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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北京环境空气质量定点监测资料 ,研究了北京市城近郊区近 20年来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从年际变化

看 , SO 2、降尘 、B[ a] P浓度显著下降 ,而 NO x、CO浓度和 O 3超标情况显著上升 ,空气污染处于由煤烟型向机动车尾气型转变的过程中 ,表现出

典型的复合污染特征.年内变化显示 ,采暖期污染比非采暖期严重 ,尤其 SO2在采暖期浓度是非采暖期的 5. 7倍.从空间分布上看 , TSP、降尘 、

O 3表现为近郊区污染重于城区;SO 2、NO x、CO表现为城区污染重于近郊区.空气污染源增加的压力与环境保护措施的相互作用是驱动北京市

近 20年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 、重点污染源的整治 、能源结构调整 、能源的清洁使用 、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提高等

对保护环境空气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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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t:Change of th e amb ien t air quality in the u rban and suburb areas ofBei jing since 1980'swas ana lyzed. The data w as referred from the long-term

m on itoring stat ion sw hich w ere th ree station s in the u rban area and four at the subu rb of Beijing. The resu lt show ed that, d ifferen t pollu tan ts h ad d ifferent

trends. SO 2 had flu ctuan t increase before 1998 and then declined. As a who le, it show ed a downw ard tenden cy in these 20 years. H ow ever, NO x , CO

and ozone pollution also increased firs t th en fe ll, taken 1998 as a w atershed. Bu t they had th e signif icant upw ard tendencies in these two decades. During

th is period, dustfall and B[ a] P con tinuou sly declined sign ifican tly. TSP, PM 10 and Pb had no significant t rends bu t redu ce a little. The reason of air

pollu tion had changed from coal bu rning pattern to m ixed pat tern including both traffic exhau st and coal bu rn ing. Seasona lly, pollu tion levelw as heavier

in heating season from Novem ber to n extM arch, th an that in non-heating season from A pril to October. For examp le, SO 2 concent ration in heating season

w as 5. 7 tim es h igh than th at in non-heating season. As to the pollu tion spatial dist ribu tion, TSP, dust fall and ozone pollutionw ere heavier in the subu rb,

w hi le SO 2 , NO x and CO concentrat ion s w ere h igh er in th e u rb an area. The in creasing sou rces caused m ore pollu tion these years, wh ile m any

envi ronm ental p ro tect ion policies im p lem en ted to redu ce. Th is in teraction w as the m ain d riving factor that cau sed th e above change. Im prove th e energy

efficiency, redu ce pollu tion sou rces, u se clean energy and im p lem en t advanced environm en ta l stand ard shad contribu ted to redu ce the po llut ion, especially

since 1998.

Keywords:am b ien t ai r quality;trend analysis;d riving factor;SO 2;NO x;O 3;airborne particu late;Beijing

1　引言 (Introduction)

空气污染是目前突出的城市环境问题. 空气污

染危害人类健康 ,影响植物生长 ,损坏文物古迹 ,降

低能见度 ,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Eng le rt, 2004;K an et al. , 2004).而城市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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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 发达国家大多经

历了 “先污染 、后治理 ”,空气质量先恶化后改善的

过程 (羌宁 , 2003). B aldasano等 (2003)对 20世

纪 90年代后 20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

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了比较 、研究 ,认为目前世界

范围内污染物浓度存在下降趋势 ,其中 SO2浓度持

续下降 , NO2浓度已接近 WHO的标准.目前污染物

浓度下降的世界趋势也得益于更多更严格标准的

发布. 但是在较贫穷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的国家

里 ,空气污染物的浓度仍然很高 ,而且随着这些国

家的进一步发展 ,污染也更加严重. 目前亚洲的颗

粒物污染比较严重 ,而臭氧在全部分析点均超标 ,

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空气污染是自然和人为环境条件复杂相互作

用的结果. 随着工业发展和能源利用的增长 ,城市

空气污染水平迅速升高 (M ayer, 1999). Kahn

(1997)的研究证明 ,制造业的发展对颗粒物有显著

影响. 而W ise等 (2005)发现气象条件的变化能影

响美国西南部 40% ～ 70%的臭氧变化和 20% ～

50%的颗粒物变化.

