守环保法规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包括监管部门用
来判断企业（或企业集团，例如在地理位置、行业部
门或组织架构方面互相关联的工厂等）是否遵守其适
用法规的行政手段。合规监测主要包括：11

   •  合规监测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    现场合规监测：合规检验、评估和调查（如排污许
可证、数据和其它文件的审核等）；

   •    非现场合规监测：数据收集、审核、申报、程序协
调、监管和技术支持等；

   •    检验员培训、资格认证和业务支持。

美国联邦环保署为企业提供合规奖励和审计服务，鼓
励它们发现违规现象并及时上报。同时，美国联邦环
保署也可从社会大众反馈的意见中发现企业的潜在违
规现象。这些违规现象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民事或刑事
后果。

下一代合规验证 

现阶段在大气污染方面遇到的种种挑战要求我们采取
更加现代化的方法对企业进行合规验证，例如在加深
环保法规强有力实施的同时采用多种现代化的工具和
方法。下一代合规验证是美国联邦环保署在改进合规
验证方面的综合性战略。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制定该战
略的过程中汲取并借鉴了该署内部和社会各界提出的
多项意见和建议。 12

下一代合规验证由五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每个部
分都致力于提高合规验证程序的有效性：

   •    以改善合规执行和提升环境效益为目标，设计和建
立更易于实施的法规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    推动大气排放及污染物探测新技术的应用，以使受
监管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污染
物排放、环境现状及未合规执行等实际情况；

   •    扩展电子申报的应用范围，在帮助美国联邦环保署
和其它有关部门更好地管理数据、改善工作有效性
和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使环境申报更加准确、完整
并有效；

   •    提高社会大众获取有关信息的能力，并增强信息的
透明度；

   •    建立并应用创新型执行方法（例如数据分析和定
位），以促进企业更广泛的合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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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执法程序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中涉及的减排行动应基于有关监管
部门（例如环保部、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等）可有效
执行的法规和其它要求。中国于2014年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以及2015年发布的《大气法》都对有关部门
的执法权限进行了强化。美国在此方面的经验表明，
一项有效的执法程序的主要特点包括：违规处罚力度
应远高于合规执行的成本；罚金的数额应高于违规取
得的经济效益；执法必须公平、公正，采取前后一致
的标准；以及国家和省级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督可促使
各地方有关部门更加认真负责地开展执法工作。如果
有关部门能够为受监管的公司和企业开展有效的现场
调研、技术支持和合规培训，那么也将有效提高其合
规执行的水平和力度。

有效执行环保法规是美国联邦环保署保护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战略计划的核心环节。美国联邦环保署致力于
确保企业有效地遵守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当获得行
政或立法授权时，美国联邦环保署也将采取法律行动
追究违规企业的民事或刑事责任。13

执法行动的类别

民事行政执法行动是美国联邦环保署或各州在其既有
权限范围内采取的非司法执法行动。这些执法行动不
涉及法院的介入。美国联邦环保署或各州可采取的民
事行政执法行动主要包括：

   •    提醒企业注意其违规现象或进行现场整顿；或者
   •    命令个人、企业或其它实体进行现场整顿或场地清

理。

民事司法行动指的是正式的司法诉讼。一般可就以下
情况对个人、企业或实体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未能遵守有关法律或法规要求；
   •   未能执行行政命令；
   •    未能向美国联邦环保署缴纳场地清理的费用或保证

金。

在国家层面上一般由美国司法部代表美国联邦环保署
提起此类诉讼。有些时候也可能由各州的检察长代表
州政府的有关部门提起诉讼。

刑事执法行动指的是美国联邦环保署或州政府就某企
业或个人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有关部
门通常只在违法情况非常严重或被告人明知故犯等情
况下采取刑事行动。如果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则可能
为被告人带来巨额罚金或重大刑期。

执法行动结果的分类

民事执法

   •    和解一般指的是双方就执法案件的解决方案达成
一致。

       o    行政执法行动的和解经常以同意协定/最终行政
命令的形式体现。

       o    司法行动的和解通常指的是涉案各方共同签署同
意令并由相应级别的法院裁决通过。

   •    民事处罚指的是个人或受监管实体由于违反法律规
定或未能达到合规要求而缴纳罚金。民事处罚通常
作为一项刺激方案，以促使个人或受监管实体遵守
有关环保法规并保持合规状态。罚金的数额需能够
补偿违法获取的经济利益，并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
性进行一定程度的额外处罚。

   •    强制救济要求受监管的实体必须采取或不得采取一
些特定的行动。采取强制救济可使该实体满足环保
法规的合规要求。

   •    环保补充项目可以作为执法和解的一部分。环保补
充项目是违法者除了在和解协议中商定的改正行动
之外，自愿进行的补充性环境改善项目。

刑事执法

   •    刑事处罚是联邦、州级和地方法院法官判决的处罚
内容。除刑事处罚之外，被告方可能还必须向其违
法行为的受害方进行赔偿。例如，法院可能会勒令
被告方向当地消防部门赔偿其出警和处理有害废物
泄露的费用。

   •   监禁指的是被告方个人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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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移动源

在实施移动源污染防治方案时，年检和维护项目对于
检查机动车是否达到排放标准的要求非常重要。另
外，在油品通过供应链进行运输的过程中对其质量进
行定期测试也是必不可少的。

11.3.1 年检和维护项目

机动车或发动机制造商对其旗下产品符合有关排放标
准的要求负责。在美国境内生产的机动车和发动机的
制造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美国联邦环保署颁发的排放达
标许可的条款执行。进口车辆和发动机则必须经过美
国联邦环保署的认证，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例
外。任何个人拆除或关闭机动车或发动机排放控制设
备的行为都是法律严格禁止的。14

美国联邦环保署审批机动车和发动机制造商的排放许
可申请，并对其线上生产及线下投入使用的车辆和发
动机进行排放测试。美国联邦环保署与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共同协作，确保进口至美国境内的车辆和发
动机通过相关认证。另外，在大部分臭氧浓度未达标
的区域，轻型车辆的排放通过各州实施的年检和维护
项目进行定期检查。美国联邦环保署执行年检的对象
包括：

   •    机动车和发动机制造企业；
   •    大气排放实验室；
   •    机动车和发动机经销商；以及
   •   机动车和发动机零部件的供应商与组装车间。 

定期对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进行检验可以帮助鉴别排放
量较高的机动车，并鼓励有关方面对这些车辆进行整
修或淘汰。这项方法很大程度上基于技术方面，但同
时也依赖于机动车车主、年检机构和修车厂的积极参
与。设计一项最理想的年检和维护项目在程序和技术
上来说都非常困难，并且必须要与机动车的生产技术
密切相关。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年检和维护项目摒弃

了原先的尾气测试程序，而完全依赖于在线诊断系统
（手持式电子读数设备）。然而，当采用旧技术的机
动车数量较多时，尾气测试程序仍然是年检和维护项
目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将尾气测试与保修作业分
开的集中测试程序已经证明比非集中测试程序更加有
效，但是在社会上推广实行较为不易。由于许多年检
和维护项目反馈的减排情况低于预期，因此执法行动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困难。美国的经验表明，
如果一项年检和维护项目设计得当，便可能实现10%-
15%的减排效果。15该项目的实施速度相对可能较快（
例如3-5年）；然而，要想成功实施，还需要对社会大
众和修车行业的有关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知识普及和
培训。

11.3.2 油品质量定期检验

炼油厂和油品进口商在遵守相关机动车油品质量标准
方面负有主要责任。油品运输系统的各个环节则需要
确保机动车油品在运输时不受到污染，并在适当的时
间和地点进行使用。举例来说，在美国，更加严格的
汽油质量标准在夏季臭氧浓度较高时实行，并适用于
特定的臭氧浓度未达标区域的重整汽油。机动车和机
械设备只可使用专门为其指定和登记的类别的油品。16

美国联邦环保署主要在以下地点对油品质量进行检
验：

   •    零售店；
   •   运输终端；
   •    炼油厂； 
   •    进口商；
   •    油品检验实验室。

炼油厂和进口商必须对其所有种类的油品进行检验，
并向美国联邦环保署提交报告。另外，炼油厂和进口
商也必须通过独立的实验室对重整汽油进行检验。在
重整汽油生产时，需对其进行质量保证测试；在重整
汽油通过零售店销售时，也需对其进行质量抽查。之
后再向美国联邦环保署提交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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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美国的重要经验

美国在机动车排放控制方面的重要观察和经验总结如
下。
   •    一般可以通过6种方法推动机动车的减排工作。总

的来说，基于技术的排放控制方法已经证明比基于
行为的方法更加成功和成本有效。但是，我们通常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全面了解这些方法以及机动车新
排放标准的效益。因此，将基于技术和基于行为的
方法进行融合，以实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减排效
果，是非常重要的。

