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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PM1监测和减排提到议事日程，不仅是大气污染防治升级的需

要，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减少呼吸道疾病乃至肺癌发生率的内

在要求，更是我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方案、

证明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重要内容。

今年春节期间，受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活动

明显减少，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仍然

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雾霾，虽然有天气

等方面的因素，仍然引起社会的广泛

关注。

2019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就发

布了对2017年年底以来在北京、上

海、重庆、广州、武汉和兰州六地同

步组织开展的“PM1试点第一阶段比

对监测”的初步结论：六地PM1均为

PM2.5主要组成部分，PM1占PM2.5

比例均在50%以上，个别地区占比超

过70%，年均在22~37微克/立方米。

当下将PM1监测和减排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不仅是大气污染防治升级

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减

少呼吸道疾病乃至肺癌发生率的内在

要求，更是我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央、

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方案、证明中国

人聪明才智的重要内容。

大气污染防治步入4.0阶段
我国近年来的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不论是从数字验证上，还是从

公众的亲身体会上，都可以得出这一结

论。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大气环境污染

颗粒物治理阶段可以进行以下划分：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

年代初，主要任务是治理总悬浮颗粒

物（TSP，粒径小于100微米）。这是

大气污染颗粒物治理1.0阶段。

第二阶段：1996年，原国家环

保总局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中将飘尘改称为

可吸入颗粒物，PM10（粒径小于10

微米）作为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这是

大气污染颗粒物治理2.0阶段。

第三阶段：2005年，《大气污

染防治法》将防治目标从原有“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控制”修改为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2006年，

百度知道上有人提出“什么是雾霾”

问题。2008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始

每天更新北京PM2.5数据。2012年，

PM2.5（粒径小于2.5微米）纳入新

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这是大气污染颗粒物治理

尽早启动 PM1 减排治理
文／周宏春

思想库



2020 / 04  总第136期 / 53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04

3.0阶段。

从2005年媒体提出雾霾这一概念

算起，到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间经历了8

年时间。

现在是启动大气污染防治4.0的时

候了。从2013年以来，大气环境污染

防治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超细颗粒物排

放问题，一些专家在国内外的杂志上

发表文章，也接近8年时间，到了进行

必要的PM1研究、测试、控制、减排

试点的时候了。

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

11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任阵海院

士在成都会议提出“之前忽视的可凝

结颗粒物（CPM）排放占比显著，对

其进行管控已迫在眉睫”的建议。

总体上看，我国大气污染颗粒物

治理对象从烟尘污染发展到可吸入

颗粒物，再到以二次污染的细颗粒

物为主的“PM2.5”。对颗粒物粒径

关注越来越“小”，说明大气污染

防治更加关注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

对 颗 粒 物 粒 径 关 注 越 来 越

“小”，说明大气污染防治

更加关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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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

PM1缘何步入视野
之所以选择PM1作为大气污染颗

粒物治理4.0的标志，主要基于以下考

虑。

首先，要将公众健康作为大气污

染防治目标。

如果从保护公众健康的高度来审

视其合理性，道理不言自明。中国大

气污染治理从治理TSP解决白衣服领

子容易黑、“黑鼻孔”问题开始，后

来进入PM10、PM2.5治理阶段。由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完成

的“大气二次污染形成的化学过程及

其健康影响”课题研究显示，中国大

气PM2.5暴露导致每年130万人过早死

亡。关心公众健康，关心可进入人体

血管和大脑的PM1或气溶胶、超细颗

粒物及其组合，是新时代让人民享受

生态福祉的必然要求。

其次，要有利于科学治污、精准

治污。

2019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2020年要抓好的六大

重点工作的第二条，是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不少专家强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方向不变、力度

不变，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因为

还有三项具体要求：精准、科学、依

法。做到科学、精准治理大气污染，从

PM1入手具有可行性。

再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

础。

从事相关领域的环保专家早已开

展相关检测和研究，也已发表众多论

文。作为单位工作内容之一，如前所

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北京、上

海、重庆、广州、武汉、兰州组织

开展了PM1和PM2.5对比监测成果，

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上可以查到

（“环境空气PM1试点第一阶段对

比监测工作圆满完成”（2019-04-

22））。作为专家研究成果也发表了

一些论文，如胡月琪等研究了北京市

典型燃烧源颗粒物排放水平与特征测

试，论文发表在《环境科学》2016年

第5期上。又如，吴晓蔚等研究了燃煤

电厂石膏雨污染排放实测情况，论文

发表在《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7

年第3期上。

抓住机会把好事办好 
近期，欧盟地球观测计划发布的

卫星测量数据显示，2020年2月，我

国PM2.5污染水平与2017年、2018年

和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相比，下降约

20%~30%。当下时节，推进PM1治

理，正逢其时，但要把好事办好，还

需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可以利用春节期间人为活

动减少、对雾霾发生的“数据”进行

污染源解析。

主要城市环保机构早就开始污染

源解析工作。可以抓住这次难得的人

为活动减少雾霾发生的“自然试验”

PM1减排的协同目标应当包

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污染

物和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最小

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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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亚微米级颗粒物或超细颗粒物，指空气动

力学等效直径在1微米以下的大气气溶胶。研究表

明，一般PM2.5质量占PM10的一半以上，而PM1

质量占了PM2.5的70%以上。

链接：PM1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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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超细颗粒物，只有大气环境领域、

特别是颗粒物治理的专家才熟悉，而

且已有成果主要是相关机构的专家做

出的，那么可以先选取一些重点实验

室做测试试点。如果原来不测定或小

于PM1的颗粒没有检测，可研究怎么

检测、检测标准是什么；假如PM1

增多，其是否对大气环境质量产生影

响、究竟产生多大影响等，都需要深

入研究，从而为后续工作安排以及

“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确定等奠定

基础。

可以选择电力、钢铁、水泥等高

能耗、高排放行业，进行PM1减排试

点，利用现有先进技术或开发适用技

术，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广

应用。

其三，开展重点行业PM1减排应

考虑经济成本。

应当统筹考虑PM1减排，不能解

机会，利用国家布局的现有监测站

点、激光雷达、环境卫星和气象卫星

等的监测数据，甄别各地污染源及其

变化，包括雾霾发生时的污染源及其

构成，一定空间范围内污染源及其构

成，可过滤颗粒物、可凝结颗粒物和

溶解性固形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钠、挥发性有机化学物、三氧化硫和

脱硫水汽等；同时分析大气中积累的

PM1遇到水汽时是怎么发生“二次污

染”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发生了什

么样的物理化学反应、PM1实际增大

多少，电厂脱硫不用GGH是否增加

PM1排放，雾霾频繁发生是二次转化

速率加快导致的吗等等问题，而不是

一般性结论。

其 二 ， 开 展 相 关 试 点 ， 可 以 为

“十四五”重点污染问题的解决奠定

基础。

既然可凝结颗粒物（CPM）或

决了老问题又产生了新问题，如减排

了硫化物却增加了氨、水汽等的PM1

水平，甚至起到由PM1向PM2.5转化

的“催化”作用。PM1减排的协同目

标应当包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即使

超超临界机组的热效率也约为40%，

而热电联产机组热效率可达到85%以

上）、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最

小化等综合因素。如果单纯追求脱

硫、脱硝或脱汞效果，会在投入端出

现化学反应物逃逸、中间过程的高投

入和技术路径依赖、末端排放的PM1

超标等问题。这些也是需要避免的。

对一个城市和地区而言，PM1减

排工程可以与清洁取暖、富碳农业发

展等工程协同实施，以降低PM1减排

成本，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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