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 1983 ～ 2003年 20

余年里地区生产总值约增长 20倍 ,年均增长率约

15%,是美国和日本经济腾飞时期 GDP增长率的约

3. 8倍和 1. 6倍 (安格斯 麦迪森 , 2003). 同期北

京人口由 954. 1×10
4
人增至 1456. 4×10

4
人 ,能源

总消耗量由 2407. 7×10
4
t a

- 1
标准煤增至 4707. 5×

10
4
t a

- 1
标准煤 ,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 13. 9倍 ,给首

都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带来较大压力.北京的环境

空气质量不仅远远差于欧洲及北美城市 ,即使与国

内大城市相比也相对较差 (黄成等 , 2003).因此 ,研

究北京空气污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控制空气污

染有重要科学意义.本文利用北京环境空气质量定

点监测资料 ,试图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空气质量变

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以期揭示快速发展的超大城

市环境空气的演变规律 ,并为北京空气污染控制提

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Methods)

2. 1　环境空气监测站布局

北京市城市空间布局从 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

直依照同心环路思想向外扩展. 三 、四 、五环分别于

1990年代中期 、2001年 、2003年建成 ,目前六环路

即将全线通车 (王如松等 , 2004). 二 、三 、四 、五 、六

环分别距市中心约 3 ～ 4km、6km、9km、10 ～ 15km、

25km.二环以内是以旧城为主构成的城市中心区 ,

是主要的城区. 三环以外六环以内 ,是主要的近郊

区.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长期定点监测的监测点从

城市中心向外环状辐射分布 ,与北京市城市空间布

局相吻合.城区监测点 3个 ,近郊区监测点 4个 ,其

分布如图 1所示.

图 1　北京市城近郊区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示意图

F ig. 1　A ir qu ality m on itoring stations in the u rban and subu rb area of B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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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1983 ～ 2003年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

长期定点监测数据 ,以 SO 2 、NO x、CO、TSP、PM 10、降

尘 、Pb、B[ a] P等污染物浓度及 O 3超标天数等主要

项目的各定点之均值进行年际和年内污染分析 ,并

探讨城区与近郊区污染空间差异. 文中所用数据来

自 1983 ～ 2003年的北京统计年鉴 、北京市环境状况

公报 (h ttp:/ /www. b jepb. gov. cn /bjhb /tabid /69 /

M oreM oduleD /445 M/ o reTaID /66 /De faul.t aspx)以及

顾家橙的文章 (h ttp:/ /www. sd in fo. ne.t cn /h jinfo /

hjin fo /beijinghb. htm)等.

2. 3　分析方法

使用 Daniel趋势检验方法(又名 Spearman秩相

关系数法)分析北京空气污染物的变化趋势及其统

计学显著性特征 (曲格平 , 2002),公式为:

rs =1 - 6∑
n

i=1
(xi - yi)

2
/[ n

3
- n] (1)

式中 , rs为秩相关系数;n为时间周期数;xi为年均值

从小到大排列的序数;yi为年先后排列序数.

rs值的正负分别表示污染的增长和下降 ,其绝对

值的大小表示变化的强度.将秩相关系数 rs的绝对值

与 Spearman秩相关系数统计表中的临界值 Wp进行

比较.如果 |rs|≥W p,则表明变化趋势有显著意义.

根据北京空气污染物浓度总体变化态势 ,本文

用 Daniel趋势检验分别分析各污染物近 20年的总

体变化趋势和 1998年前 、1998年后的阶段变化.

3　结果(Results)

3. 1 空气污染物的年际变化趋势

根据空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特征 ,北京环境空气

污染变化趋势可以分为 2个阶段 ,即:1983 ～ 1998

年 ,各类污染物浓度总体表现为上升态势 ,环境空

气质量下降;1998 ～ 2003年 ,各类污染物均呈下降

趋势 ,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用 Dan iel趋势检验分析各污染物变化趋势 ,结果

表明 ,不同的污染物表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图 2).