   •    虽然基于行为的排放控制方法实施难度较大，但是
也必须留意：

       o    许多基于行为的方法试图通过改变上班族的通勤
方式（例如提高通过公交系统出行人数的比例）
进而降低私家车的使用。然而在许多城市中，通
勤出行往往只占到道路机动车使用的一小部分。
例如在美国，通勤出行只占机动车行驶总量的
25%左右。因此，基于行为的强调推广公共交通
的方法只能对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状况及其引发的
大气质量问题起到局部作用。大气质量规划者们
需要对主要移动源的排放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
并了解各个现行排放控制方法在哪些方面对大气
质量产生了影响。

       o    许多基于行为的方法已经证实在短期内更加有
效，且容易被各方接受，例如中国部分城市采取
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但是长期来看，其效
果和可行性却不如短期。不过，在针对大气质量
问题建立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针对短期问题采
取一些基于行为的排放控制方法仍然相对可行。

       o   长期来看，最有效的基于行为的方法往往是通过
增加出行成本达到其目的。例如在伦敦和斯德哥
尔摩等城市实行的道路行驶收费项目有效达到了
推广使用公交系统、减少私家车行驶的效果。这
些项目能够进行自我强化，即通过项目收取的行
驶费为公交系统的发展和更新提供资金支持。然
而，美国由于其基本国情，在很多时候通过实行
道路行驶收费项目（例如通行费、燃油税、道路
行驶收费区域、高峰时段行驶费等）以大幅降低
机动车的使用并不十分现实。近年来，美国的大

气质量规划者们在新建公路系统中实施收费政策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符合实际情况和需求
的前提下，在新建公路系统时应特别考虑采取行
驶收费政策。

   •    对社会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和教育可以为基于技术和
基于行为的各种排放控制方法提供有力的支撑。如
果机动车车主不能很好地了解排放控制的必要性及
其环境利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导致政
策实施的延迟（最好情况）甚至取消（最坏情况）
。因此，排放控制方法的实行计划需要为知识普及
和教育过程预留充足的时间。 

   •    美国在此方面的长期经验表明，交通部门和大气
规划部门在工作和协调时可能会发生冲突。美国
1990年修订的《清洁空气法案》中针对这一问题
确立了一项“交通一致性”政策，要求有关部门就
交通规划和大气质量规划举办跨部会研讨；在规划
中使用一致的前提条件；并定期对两部规划进行比
较。其它国家也需要对类似的部会间冲突进行鉴别
和解决，防止其影响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效果和进
程。

   •    由于施工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源种类繁多，以及一些
柴油机械使用寿命较长，因此对该类排放源进行控
制难度较大。货运船舶及飞行器等非道路移动源在
本地、区域甚至国家层面上都不易进行控制，因此
需要针对这些排放源签署国际排放控制协议。总的
来说，道路移动源在短期和中期内达到一定减排效
果的可能性很大，但非道路移动源则困难许多。 

   •    对道路移动源和非道路移动源两方面的排放控制来
说，柴油机动车一般是最重要的机动车类别。在所
有的移动源中，柴油机动车会产生与其数量比例不
相称的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以及有
毒大气污染物排放，并导致能见度下降。另外，柴
油机动车排放控制的实施进度可能会比汽油机动
车更慢，因为柴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通常较长，
车辆置换也更加缓慢。鉴于柴油机动车的这些特殊
情况，污染防治方案通常重点对其排放量最高的部
分进行治理。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关部门推
进卡车淘汰或改造的工作通常侧重于短距离货运卡
车，因为这些车辆是重型卡车中车况最差、排放量
最高的。尽管短期内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对港口、
铁路场站及物流中心等地点的货运卡车行驶活动进
行控制，但是要想对该区域的柴油机动车排放进行
全面治理，则需要同时施行多种排放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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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迄今为止，为改善大气质量建立的排放控制方法经
常会出现两方面的偏差：这些方法可能会低估实际
的排放情况，或者高估排放控制方法的效益。通过
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许多案例可以发现，以上两方
面偏差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在美国，有关部门在
使用排放模型工具时低估了多年的道路移动源排放
情况，同时也高估了年检和维护项目的实际效益；
在中国，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高估了在私家汽油车辆
上安装催化式排气净化器、以及在出租车上推广液
化石油气燃料的实施情况；在希腊，有关部门高估
了雅典机动车使用限制规定的效益。因此，有关部
门需要对实际情况和实施进展进行持续追踪，以及
时调整排放清单和模型数据，并改进必要的排放控
制措施。另外，制定应急计划也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能够对机动车排放进行迅速并
有效改善的“新技术”是不存在的。过去的经验证
明，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污染防治方案进行整合，
并将基于技术和基于行为的控制方法合理搭配，对取
得显著的减排效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组合式污染防
治方案的设计会根据大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地理尺
度的不同有所差异。

11.4  应急响应制度

当大气污染水平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应急响应制度
便成为保护公共卫生状况的必要环节。这些紧急情况
可能在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大气条件出现时，或工业
排放源和机动车密度较高的区域产生。应急响应制度
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    用于收集和整理数据的大气质量监测网络和数据管
理系统，例如AirNow-International；

   •    空气质量指数，用于将污染物浓度转化为更加简明
易懂的公共卫生信息；

   •    根据大气质量模型工具建立的大气污染预报能力； 
   •    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

的公共预警系统（例如AirNow-International系统
的信息发布、智能手机的推送警报、以及社交网络
的通知等）；

   •    省级和市级环境监管部门负责提供即时信息，并作
出适当的回应。

一套典型的应急预案包含四个重要元素：1）根据大气
监测数据为每种污染物设置预警级别；2）污染物浓度
水平上升至不同阶段的标准和要求；3）针对不同排
放源和污染物造成的排放采取应对行动；以及4）要求
大型工业排放源提交应急响应预案，并由监管机构审
查和批准该预案。有关部门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监测
点测得的污染物浓度峰值来决定是否启动应急响应预
案。典型的应急响应预案可包括三个阶段，且每个阶
段的应对行动随着污染水平的严重性向上提升：

       o    第一阶段：向社会大众、学校和医院发出通知，
不强制采取应对行动

       o    第二阶段：采取一定程度的强制应对行动，并减
少室外体育活动

       o    第三阶段：机动车限行，暂停工业生产活动，并
取消室内外体育活动

有效的应急响应制度包括提早向社会大众发出通知；
与其它有关部门紧密合作；以及要求工厂和业主采取
减排措施等。随着大气标准依据公共卫生实际情况不
断完善，应急响应制度也需要对其规定的不同污染水
平及各阶段的应对行动进行调整。

11.5  追踪进展

追踪大气质量管理规划项目的进展和有效性的三种
基本方法包括：a）追踪相关规定和制度的实施情
况；b）追踪减排情况；以及c）追踪大气质量改善情
况。

相关规定和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追
踪，例如追踪落实的新规定的数量；落实工艺过程改
进或安装新型排放控制技术的企业的数量；或者颁发
的排污许可证的数量。

减排情况的进展最容易在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技术的
排放源上进行追踪，例如发电厂。然而，要想全面审
阅某一特定年份中整个省份或城市的减排情况的进
展，通常需要耗费一年以上的时间对大量排放源的排
放数据进行估算和质量保证审查。

大气质量监测数据可以为追踪项目实施进度提供最及
时的支撑。该数据为研究减排项目、能源规划、人口
增长和其它因素的共同效应提供了一项综合性研究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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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简介

中国的决策者与大气监管部门在建立有意义、有效和成熟的电力规划与
总体环境规划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它很多国家，大气质量
管理与电力规划之间的协调长期以来始终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但是由于
中国的电力规划和总体环境规划均处于早期发展或改革阶段，因此机遇
更多，双方之间的协调也更加切实可行。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项单独
的规划应整合为一项综合性规划体系。

电力规划将在中国逐步实现其大气质量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变
得更加重要。1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与大气污染和其它环境问题有关的科学和公
共卫生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降低大气污染物有害影响的
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样一来，中国的大气质量管
理规划工作可以同时针对多重污染物展开防治，并同时应用能源效率更
高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使成本有效性大幅提高。

2013年发布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为省级大气质量管理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拉开了序幕。到目前为止，省级规划中涉及的措
施大多侧重于末端治理和燃煤电厂运行效率的改善。能源规划则可以协
助推进其它工作，包括确定成本有效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及制定输电项目
的区域规划等。

12.2  中国现阶段能源状况的描述 

在中国，环境规划和电力规划正在逐步得到开展和改革。目前正在制定
中的国家“十三五”计划（2016年-2020年）对有关工作的部署是目前
关注的重点。2015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再次强调了中国对大气污
染进行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关部门近期在新《环境保护法》的框
架下开展了一项整治和取缔违反有关规定的大气排放源的两年行动，并
就降低能源强度和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出了新的目标。

电力规划

中国的能源规划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间，
中国在能源规划和不同资源种类的投资协调方面遇到了许多重大挑战。2, 3

能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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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许多挑战，中国的电力行业仍然实现了规
模显著的发展，并为全社会持续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
举例来说，自2010年至2013年间，中国每年新增的发
电容量达80吉瓦以上，而且目前仍在保持快速增长。

然而，电力规划和投资审批之间协调的不足也已产生
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

   •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大幅缩减（也可以看作“浪费
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水能等）。导致这
个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是电力生产投资和电网的
实际情况不匹配，如风力发电投资的地理分布不合
理；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刚性热电联产发电机组数
量的增长。

   •    煤电生产能力投资过剩，以及柔性资源和高峰容量
投资不足。 

   •    错失落实低成本减排的机会，例如通过终端利用能
源效率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投资实现的减排。 