近 20年降尘 (p <0. 01)、B[ a] P(p <0. 01)总

体呈显著下降趋势(图 2a).特别在 1998年前 ,其它

污染物均呈上升趋势时 , 只有降尘 (p <0. 01)和

B[ a] P(p<0. 05)显著下降.

SO2(p<0. 05)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 ,总体显著

下降趋势 (图 2b).特别是 1998年后 ,下降趋势显著

(p<0. 05).

图 2　空气污染物的年际变化趋势

Fig. 2　Annu al t rends of pollu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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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年 NO x(p<0. 01)、CO(p<0. 05)、O3超标

情况(p<0. 05)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 ,总体显著上升

趋势(图 2c).特别是 1998年前 , NO x(p<0. 01)、CO

(p<0. 01)显著上升. 1998年后 , CO显著下降(p <

0. 01).

而 TSP、PM 10 、Pb均为下降趋势 ,但趋势不显著

(图 2d).

3. 2 空气污染总体特征演变趋势

自 1983年以来 ,空气中不同污染物浓度表现不

同的消长趋势 ,从而使北京空气污染的总体特征也

发生改变. 1984年 , NO x /SO 2的浓度比值为 0. 563 ,

SO 2浓度高 、污染重 ,体现煤烟型污染的特征. 近 20

年 NO x /SO 2的比值除个别年份有所波动外 ,总体表

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 , 2003年达到最高值 2. 164 ,

NO x污染迅速增加 (图 3). 同时 ,由于 SO2的浓度自

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 ,但仍在采暖季节普遍超标 ,

因此 ,北京空气污染总体特征可以认为是处于由煤

烟型向汽车尾气型转变的过渡阶段 ,表现为复合污

染特征.

图 3　NOx与 SO 2比值的年际变化

F ig. 3　Annual change of the ratio ofNO x to SO 2

3. 3 采暖期和非采暖期空气污染的比较

每年的 11月至次年的 3月是北京的供暖期.近

20年来 ,北京市 SO2 、NOx 、CO、TSP、Pb、B[ a] P等污

染物采暖期平均浓度均显著高于非采暖期平均浓

度 (p<0. 01)(图 4). SO 2的采暖期与非采暖期差异

最大 ,采暖期均值是非采暖期均值的 5. 66倍. TSP

差异最小 ,采暖期均值是非采暖期均值的 1. 29倍.

3. 4 空气污染物的空间变化

近 20年来 ,北京市 SO2 、NOx 、CO城区平均浓度

显著高于近郊区平均浓度(p<0. 01),而近郊区 TSP

(p<0. 05)、降尘 (p<0. 01)、O3(p<0. 01)污染显著

高于城区(图 5). Pb、B[ a] P的城区与近郊区间污

染差异不显著.

图 4　北京采暖期与非采暖期污染物浓度比较

F ig. 4　Com parison of pollu tan t concen trations betw een heating and

non-h eating season in Beijing

图 5　北京市城区与近郊区污染物比较

F ig. 5　C om parison of po llu tan ts betw een the urban and subu rb area

of Bei jing

3. 5 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自 1983年以来 ,北京市人口与经济发展迅速 ,

能源使用量与机动车数量高速增长 ,为环境空气质

量带来了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 , 北京市也采取了一

系列保护环境空气的措施 ,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变

化 、重点污染源的整治 、能源结构调整 、能源的清洁

使用 、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提高 ,以及其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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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等.空气污染源增加的压力与环境空

气保护措施的相互作用是驱动北京市环境空气质

量近 20年变化的主要因素.

3. 5. 1　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

产业结构调整是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 、资源消

耗同步增长的关键性措施 ,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极

为重要的途径 (曲格平 , 1998). 近 20年北京市产

业结构已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

1983和 200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中三产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4. 41%、 64. 12%、 31. 47%和 2. 61%、

35.81%、61. 58%.其中工业的比例由 56. 54%降至

28.17%. 产业结构由能耗高 、污染重的产业为主转

变为能耗低 、污染轻的产业为主 ,是驱动北京环境

空气质量好转的因素之一.

在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同时 , 产业能耗不断降

低 ,也是环境空气质量趋好的影响因素. 1983年北

京万元 GDP平均能耗为 10. 46t标煤 ,若以此值计

算 , 2003年北京市能耗约 38316×10
4
t标煤 ,是实际

能耗的 8倍.事实上 , 2003年北京万元 GDP平均能

耗是 1983年的 3 /25,其中工业万元 GDP平均能耗

与 1983年相比削减了约 81%.

3. 5. 2　重点排放源的综合整治　北京市约 50%的

重点工业污染源 ,特别是电力和化工等重污染企

业 ,分布于近郊. 企业生产排放的大量工业烟尘和

粉尘 ,造成近郊区 TSP和降尘的污染比城区多约

3% ～ 10%.对这些污染源进行治理 、搬迁 ,要求其使

用先进污染控制技术手段 , 实行总量控制 、限制达

标 ,对减轻北京空气污染起了一定作用. 如目前通

过锅炉脱硫等技术手段 ,可去除废气中 90%以上的

硫和 95%以上的尘 (邱荣贵 , 2004). 据不完全统

计 ,北京近年来搬迁或停产的工业污染源有 200个

以上 ,完成的治理项目 1700个以上. 2003年与 1997

年相比 ,北京工业 SO2 、烟尘和粉尘的排放量分别减

少了约 54%、77%和 83%.

3. 5. 3　能源结构的变化与能源的清洁使用　在有

组织排放中 , 90%的 SO2和 80%的颗粒物由燃煤排

放.北京长期以煤为主要能源 ,特别采暖期用煤量

是非采暖期的 2倍左右 (戴和武等 , 1997),导致煤

烟型污染比较严重 ,影响全年空气污染物浓度平均

值水平. SO 2浓度近 20年的采暖期均值是非采暖期

均值的 5. 66倍. 而据估算 ,相同产热量下燃用煤炭

与燃用清洁能源天然气所排放的 SO2之比约为

119∶1,排放颗粒物之比约为 615∶1 (曲格平 , 1998).

调整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 , 以清洁能源替代煤

炭 ,对减轻空气污染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北京能源

结构有所调整 ,按折合为标煤计算 ,原煤消耗量占

能源总消耗量的比例由 2000年的 36. 65%降至

2003年的 32. 74%,天然气消耗的比例由 3. 14%升

至 5. 47%.同期 SO2年均浓度由 0.071mg m
-3
降至

0. 061mg m
- 3
, 1998 ～ 2003年间天然气供应量与

SO2年均浓度间有显著相关关系 (图 6, r=0. 9522,

p<0.05).

图 6　天然气供应量与 SO 2浓度关系

F ig. 6　Relationship b etw een natu ral gas supp ly and SO2

由于能源结构很难短时间内大幅变化 ,因此 ,目

前在调整结构的同时注意清洁有效地利用煤炭也是

有利于提高环境空气质量的因素之一. 北京市政府

1998年颁布的《低硫优质煤及制品标准》明确要求采

暖用煤含硫量小于 0. 5%,与华北地区商品煤平均硫

分 0. 92%(戴和武等 , 1997)相比 ,燃用相同量的煤将

减少近一半的 SO 2排放. 1998 ～ 2002年北京低硫优质

煤使用量与 SO2年均浓度间有显著相关关系 (图 7,

r=0. 9547, p<0. 05).

图 7　低硫优质煤使用量与 SO 2浓度关系

F ig. 7　Relationsh ip betw een low-su lfu r coal u sage and SO 2

3. 5. 4　机动车尾气的控制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

由 1983年的 13. 4 ×10
4
辆增至 2003年超过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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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平均年递增约 15%. 1987 ～ 2002年间机动车保

有量与 NOx浓度有显著相关关系 (图 8, r=0. 8067 ,

p<0.01). 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是导致空气质量下降

的重要影响因素.