与环境规划类似，中国的电力规划目前正处于重大改
革阶段。2015年3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了当前对电力规划体制进行
重大重组的需要。其它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出台也预示
着“十三五”规划将开始逐步落实电力行业的体制改
革。4  这对中国以相对合理的成本逐渐实现电力行业改
革目标（包括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12.3   根据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的能

源规划准则

12.3.1  简介

在全世界范围内，电力部门及大气监管部门的有关人
员始终在思考如何有效合理地调动低排放资源，并充
分保障各种可再生能源使用的灵活性。

在能源效率、环境及风险等概念被提出之前，电力规
划的主要目标只是找到不同种类资源的最佳组合。今
天的准则与过去相似——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找到成本
最低的发电资源的组合。但是资源的概念却发生了重
大的改变：现在的资源包括需求侧资源以及供应侧资
源。另外，成本也不仅仅是直接建设成本和燃料成本，
还包括大气排放的社会成本（和其它环境成本）以及

不同种类资源的特点所带来的效益，例如资源的灵活
性，这也是电力规划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正如睿博能源智库在2014年提到的5，美国、欧盟和巴
西的电力部门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规划，以对满足可
靠性、环保需求、排放要求和其它重要条件的资源进
行鉴别，同时将其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但是
这些国家电力规划过程的完整程度具有很大差异。目
前，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电力规划
案例。这些规划对所有种类的可用资源及其全部的成
本和效益进行了考虑和分析，其中包括排放的社会 

（“外部”）成本，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规划过程仍然
在这个方面有所欠缺。

这些国家以不同程度讨论的一项重要问题是终端利用
能源效率的规划。能源效率是一项常见且成本有效的
手段，可帮助整个电力行业实现减排目标，并大幅降
低消费者的电力消耗。

国际上的电力系统规划是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各个
国家的工业结构和基本国情具有很大不同，但一些常
见的“最佳实践方案”却经常被采用。总的来说，电
力部门的政策应具备两个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一、
电力综合规划的制定和定期更新，以使其满足可靠性、
环保等需求及其它重要条件；二、机制的设计和定期
调整，用于输送规划中确定的资源。

一部完整的电力规划通常包含以下元素：

a.   资源适当性规划，确保需求侧和供应侧的资源均
能适当且可靠地满足预期的需求； 

b.   输电可靠性规划，确保输电系统对新项目的增量
可靠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评估，以可靠
和成本有效的方式向消费者输送电力；

c. 环境规划，确保环境目标得到强化和实现。 

在理想情况下，这三个元素应紧密结合并共同组成一
项涵盖短期、中期和长期（10年以上）目标的综合规
划体系。但是这些元素通常会具有一些不足，因此需
要持续对其进行改进。

12.3.2  美国的电力规划

如图表12-1所示，美国电力规划的核心是“综合资源
规划（IRP）”。美国的多数州目前采用综合资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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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自实行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简单来说，综合资
源规划通常要求电力公司参与到公共规划过程中，并受
有关部门的监管和调度。在公共规划过程中，所有可获
得的供应侧和需求侧资源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为
在社会总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合理
规划。

将需求侧资源，特别是终端使用能源效率融合到电力规
划过程中，会使得终端使用能源效率的投资大幅增长。
这是因为提升能源效率通常比建设新型发电厂更加便宜
和清洁。

美国的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宣布能源效率
为“优先战略资源”，并要求其电力规划中必须包括“
所有成本有效的能源效率选项”。欧盟在2015年春天宣
布了一系列政策，将提高能源效率放在首位，并成立了

一个能源联盟来协调30多个国家的能源政策。欧盟已经
意识到过去将改善供应侧资源置于需求侧之上所带来的
问题，并强调能源效率是一项成本有效性非常高且可靠
的资源供应方法。6

然而，即使是在能源规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州
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将排放外部性完整地与规
划过程进行结合，并确定和开发各种成本有效的能源效
率方法。这样一来，能源效率投资便可在能源规划的过
程中得到考虑，以作为取代传统发电厂的替代投资的一
项潜在可能，甚至取代输送和分配投资。能源效率投资
低成本、低排放的特点已经使得这一执行策略在很多地
区得到了成功实践。

美国的各个州在能源规定和碳减排政策等方面差异很大。
举例来说，各个州在电力行业重组、打破原有纵向企业
结构并扶持能源批发和零售市场等方面采取的行动力度
各有不同。8 但是，无论市场模型如何，良好的电力规
划对各州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决策者需要确保政策能
够在社会总成本最低的情况下达到其设定的目标。

设计完善的综合资源规划一般还包括鉴定风险并使其最
小化。这些风险一般指的是经济风险（例如燃油价格波
动）和环境风险（例如在未来实行紧缩的环境政策可能
会使许多环境投资滞留甚至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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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1  美国的电力行业综合规划7

该州拥有一项综合资源规划标准及其执行要求

该州正在建立或修订一项综合资源规划标准及其执行

要求

该州拥有长期规划的执行要求

该州没有长期规划的执行要求

采用综合资源规划或类似规划过程的州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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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小结

总体来说，国际上常见的电力规划“最佳实践方案”
包括：

   •    将终端使用能源效率与电力规划进行结合：将提
升能源效率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项成本有效的方
法； 

   •    进行详细的资源选项经济分析：对供应侧和需求侧
资源进行对等分析。量化待评估资源的环境和公共
健康成本及效益，并将它们融合到整体规划当中； 

   •    将输电和分配规划与电力规划的其它方面进行结
合：使用输电规划者的分析工具对（1）成本较低
但分布范围较大、需要更多输电投资的能源生产与
（2）成本较高但更加靠近负荷中心、需要较少输
电投资的能源生产之间的经济取舍进行计算。输电
规划者也可以分析如何对输电投资进行调整，以同
时满足能源可靠性要求和其它公共政策目标（例如
煤炭消耗上限、地区大气质量目标或可再生能源目
标等）；

   •    确定经济、商业和环境风险并使其降到最低。9

12.4   能源规划案例和最佳实践方案

将能源和环境政策互相结合所带来的共同效益是非常
直观的。加利福尼亚州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一直保持着
总体平稳的人均能源消耗，并因此省去了建设更多发
电厂的开支，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更多的排放增
长。然而，虽然法律框架没有禁止能源和环境政策的
结合，但是在环境和能源法规较为独立的情况下也无
法直接促成其一体化。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
国各州逐步推动将环保和能源监管部门组织起来，共
同开展一系列试点项目。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且不断
深化，为其它部门提供了一份最佳实践技术的样板。
考虑到每个州或省份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在
加利福尼亚州或马里兰州实行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江
苏省。本节将对前面提及的最佳实践技术的经典案例

进行介绍。下节还将介绍江苏省大气监管部门可采取
哪些方法将最佳实践技术融合到省级大气质量管理规
划过程中。

12.4.1  联邦层面的经验

美国联邦环保署于2015年8月3日最终完成并发布的《
清洁电力计划》重点对电力行业的最佳排放绩效系统
进行了分析。该计划规定减排可以通过三个主要“结
构单元”实现，并授权各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特点
自行制定其州级计划。美国联邦环保署在《清洁电力
计划》中指出，电力可以由任何数量的发电厂产生，
减排也可通过现场或非现场的技术和过程加以实现。
例如：
   •   提升锅炉热效率。使用更少的燃料发电可以降低温

室气体和指标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及燃料成本。美国
联邦环保署预估，现存锅炉可以达到6%以内的热效
率提升幅度。 

   •    增加天然气调度。许多燃气电厂拥有提高其容量因
子的潜力，并可用于取代排放量更高的燃煤电厂。

   •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利用。美国联邦环保署根据
不同区域的特点和现行政策为每个州设定了可再生
能源发电利用的目标。 

   •   美国联邦环保署预计，许多州的合规实施计划将依
靠其能源效率项目来达到强制性二氧化碳减排的目
标。

尽管美国联邦环保署的《清洁电力计划》主要针对温
室气体的排放进行管控，但是用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的这些方法和过程也可以帮助各州降低其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颗粒物和汞的排放。美国联邦环保署已经
发布了一项指导方针草案，以帮助各州评估、测量并
验证其通过能源效率项目达到的减排绩效。10

12.4.2  美国州级层面的经验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为各州明确了建立州级大气
质量管理规划的责任。能源规划也主要是一项州级层
面的工作。国家清洁能源政策的要求或持续改善大气
质量的需求使得很多州成功推行了一系列以能源和环
境规划协调为基础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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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区（REZ）

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州借助其有利的自然条件建立了可
再生能源区，以推动新型太阳能及风能资源的选址和
开发。德克萨斯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新建了价值约50亿
美元的输电管线，将该州西部区域由风能和太阳能生
产的电力输送至东部人口密集的区域。德克萨斯州东
部严重的大气污染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历史上，休
斯敦是和洛杉矶并列的全美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德克萨斯州的可再生能源区项目将会在该州西部地
区新增超过18吉瓦的非化石能源发电容量，以此作为
该州东部地区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的替代方案，避
免加重该区域的大气污染。11

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纳入大气质量模型

作为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评估工作的一部分，马里兰州
进行了一系列大气质量模型分析，根据臭氧和细颗粒
物（PM2.5）的环境浓度变化情况评估能源效率和可再
生能源的作用及影响。12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即使是
最保守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也可使臭氧
浓度和PM2.5浓度分别降低0.50 ppm和0.10 µg/m3以
上。马里兰州还使用BenMAP对这些清洁能源项目的
公共健康效益进行了估算。13

加利福尼亚州的输电规划

加利福尼亚州长期以来一直从其它西部州份境内的燃
煤电厂进口电力，以满足其日常的大部分需要。这些
燃煤电厂产生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排放已
经在许多州造成了严重的区域性雾霾和其它大气污染
问题，其中也包括大峡谷国家公园。每年，加利福尼
亚州独立系统运营商（CAISO）都会制定一项规划，
确定满足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可靠性和政策要求的新建
输电项目。加利福尼亚州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20
年前比重达到33%14）一直对该州输电规划和投资发展
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

输电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    确定达到可再生能源目标所需的输电投资。规划者
应对10年之内的发展情况提出不同假设，并准备多
种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组合方案（包括类别
和地点等信息）。

   •    为这些可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组合方案进行输
电需求分析。

   •    确定现有输电网络的升级改造计划以及维持输电网
络稳定运行所需的其它附加设施。

   •   为升级改造计划和其它附加设施进行经济分析，评
估它们在维持输电网络稳定运行之外是否能够为纳
税人带来其它效益。

加利福尼亚州独立系统运营商同时也已采取了一系列
具体行动，将发电互联过程与输电规划进行结合。其
目的是确保新增发电容量与系统的新增输电容量之间
可以更好地进行统筹协调。

大气质量恶化与区域性雾霾现象的产生对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美国的大峡谷等国家公园每年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区域性城市大气污染与各地化石燃料电厂产
生的污染结合，使这些国家公园园区内的能见度显著
降低，对旅游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环
保署于1999年发布了一系列应对区域性雾霾的规定；
美国西部的许多州份接着又成立了西部区域大气合作
组织（WRAP），共同对降低区域性雾霾、改善大气
质量的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估。WRAP的2003年度
总结报告指出，如果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20%的
目标与提升能源效率的措施相结合，可以在维持各行
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为消费者节省近7亿美元的开支，
并有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该报告也进一步推动了
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

公共事业层面的综合资源规划

Pacificorp是一家为美国西部六个州的客户提供公共
事业服务的企业。该企业根据监管部门、社会大众和
利益团体的反馈每两年发布一份形式上等同于区域综
合资源规划的报告。16在报告中，该单位对现行和计划
实行的环境政策及规定进行评估。最后，报告的终稿
会提交给这六个州的能源监管部门进行审批。

为缺乏相关经验的地区进行能源规划

美国一些州的环境法规并不强制要求有关部门执行并
提交综合资源规划。即使是在对综合资源规划提出明
确要求的州内，十几年前规划的准确性也远远不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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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完成的规划。鉴于中国目前并未针对综合资源规划
提出具体要求，因此威斯康星州的能源规划过程可作
为一项参考。威斯康星州要求公共事业单位每两年进
行一次“战略能源评估”，并提交给州级监管部门进
行审批。这项评估报告必须对威斯康星州的能源供应
进行评估，并对未来预期的供需情况进行描述。同
时，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是该报告的重要组
成部分。17

12.4.3  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案例

欧盟的输电规划

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使太阳能电力和风能电力
的价格持续降低，但也为输电系统运营商将这一部分
电力集成至现有系统中带来了许多挑战。欧盟的能源
和环境目标预计将推动其可再生能源部署持续有力地
得到落实，同时降低化石燃料发电的比重。新型电池
储能技术的发展也为保持发电和供需之间的平衡起到
了重要作用。这些都对实现并保持大气质量与温室气
体的减排目标提供了很大帮助。输电系统运营商必须
对十年之内的发展情况进行规划，例如进行适当性评
估，以及为各成员国家收集和审核数据建立一套协作
机制。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情况相似，欧洲具有强大
可再生能源潜力的区域通常远离人口聚集和能源需求
最大的区域。欧盟的输电系统运营商已经开始推行一
系列区域规划，以便更好地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与
电力需求进行匹配并保持平衡。即使是在横跨不同国
家边境的情况下，输电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改造也已逐
步得到规划和实施。18

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

南非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电力
短缺，并造成了工业企业的停产和关闭。南非制定了
2025年、2035年和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19

在2010年之前，南非主要依靠一个国有发电企业为
全国供应电力，其发电容量的90%左右为燃煤发电。
为了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并改善能源的多样性以达到国
家环境目标的要求，南非能源部启动了一项公共事业
计划，寻求社会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自2011年以
来，该计划通过三轮竞标已经吸引了100亿美元以上的
投资，新建容量为40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
南非政府预计，在2028年前新增发电容量的40%以上
（约20000兆瓦）将基于可再生能源。20

中国能源效率设备标准

中国的能源强度和设备标准为将健全的能源政策与大
气质量规划进行结合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中国实施的
能源标准已经节省了上百万吨煤炭的消耗，并阻止了
大气质量的进一步恶化。21据图表12-2显示，到2020
年，中国借助实施能源标准节省的能源将达到中国最
大发电机组——三峡大坝输出电力的5倍以上，或者超
过10亿吨煤炭的消耗。22

江苏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

江苏省在电力需求侧管理领域一直是中国各省市中的
佼佼者。早在本世纪初，江苏省便已开始重点开展电
力供应紧缩时期的需求侧管理工作。24 在接下来的几
年间，国家电网公司需求侧管理指导中心开始在江苏
省设计并建立一个“效率电厂”试点项目。容量为数
百兆瓦的效率电厂在该项目框架下建设完成，其成本
远远低于建设容量相同的传统型燃煤电厂。25 国家电
网江苏分公司已开始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
家需求侧管理措施”框架下持续推广能源节约型需求
侧管理工作。国家发改委对江苏省2013年至2014年期
间进行的需求侧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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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能源规划对大气监管的重要性

12.5.1  简介

对中国来说，环境保护和大气质量改善，特别是有效
解决自2013年以来全国大范围频发的大气重污染现
象，是当前的核心任务。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12
年全世界共有约700万人因大气污染暴露过早死亡。27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进行的计算，中国大气和水污
染在公共卫生方面造成的开支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3%。28 另外一项近期公布的研究报告则表明，中
国为大气污染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左右。29 燃煤电厂排放的PM2.5对各个年龄段的人
群均会造成不良健康影响，并尤其会对儿童的认知能
力和身体其它方面的机能产生长期伤害。解决大气污
染问题需要全国上下和政府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尤其
是电力行业——这涉及到中国近一半的煤炭消耗。电
力规划将会在全国改善环境质量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

在电力规划的过程中重点对大气排放进行考虑，将帮
助中国的电力行业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将要求规划者
在规划资源选项时确定并考虑可预期环境政策造成的
成本。近年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大气质
量管理新政策，其中包括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减排
目标，以及为113个城市提出在2015年前初步建立大
气质量管理规划的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验表
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修订
和更新，各地大气监管部门建立的初级规划也需要根
据新的大气质量与监管标准定期进行修订。

12.5.2   推动综合资源规划（IRP）

大部分综合资源规划会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一般为5至
15年）需要的供应侧和需求侧资源以及它们的成本和
风险进行评估。综合且完整的资源规划同时还从其它
方面对各种能源选项进行评估，例如分析这些能源是
否符合相关环境法规的要求。大气监管部门在大气质
量管理规划中采用的模型分析与此相似，用于评估规
划控制措施的效力。在公共事业单位预测其如何满足
未来的电力需求时，对发电资源的数量、时间和成本

产生影响的主要能源和经济变量可能包括：

   •    电力增长；
   •    燃料价格的变化（天然气、煤炭等）；
   •    热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资源成本（需求侧、供应

侧、电网），例如升级速度和价格平减指数等；
   •     预期的容量因子（预期的发电设备每年运行小时

数、负荷情况以及时段，例如高峰时段或基本负荷
时段）；

   •    目前及未来预期的电价；
   •    输电阻塞或部分地区供电紧张（例如在高峰时段达

到或超出电网容量）；以及
   •    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进行考虑和应用。

电力规划者应定期进行未来资源需求预报，并预测其
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开支。良好的能源规划同时还
对可能影响所需资源数量和成本的非能源变量进行评
估。这些非能源变量主要包括：

   •    用于降低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和汞排放的
排放控制设备的建设成本和运行情况； 

   •    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控的潜力和假定的碳排
放价格；以及

   •    大气污染现状的公共卫生成本，以及逐步降低公共
卫生影响所带来的效益。

在分析建设成本时，应选取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
（BACT）。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指的是降低90%以上
氮氧化物排放、95-98%以上二氧化硫排放、及90%以
上颗粒物和汞排放的控制技术。基于安装和运行经验
的标准建设和运行成本数据可以通过设备制造商和电
力企业获取。 

在温室气体管控方面，中国已经在部分省市启动了温
室气体排放试点项目。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签署了一项限制并削减本国温
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在进行任何规划时，假定的碳排
放价格都不应为零。低、中和高碳排放价格一般在对
电力行业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时得到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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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近期的一些研究证明中国大气污染带来的公共
健康影响程度很大、成本很高。28美国联邦环保署和中
国清华大学特别开发了一项中国版BenMAP程序。通
过运行这项软件，30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成本和效益
数据将可以为电力规划工作提供良好的支持。