提高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对污染源增加产生

的压力起到了一定制衡作用. 1999年起北京执行相

当于欧洲 90年代初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北京市轻

型汽车排气污染排放标准》,新增轻型汽车 NOx排放

减少了 80% (金东星 , 1998). 以标准实施后的

2003年与标准实施前的 1998年相比 ,北京市大气

中 NO x平均浓度下降了约 13%.

图 8 北京市大气中 NOx与机动车保有量关系

Fig. 8　 Relation sh ip betw een quan tity of veh icles and NO x

con cen tration　

3. 5. 5　其它　颗粒物是目前北京市首要污染物.特

别 PM 10和 PM 2. 5等小颗粒物浓度高且下降趋势不显

著 ,存在二次污染现象 (王京丽等 , 2004).除人为

污染源增多外 , 颗粒物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约

20%左右的颗粒物源于土壤风沙等自然类型源 (张

晶等 , 1998).北京在夏季降水多有利于改善空气质

量的自然因素影响下 ,颗粒物浓度比年均值低约

20% ～ 30%.冬春季不利自然条件下 ,如北京采暖期

约一半时间气象条件稳定 、春季气候干燥多境内外

风沙 、冬春季植被覆盖较差等 ,颗粒物浓度比年均

值高约 10% ～ 30%. 2000 ～ 2002年 ,计入沙尘天气

影响与不计入相比 , PM 10年均质量浓度提高约

0.015mg m
-3
(邱启鸿 , 2004). 自然条件和人为污

染的交错影响 ,使颗粒物污染的规律表现复杂. 如

1994年是北京近 20年来降水最丰沛的一年

(813.2mm),但由于西北三环大面积施工 ,以及春

季多风沙天气 , 导致 TSP 年平均浓度反而达

0.395mg m
- 3
,为近年最高.如何有效控制颗粒物污

染有待深入研究.

O 3超标情况近年来逐渐突出. 除气温高 、相对

湿度小 、光照充足 、风速较小等必要气象条件外

(Ane ja et al. , 2000;段欲晓等 , 2001),北京 O3污

染的地区分布特征还与地方性气候变化有关(北京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3). 北京常在中午前后风

向由北转南 ,光化学反应生成的 O3易被西北郊的监

测点监测到 ,呈现郊区 O 3污染比城区严重的趋势.

机动车排放的大量 NO x、CO、CH化合物等是产生 O 3

的前体物 (S illman, 1999),近年发现 VOC s对 O 3形

成也有影响 (Ste in et a l. , 2005;Lin et a l. , 2005).

O3的形成机理与控制对策尚需进一步研究.

4　结论(Conc lusions)

1)北京环境空气污染变化趋势分为 2阶段:

1983 ～ 1998年总体环境空气质量下降;1998 ～ 2003

年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年际变化显示 , SO 2 、降

尘 、B[ a] P浓度显著下降 ,而 NO x、CO浓度和 O3超

标情况显著上升 ,空气污染处于由煤烟型向机动车

尾气型转变的过程中 ,表现出典型的复合污染特

征.年内变化显示 ,采暖期污染比非采暖期严重 ,尤

其 SO2采暖期浓度是非采暖期的 5. 7倍. 从空间分

布上看 , TSP、降尘 、O3表现为近郊区污染重于城区;

SO2 、NOx 、CO表现为城区污染重于近郊区.

2)空气污染源增加的压力与环境空气保护措

施的相互作用是驱动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近 20年

变化的主要因素. 产业结构的变化 、重点污染源的

整治 、能源结构调整 、能源的清洁使用 、机动车尾气

排放标准的提高等对保护环境空气质量起到一定

作用.

3)颗粒物 、O3等成为目前主要污染物 ,对其来

源 、形成机理 、控制对策等的研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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