包含以上三项变量的电力规划将更准确地对需求侧和
供应侧资源的能源及非能源成本和效益进行解析。这
种规划方法将在增加新的发电容量和提供稳定的电力
之间保持更好的平衡。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鼓励
发电厂在建设时投资安装排放控制设备，而不是要求
其在投产之后进行更加昂贵的排放控制改造，可以大
幅降低发电厂的合规执行成本。

这种规划方法同时还阐释了各种能源组合的总成本和
排放情况。这项信息将使得电力、环境及其它有关部
门的决策者更好地权衡执行成本和大气质量的改善情
况。

落实一项持续性综合资源规划过程时应注意以下几
点：

   •    避免中国近期煤炭产能的过剩情况；
   •    包含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风力资源。由于无法进

行输送，这些地区的风力发电容量被相应削减；
   •    评估用于提供稳定电力的其它需求侧资源的开发潜

力；以及
   •    考虑如何推广电动汽车。

一般来说，电力规划应每2-5年更新一次，以反映经
济、能源和环境因素的变化，例如经济增长、人口增
长、燃料和技术成本以及新的环境标准等。电力规划
应当在新的大气质量标准开始实施，或者在基本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原规划的能源或经济假设造成影响
的时候进行修正。中国的初级规划在初始阶段可能需
要每两年更新一次。之后随着能源、环境和经济情况
的稳定，后期的规划更新频率可有所降低。

12.5.3  大气监管部门在电力规划过程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大气质量和能源规划之间的良好协调可帮助双方实现
其共同的目标，同时还可帮助避免环境损害及其成本
的产生。大气监管部门在电力规划过程中扮演更重
大、更稳定的角色，将会起到一系列积极作用：

   •    获取效益、降低损害：目前有许多低成本减排方
案，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这包括实施电力再
调度和需求侧管理地区的低成本或负成本排放控制
措施等。根据统计，由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大约占
中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3%。28

   •    提供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效益：大气质量管理和环
境规划的共同实施可对PM2.5、臭氧、有毒大气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进行协同控制。

   •    在达到能源和环境目标的过程中，平衡考虑供应侧

和需求侧资源的作用：包含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
和热电联产的综合能源政策可以更低的成本达到与
只包含末端治理控制的政策相同的环境目标。31

   •    避免预料之外的后果：排除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间对大气质量造成长期负面影响的非经济投资决
策。

   •    影响“十三五”及以后的五年规划中设定的目标：

促进以清洁生产为首要考量的发电资源调度。鼓励
电力生产的经济调度。

   •    有效利用有关部门的资源：可以同时对细颗粒物、
臭氧、汞和温室气体规划进行效益分析。

12.6  大气监管部门应采取的步骤

本章已经就大气监管部门在评估大气质量标准的合规
执行工作时，将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与其它措施进
行对等参考与统筹规划的效益进行了重点介绍。要使
效益最大化，大气质量与能源监管部门的共同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每个部门的工作重心有所不同：能源监
管部门侧重于为消费者提供足够的能源，并将成本控
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大气监管部门则侧重于降低大
气中的污染物，并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如果能源规划
部门无法有效意识到其在大气污染减排方面的角色，
则可能会持续批准燃煤电厂的建设，并由此导致大气
污染程度的进一步升高；另一方面，如果大气监管部
门无法有效意识到其在维持供电稳定和成本合理方面
的作用，则可能会忽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带
来的大气质量效益，并由此引起发电和工业生产成本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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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监管部门如何才能准确评估清洁能源政策带来的
环境价值，并确保能源监管部门认可其在能源规划过
程中做出的贡献？传统的大气质量规划过程强调采用
末端排放治理和有效的监测系统来确保排放标准的
合规执行。这种模式对大气监管部门来说是可以接受
的，但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方
法具有更大的效益；并意识到如果无法对环境政策的
能源和经济影响进行考虑，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预期
之外的后果。因此，大气监管部门需要对其现有的工
作模式进行调整或寻找新的方法。在过渡到多重污染
物协同控制方法时，大气监管部门比较缺乏过往案例
的参考，因此在确定具体工作步骤时可能会遇到困
难。但幸运的是，中国近期推行的一系列项目和政策
为大气监管部门更好地考虑并评估各种污染控制措施
指明了方向，包括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等。

这种被称为“协同控制”的工作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
对大气质量进行管理的方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定量
分析确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或公共卫生目标所需
要从大气中去除的污染物的吨数，然后再根据可获得
的各个污染防治方案的效力和成本对其进行评估和排
序。

如图表12-3的案例所示，某市确定每年需要从大气
中去除41404吨氮氧化物以达到其大气质量目标的要
求。32 横轴标示的是该市评估的20多种排放控制措施
及其大气质量改善潜力。纵轴标示的是每种排放控制
措施对每吨污染物进行控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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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3   氮氧化物减排潜力与不同种类技术和过程成本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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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展示大气监管部门为能源系统带来影响和效益
的案例来自美国。一个被称为多重污染物能源与大气
质量综合规划（IMPEAQ）的流程展示了大气与能源

规划部门可以如何共同合作，在短时间内实现各自的
目标。33 表格12-1总结了IMPEAQ流程的基本步骤。

表格 12-1    多重污染物能源与大气质量综合规划（IMPEAQ）流程

步骤 负责人 步骤描述

1 大气规划部门（国家、省级、区域或市级） 通过审阅环境空气监测网络的数据，确定目前的大
气质量水平（包括热点地区在内）

2
大气规划部门负责人，但也需要从能源和交通规划
部门获取信息以提出假设

通过大气质量模型，计算每种污染物为达到（现行
或未来）环境空气浓度标准所需要降低的排放量

3
大气规划部门负责人，但也需要从能源和交通规划
部门获取信息以提出假设

对减排选项的多重污染物数据库进行优化模型分析
（如不可行，则可与能源监管部门合作），确定成
本有效的能源效率、资源分布和可再生能源等方案
可实现的节能情况（及其它共同效益）

4
需要从能源规划部门获取节能数据。能源和大气规
划部门需要对相关的排放因子（根据各州和能源市
场的情况有所不同）达成共识

将能源效率、资源分布和可再生能源的节能情况以
减排的形式进行表达

5 大气规划部门
计算通过能源效率、资源分布和可再生能源达到的
减排总量；重复第3步，直到减排总量达到第2步设
定的目标

6
大气规划部门，同时在正式的监管过程中向能源和
其它规划部门以及社会大众寻求合作

实施必要的监管程序，采用并落实第3步确定的减
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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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为江苏省提出的建议

大气质量和能源规划过程是环环相扣的，并需要根据
未来的预期效果对必要的政策进行预判。预判未来10
至15年的情况一般不太准确，因为这些预判是建立在
每年都可能发生变化的变量的基础上，且这些变量的
影响范围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大气质量和能源规划
应定期修改和更新。有时可能需要每年更新一次，但
一般来说至少应每2-3年更新一次。

采用本章中介绍的工作准则和最佳实践方案的国家和
地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并改进了它们的能源规
划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均是从基础做起，慢慢地意
识到最初的工作并不完善，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
发展完善并制定了后续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当大
气规划部门没有考虑能源政策，或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没有对能源政策的效益进行分析时，由此遗漏的一些
改进机会和超出预期的后果可以作为大气质量管理规
划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和总结。

江苏省在建立并实施大气质量改善计划时面临许多挑
战。本章在提出以下建议时，也意识到江苏省不太可
能在现阶段同时落实其全部内容，并可能需要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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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措施推迟到与未来的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共同实
施。但是对江苏省来说，启动这项促进大气质量和能
源政策结合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江苏省大气污染的
主要来源与能源消耗有关。如果大气质量和能源政策
可以更好地配合，双方的目标便能够更好、更快、更
成本有效地实现。

启动电力规划工作。与本地发改委和能源局合作，为
江苏省确立一项符合实际情况的电力规划实施进程。
建议将江苏省列为电力规划和大气质量管理的试点省
份。可以从包含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在内的简单资
源规划开始，逐步推进开展电力规划工作。

将新能源的开发与省级大气质量目标进行联结。江苏
省目前的大气污染水平高于中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要求。任何新建的化石燃料工业源（煤炭或天然
气）都将使污染加重，但新的可再生能源（风能或太
阳能）发电和能源效率改进项目则可避免污染的加
重。如果推广力度较大，甚至可能使污染水平降低。
能源规划部门在选择或审批排放源新建项目时应对这
些因素进行考虑。

为燃煤电厂建立最大容量利用因子（CUF）。中国在
推广风能和太阳能利用方面的投资十分巨大，但新的
燃煤电厂同时仍在不断建设和投入生产。由于现存燃
煤电厂的原因，某些地区的风力发电甚至不得不进行
缩减。为燃煤电厂建立最大容量利用因子（CUF）可
以向投资者与项目开发商发出明确的信号，指出中国
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一项长久之计，而煤炭则无法满
足未来的长远需要。

为大气和能源监管部门建立规划协调合作机制。可首
先以非正式形式开展，之后在未来大气和能源规划建
立或修订的过程中将这种协调合作机制常态化。该机
制的参与者可以共同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

i. 未来预期的电力需求增长情况如何，以及需要使
用哪些资源？

ii. 江苏省及其下辖各主要城市电力生产的可再生能
源占比如何？需要从外国、省、市进口的百分比

是多少？省内自行开发的百分比是多少？
iii. 可以在哪些领域实行其它节能项目？ 

确定江苏省清洁能源政策的环境效益。将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和健全的基本能源原理纳入江苏省及其下
辖各主要城市的省级和市级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排放
控制措施。

利用环境影响分析鼓励大气和能源政策的结合。使用
环境影响分析（以及任何未来的预建或运营许可证项
目）确保新建及改建排放源具备高热能效率，并通过
标准流程提高煤炭质量。

12.8   总结

完成一项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特别
是在中国经济持续迅猛增长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会面
临资源紧缺和社会压力，并且在如何快速并有效地实
施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并改善大气质量方面受制于信息
数量和质量的不足。江苏省当前面临的情况与洛杉矶
和伦敦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面临的情况比较相似。在
那时，造成大气污染的准确原因尚未明确34，因此两个
城市的大气监管部门无法采取足够且有效的排放控制
措施。

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对环境空气和每个工业部门排
放设备尾气中的污染水平进行持续性监测。我们同时
也了解到，各种大气污染物将对地球上的人类、动植
物和自然环境造成整体和共同的影响。美国和欧洲部
分国家的经验表明，最快速且成本有效的大气质量改
善方法是实施多重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减排政策和控制
措施，并有效利用清洁能源政策产生的效益。

江苏省及其下辖的各主要城市可以在建立大气质量管
理规划的过程中参考本章推荐的方法和步骤。在编制
初级规划时，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方法和步骤。重
点是建立一项规划过程和框架，对江苏省大气和能源
监管部门目前的业务能力及采取的措施进行整理和评
估。江苏省在需求侧管理试点和各城市煤炭消耗限制
方面的有利经验也将是建立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重要
基础。应当对这些项目的实施成果进行全面评估，并
考虑如何将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以便在大气质量和
能源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

能源规划   |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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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将就此次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现的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面
临的主要挑战进行总结。首先是涉及到各个工作环节的综合性挑战，
之后是根据不同业务领域分组细化的技术方面的挑战。

13.1  综合性挑战

   •    有限的资源。与美国的州级环保部门相比，中国的省级和市级环
保部门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工作人员无法专项负责大气质量管理
体系的各个具体环节，而必须同时受理大气、水资源和固体废弃
物等多个领域的业务。这样一来，为大气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具
体环节培养专业人员极其业务能力就变得非常困难。与美国相比，
中国环保部门和受监管实体的角色与分工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
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    迅猛的增长。随着大量新项目的陆续上马，以及老旧、低效企业
的加速关停，江苏省工业企业的总体情况始终在持续变化之中，
这为建立完整的省级或市级大气排放清单等基础工作带来了困难。
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关的建筑施工和工业企业的涉及面很大，也
使得数据收集、检验和政策执行更加不易。江苏省的移动源数量
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406%，年度增长率达到近20%。

   •    环保部门的权限。在很多时候，市级环保部门没有针对环境问题
制定法律法规的权限。现阶段遇到的许多环境问题需要在全国层
面上建立更多的政策加以支撑。对市环保局来说，与省环保厅进
行协作，通过省环保厅向中央政府争取环保立法或者在省内建立
实施新的环保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

   •    改善大气质量的巨大压力。发展势头强劲的工业化城市始终面临
着巨大的环保压力，这也是环保部门需要合理应对的一项重大挑
战。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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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排放清单

   •    需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大气排放因子。目前亟需
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大气排放因子，以协助改
善大气排放清单。美国的最佳实践方案包括在特定
组合的工艺过程和排放控制设备上执行大气排放测
试，然后建立可用于情况相似的排放源的大气排放
因子，而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工业生产运行情
况相似的其它省市也可以将这些排放因子应用于本
省或本市大气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中，也可将其开
发的大气排放因子与其它省市共享。

   •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经验较为缺乏。建立排放清单
对环保部门的很多工作人员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任
务，部分人员在该领域的工作经验非常有限。有关
人员需要在大气质量管理系统的各个方面培养更多
的经验和技能，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技术
基础。

   •    各行业环保工作人员的经验也较为缺乏。除政府部
门的环保工作人员之外，各企业负责申报大气排放
数据的人员在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也较为缺乏。这
些环保工作人员也需要接受系统的培训和指导，以
获取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整、准确地完成其所属
行业或企业的大气排放申报业务。

   •    大气排放清单培训。本次报告中涉及的许多工作都
要求有关人员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估算和测量方法
方面接受更加深入的培训。另外，对石化、水泥、
发电和钢铁等行业的有关人员进行排放估算培训也
是非常必要的。其它常见的培训内容还包括使用统
计抽样和模型估算移动源和面源的大气排放等。美
国联邦环保署和许多州的大气监管部门在大气排放
清单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

   •    设备使用培训。各环保部门、监测中心、实验室和
高等院校通常拥有最先进的设备。现阶段需要就如
何有效使用这些设备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在
大气质量监测项目和大气排放清单的编制及验证方
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目前需要重点组织培训的项
目包括源解析（例如正矩阵形成[PMF]）等。

   •    数据质量培训。发电厂等排放源提供的数据不一定
可靠，因此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有效应对和解

决各种数据质量问题。对没有安装持续性排放监测
系统的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验证可能会非常困难。
因此需要针对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验证方法的最
佳实践方案（例如统计分析）进行系统培训，以确
保用于建立大气排放清单的数据真实准确。

   •    其它培训。其它大气排放清单方面的培训还包括：
数据收集和申报（包括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的数据
申报等）；特定污染物的大气排放估算；适用于小
型排放源的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大气排放测量替代
方法；扬尘排放估算（例如建筑工地的扬尘）；大
范围小型排放源的大气排放估算（例如餐馆、路边
小吃摊、露天焚烧、烟火、修车厂和有机溶剂使用
等）；以及未来可借用和参考的大气排放清单编制
工作的记录（工作方法、数据源、假设条件、计算
过程）等。

13.3  减排策略

   •    短期减排策略。主要围绕短期减排策略开展工作可
能无法全面解决大气质量的长期问题。除大气污染
防治附加设备之外，其它有效的措施也应一并纳入
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总体部署。

   •    大气污染防治培训。需要在臭氧和挥发性有机物防
治策略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组织进一步培训。实行成
本有效且可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相应的排放测
量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一方面的培训应侧重
于多重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以及落实既可保护
环境又可为企业节省开支的双赢策略。

   •    大气污染防治成本。由于经济的波动性以及持续变
化的政策框架，中国点源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成本的
相关信息难以总结和归纳。但是，这项信息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完善，并将为未来的决策过程提供
重要的支持。

13.4  大气质量模型分析

   •    模型输入数据的质量保证。确保模型输入数据的质
量，包括源数据、排放数据、地形数据及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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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于获取有效的模型输出结果至关重要。当数
据集不够完整时，还需要为大气质量模型应用建立
空间替代数据。

   •    大气排放资料。在应用CMB模型和解读PMF分析
结果时使用最新、最准确的排放源资料是至关重要
的，但许多类别的排放源缺乏最新的资料。例如，
美国联邦环保署的Speciate是一个储存排放资料
的平台，但是由于其很长时间没有更新，因此很多
排放资料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各州当前的排放源。
另外，排放源资料最好使用与大气测量类型相同的
分析技术的测量数据。建立排放源资料的成本相对
较高。

   •    源解析。对二次颗粒物（如硫酸盐、硝酸盐及一部
分有机碳）的组分进行解析是非常重要的。不过，
将这些污染物的大气浓度与其前体物排放源进行关
联比直接鉴定一次污染物（黑碳、金属等）排放源
的难度更大。

   •    数据集的准备工作。为排放源和受体价值获取或制
定真实的不确定性数据难度较大。不确定性用来衡
量输入数据对模型解析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估算排
放源贡献的不确定程度。

   •    更加丰富的经验。为有关人员在源解析方法、数据
准备和数据解读等方面组织培训是非常必要的。目
前有很多文献资料可以参考，但是从有经验的前辈
那里学到的第一手技能是最理想的。

13.5 大气质量监测

   •    建立质量保证项目计划和标准操作程序，并确保有
关人员切实执行有关计划和程序，以保证监测数据
的质量。

   •    定期进行监测网络评估，确认适当的大气质量和气
象数据在最佳地点的测量情况。

   •    定期审阅数据的质量和可用程度。可适当排除一些
不必要或质量较差的仪器及其测量数据，以控制监
测工作的成本。

13.6 移动源

   •    大部分城市的机动车使用水平正在持续增长。由于
先进的机动车和燃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多数国
家的机动车个体排放速率正保持下降的趋势；然
而，持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和总行驶里程抵消了
这样的效果。

   •    行驶年数处于中期（10-20年）的机动车的排放量
最大。这些车辆已经超出保修期，车辆性能可能有
所受损，但是其总体数量仍然较多，并且年行驶里
程较老旧车辆更多。因此，中期车辆是进行污染防
治时最应重点关注的部分。

   •    大量关于汽车、卡车、船舶和其它移动源的研究显
示，无论机动车的年份和款式如何，其中一部分
（约10%）产生的排放占移动源总排放的比例很高
（50%以上）。因此，在进行排放控制时面临的一
项重大挑战便是筛选这些排放量最高的机动车（通
常称为总排污车辆），并对其进行管制。

   •    为确保未来的大气质量改善按期实现，污染防治方
案需要对新车辆进行重点考虑，因为这些车辆随着
时间的推移将陆续取代目前上路行驶的车辆。

   •    美国的长期经验表明，交通部门和大气规划部门在
工作和协调时可能会发生冲突。美国1990年修订
的《清洁空气法案》中针对这一问题确立了一项“
交通一致性”政策，要求有关部门就交通规划和大
气质量规划举办跨部会研讨；在规划中使用一致的
前提条件；并定期对两部规划进行比较。

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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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将对此次报告为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工作各环节提出的重点建议
进行总结。江苏省在强化其大气质量管理规划框架时，应依据自2016
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涉及的有关
规定。这将为江苏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化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
供必不可少的指导方针。本次报告依据接下来即将实施的国家有关法
律为江苏省提出了一系列重点建议，下面将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分别
进行介绍。

14.1  总体建议

   •    寻求提高环保部门人员配备及预算水平的机会，以有效应对江苏
省境内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的人员配备及预算
水平无法有效满足江苏省众多大气污染防治和执法项目的需求。

   •    推进多省市之间的区域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工作，使有关人员获得
互相学习和交流、研究制定潜在减排策略以及确定潜在政策解决
方案的机会。

   •    协调跨部会规划和数据共享，将大气质量、能源和交通运输规划
过程进行整合。

14.2  大气质量目标

   •    为确定国家大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落实情况制定直观并详细的考核
指标。例如，应对2017年前实现PM2.5大气浓度降低20%目标的评
估方式进行具体说明（使用江苏省境内所有监测点的平均监测数
据进行评价）。

   •    建立一项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向社会大众通报2017年或未来年
份大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落实进度。同时还应及时公开大气排放的
实时情况和历史数据，并提高其透明度。

重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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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排放清单

   •    为固定排放源、面源和移动源建立高质量的基准年
份排放清单（例如2012年）及适当的未来年份排
放清单（例如2017年）。

       o    排放清单的数据结构应按照国家排放清单编制工
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与全国范围内的其它排
放清单保持一致。这将为江苏省今后制定区域大
气质量规划和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带来很大帮助。

       o    排放清单应至少包括以下污染物种类的排放数
据：一次PM2.5（含可凝结PM2.5排放）、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气、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黑碳和甲烷等。

   •    依据有关指导方针采用最佳可获得数据和符合中国
实际情况的排放因子。

       o    第一级：采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数据（如有）

       o    第二级：采用各企业独特的排放源测试数据

       o    第三级：采用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默认排放因子

   •    根据政府部门、贸易组织、市场研究机构或其它对
未来排放水平进行专项研究的机构的数据，为未来
年份的排放预测建立活动水平和增长因子。应侧
重于排污比重较大或预期排放变化幅度较大的排放
源（类别）。

   •    要求超出“重点排放源”门槛标准的点源企业采用
特定的国家（或省级）排放估算方法和申报表格对
其大气排放进行年度申报。申报表格应包含排放源
所有机组的数据，例如：

       o    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o    机组参数（例如位置或地理坐标、烟囱高度和直
径、排放速度和温度等）

       o    机组年度运行小时数

       o    现存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类别

       o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年度运行小时数

       o    排放源监测方法

   •    审阅现有的排放因子数据，并确定最能代表江苏省
境内面源（农业、露天燃烧等）实际情况的排放因
子。应重点更新占排放清单总比重较大的排放源部
门的排放因子。

   •    通过出行需求模型、车流量统计记录和机动车注册
数据等渠道收集所需信息，对道路移动源排放进
行估算。

   •    使用燃料消耗、船舶到港、航班起降和设备总量等
数据，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非道路移动源排放进
行估算。

   •    采用生物质排放清单系统（BEIS）或自然界气体和
气溶胶排放模型（MEGAN）对生物质源排放进行
估算。

   •    在国家和省级排放清单（包括面源和移动源）制定
的过程中为省级和市级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业
务培训的机会和资源。

   •    为获取受监管实体的最新排放数据建立法律机制和
流程，以便各省市定期（例如每三年）对排放清单
进行全面更新。

   •    将大气质量监测数据、源解析结果和排放清单数据
进行比对，以确定如何对排放清单进行必要的调
整。

14.4  排放标准及减排策略

本节仅列举此次报告在排放标准及减排策略方面提出
的主要建议。重点行业的具体减排策略请参见第九章。

   •    建立能够反映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且成本有效的排
放标准。

       o    情况允许时，应当为各类排放源的量化排放标准
制定具体的平均值计算时段。企业运营商可根据
量化的排放限值选择最能够满足其实际需求的排
放控制设备或系统。

       o    在评估适当的排放限值时，应对多重污染物跨媒
介控制策略、能源使用影响及任何潜在的不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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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进行全面考虑。

       o    鼓励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污染的产生，例如对传统
燃料、生产原料或替代设备等进行更换，从而消
除对附加排放控制设备的需求。

       o    为油漆和涂料产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成分制定排
放标准。

   •    排放标准应包含以下元素：

       o    能够代表最佳可获得控制技术的排放限值，以及
具体的平均值计算时段；

       o    为排放源执行排放监测制定的要求（可行时采用
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或排放控制设备的运行参
数）；

       o    采用排放控制设备运行参数时，应确保运行限值
直接与绩效测试关联，且平均值计算时段足够短，
以便确认持续性合规情况；

       o    用于衡量实际排放情况的排放源定期测试要求（
不使用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时）；

       o    关于定期检验、数据记录和自行申报，电子申
报，标准格式及常用方案的要求等。

   •    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实行的早期即开始促进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提升其通过具体行动改善大气质量的
责任感。

   •    维护一项固定排放源“最佳可获得”大气污染防治
技术及其它减排方法的数据库，并定期对其进行更
新。省级和市级环保部门应当在新建或改建排放
源的排污许可证批准之后向该数据库录入相关信
息。在未来，江苏省之外的其它省市还可向覆盖面
更大的国家数据库提供类似的信息。这种污染防治
技术数据库将为大气质量未达标的省市的工作提供
重要支持，强制其境内的排放源采用最佳可获得控
制技术。

   •    进一步扩展发电厂和其它大型工业企业采用持续性
排放监测系统的要求。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数据能
够提供可靠和即时的排放估算。这些数据在监管和
合规认证方面具有很大作用。

   •    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污染防治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定期（例如每10年）对排放标准进行审阅
和更新。

14.5  能源规划

   •    建立一项综合能源规划过程，促进大气、能源和经
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预报共享和规划实施合作。

   •    电力规划过程可以从资源规划机制开始落实。该
机制：

       o    应将集中和分配可再生能源与末端能源效率作为
传统发电最成本有效的替代方案，在满足电力需
求的同时降低污染排放。

       o    应将输电与配电规划与电力规划的其它方面紧密
结合。

       o    应对待评估资源的环境和公共卫生成本及效益进
行量化。

       o    确定资源的经济、商业和环境风险并降到最低。

   •    通过环境影响评估（EIA）过程促进大气和能源政
策的整合。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未来的预建和
运营许可证项目）可确保新建或改建排放源具有较
高的热效率、采用标准化过程提高煤炭质量、并根
据大气质量目标的要求对本地和下风方向的大气排
放进行预报。

   •    考虑为燃煤电厂制定最大容量利用因子（CUF）。
这将向投资者和项目开发者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
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是一项长期战略，而非临时性
政策。

   •    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推进江苏省需求侧管理工
作，在供应紧缺时期有效降低能源需求。

   •    持续致力于改善能源效率，例如制定更加严格的机
械标准、建筑标准和其它能源效率标准等。能源效
率的改善已经节省了数百万吨煤炭的消耗，并避免

了由此引起的大气污染增长。

   •    确定江苏省现阶段和未来清洁能源政策的经济及环
境效益。

14.6  大气质量模型分析

   •    根据现行的国家政策、省级减排措施以及上风方向
省市的预期减排情况，对省内的预期减排情况进
行估算。在建立相关排放估算时应考虑能源需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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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执行大气质量模型分析，估算未来年份的大气
质量。

       o    在确定未来年份的预期减排情况时，与周边省市
进行良好的区域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这将有效帮
助江苏省改善其境内的大气质量。

       o    如果现行措施不足以帮助实现大气质量目标，有
关部门则应考虑采取其它必要的减排措施。

       o    执行一项新的大气质量模型分析，确定这些额外
的减排措施是否能够帮助实现指定年份的大气质
量目标。

   •    运用PM2.5成分数据确定重点行业的排放控制措施。

   •    江苏省可考虑在大气质量管理规划过程中使用
ABaCAS系统确定潜在的排放控制措施，并估算有
关措施的成本和公共卫生效益。

14.7  大气质量监测

   •    保持江苏省现存PM2.5监测网络的良好运行，并在
情况允许时进行扩展。PM2.5化学成分监测在通过
源解析确定污染贡献源行业时具有重要作用。为有
效开展源解析工作，化学成分监测的物质至少应包
括：有机碳、单质碳、硫酸铵、硝酸铵，以及铝、
硅、钙、铁、钾和钛等微量元素。江苏省正在对其
中多种物质开展每小时监测。这将为源解析工作提
供良好的统计学支持。

   •    修订大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和数据申报的标准化
程序，以改善数据的质量和稳定性。标准化程序应
包括适当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方案，确保大气质
量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
基础。

   •    协调不同层级大气监测站（例如国控点、省控点、
市控点等）的运行工作，在保证数据收集效益最大
化的同时将成本降到最低。

   •    促进气象站与大气质量监测站的合作，提高数据验
证和解读能力。

   •    提高大气监测数据审阅的频率，尽早发现监测中出
现的任何问题，并提高数据的完整性。

   •    定期审核大气质量监测工作的目标和程序，确保监
测网络在工作的目标和重要性发生变化时能够满足
最新的需求。

14.8  进度追踪

   •    追踪大气质量管理规划的进度和实效，并采取以下
措施：

       o    追踪环保部门和受监管企业特定法规与项目的实
施进度。评估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否已经在
合规执行截止日期之前按时完成。

       o    评估各监测站点的大气质量改善情况。

       o    量化在前序排放清单的基础上实现的减排。

       o    向社会各界公布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根据多方面
的反馈对减排策略进行必要的调整。

14.9 应急响应规划

   •    更新并落实应急响应程序，在大气污染等级提升至
特定门槛值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该程序应包
括：

       o    及时发布大气质量预报，向社会大众通报实时的
大气质量数据。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应及时通知
社会大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减少污染暴露。

       o    当大气污染水平提升至特定门槛值时，政府部门
和排放源应采取的不同级别的应对措施。

       o    提前就污染级别和应对措施向社会大众发出预
警，以降低污染排放、减少污染暴露。

       o    要求重点行业的企业制定企业层级的风险管理
计划。各企业均应制定应急响应预案，以便在高
污染天气或排污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缓解和补救
措施。

14.10  合规与执行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交由国家和省级
有关部门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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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政策执行必须公正、公平、标准一致。

       o    因违反规定受到的处罚必须大于合规执行的成
本。

       o    罚金的数额应高于违反规定取得的经济利益。违
规企业缴纳的罚金可以用于支付执法人员和合规
检验的开支。

   •    与执法人员互相协调，以改善合规执行情况和提升
环境利益为目标，制定明确且容易执行的监测及排
污许可证规定与要求。

   •    为受监管企业提供现场咨询、技术协助与能力培
训，以改善其合规执行情况。

   •    执行合规检验，以确保企业有效落实相关法规的要
求。为企业提出更全面的数据记录和申报要求可能
会帮助降低合规检验的需要，但定期的现场检验仍
是必不可少的。

   •    推动使用先进的大气排放/污染物监测技术，使受
监管实体、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更加直观地了解排
污情况、环境状况及任何违规现象。

   •    采用电子申报系统，使环境数据申报更加准确、完
整和高效，并同时帮助大气质量监管部门更好地管
理有关信息，提高其工作效率。

   •    将有关信息更好地向社会大众公布，提高数据的透
明度。社会大众应能够直接获取即时和历史大气质
量数据及排放数据。

   •    建立并应用创新型执法方式（例如数据分析和目标
追踪等），扩大合规执行的范围。

   •    制定省级“材料安全数据表”执行规定或与之类似
的项目，要求企业对特定化学品的成分进行申报。
材料安全数据表包含化学品的基本信息及其理化性
质，详细说明安全处置的方式，并说明在不当接触
时应如何处理。

   •    建立省级“社区知情权”项目，向群众公布本辖区
内化工企业及其生产的化学品的有关信息，使群众
有效参与应急规划和信息交流过程。

14.11  排污许可证制度

   •    江苏省应根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和指导意见创建排污许可证项目。

   •    该项目应适用于特定规模门槛值以上的所有污染
源（在美国，潜在排放量超过100吨一般大气污染
物或10吨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所有排放源均须申领运
营许可证）。

   •    运营许可证应包含并明确以下内容：

       o    适用于该企业排放源的全部要求；

       o    适用于该企业特定排放机组的全部排放标准、排
放限值和平均值计算时段；

       o    所有与排放标准相关的监测、申报、数据记录
及测试方法；以及该企业适用的其它合规执行要
求；

       o    适用于该企业排放源的其它运营限值、设备或实
践方案要求；

       o    关于企业负责人对其年度合规情况进行认证的
要求；

       o    根据排放量征收排污费的要求。应依照许可证项
目的运行成本确定适当的排污费征收标准；

       o    关于企业必须向环保部门报告违规行为的要求。

   •    该项目应具备特定的机制，允许：对许可证条款进
行必要的修订；将许可证提交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
审阅；以及在审批之前与可能受该排放源影响的下
风方向相邻省市进行沟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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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介绍了美国联邦环保署长期以来用于确保各项排放限值切实
可行的一项指导方针1。一般来说，如果某排放限值能够对表格B-1
中列举的7项参数进行具体的规定和说明，便可充分保证该排放限值
的实际可行性。表格B-2中还列举了一些其它的参数示例。 

附录B

 |    第200页江苏省大气质量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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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记录和申报的实际可行性  |   附录B

表格B-1   确保大气排放限值切实可行的各项基本参数

为确保实际可行性制定的要求 示例

技术上非常精确的排放限值 10 mg颗粒物/m3，基准氧含量为6%

企业中受该排放限值约束的部分 为进行发电生产蒸汽的燃煤锅炉

在计算排放限值的合规执行情况时采
用的平均值计算时段

计算之前12个运行小时的滚动平均值。锅炉没有燃烧煤炭进行生产的时段不参与
12小时滚动平均值的计算

必须用于合规认证的参考方法和测
试要求

选项1. 排放限值的合规执行应根据月度测试期间的平均排放速率确定。每项月度
测试应由三组独立的测试组成。每组测试必须使用美国联邦环保署参考方法5B收
集至少4小时的排放数据
选项2. 排放限值的合规执行应通过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进行认证。该系统须能够
测量可过滤颗粒物（单位为mg颗粒物/m3）以及烟气中氧气的浓度。颗粒物持续
性排放监测系统必须采用江苏省环保厅批准的方案进行初始校准和定期维护

连续监测
未安装颗粒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的排放源必须对静电除尘器的总电量和次级电流
进行连续监测，确保这些参数的12小时平均值始终保持在最近一次合规测试观测
到的范围内

数据记录

运营商必须对以下参数进行记录并存档：
1. 采用选项1时所有颗粒物排放合规测试的结果，或者在采用选项2时对颗粒

物持续性排放监测系统进行校正的数据
2. 采用选项2时必须为以下参数及其记录时间建立一个数据库：

a. 运行过程中的每小时平均颗粒物浓度（mg/m3） 
b. 每小时平均氧气浓度
c. 平均发电容量（MW）

数据申报

运营商必须在每月15日之前向江苏省环保厅提交一份月度报告。报告中必须包括
以下信息：

1. 前一个月内结束的每个12小时运行时段的平均排放速率，单位为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2. 每个12小时合规认证时段内机组的平均发电容量，单位为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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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2   美国采用的排放限值与平均值计算时段的示例 

行业 生产设备 污染物 排放限值
平均值计算

时段
监测技术或测试方法

发电厂 燃煤发电锅炉

氮氧化物
（NOX）

100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30天滚动平
均值

氮氧化物CEMS – 稀释抽取、化学
发光

颗粒物
（PM）

30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24小时平
均值

颗粒物CEMS – 前散射，仪器必须满
足美国联邦环保署PS-11标准及美国
联邦法案40 CFR Part 60附录F操作
方法2或相似的质量保证要求

二氧化硫
（SO2）

100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30天滚动平
均值

二氧化硫CEMS – 稀释抽取、紫外
荧光

硫酸雾
（H2SO4）

5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6小时平均值 每半年采用烟道测试方法CTM-013A

或相似的测试方法进行烟道测试
汞

（Hg） 0.002 mg/m3，
基准氧含量为6%

12月滚动平
均值

汞CEMS – 冷蒸气原子荧光或吸附剂
捕获监测系统

炼油厂

通过静电除尘
器进行排放控
制的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催化
剂再生设备

颗粒物
（PM）

现存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1.0 g/kg 

燃烧焦炭 总电量和次级
电流3小时滚

动平均值

连续监测并记录静电除尘器的总电量
和次级电流新建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0.5 g/kg 
燃烧焦炭

通过湿式洗涤
器进行排放控
制的新建流化
催化裂化装置
催化剂再生
设备

颗粒物
（PM）

现存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1.0 g/kg 

燃烧焦炭
压降和液气比
3小时滚动平

均值
连续监测并记录湿式洗涤器的压降
和液气比新建流化催化裂

化装置：0.5 g/kg 
燃烧焦炭

新建和现存流
化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剂再生
设备

二氧化硫
（SO2）

50 ppmv，
过量空气为0%

7天滚动平
均值 在废气烟道中安装二氧化硫CEMS，

或在中央燃气管线中安装持续性硫化
氢监测仪

25 ppmv，
过量空气为0% 365天滚动平

均值

新建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催化
剂再生设备

氮氧化物
（NOX）

80 ppmv，
过量空气为0% 7天滚动平

均值 氮氧化物CEMS

新建和现存流
化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剂再生
设备

挥发性
有机物

（VOC）
≤500 ppmv 一

氧化碳 1小时平均值 采用一氧化碳CEMS或制定温度及氧
气浓度水平的运行限值

监测、记录和申报的实际可行性  |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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