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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易博文 曹娴

明明空气质量很糟糕 ， 灰蒙蒙看不远 ，
环保监测却显示空气质量良好。 之所以人们
感觉与监测数据不一样， 是因为监测少了一
项影响空气能见度的重要指标———PM2.5。

增加空气质量的检测指标 ， 已讨论酝酿
多时 ， 有的地方还开展了试点 。 12月21日 ，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 ，
2012年， 北京、 天津 、 河北和长三角 、 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
PM2.5监测。

这意味着 ， 空气监测数据将由目前的3
项 ， 即二氧化硫 、 二氧化氮 、 PM10， 增加
PM2.5 （细颗粒物）、 臭氧和一氧化碳等。 环保
部门对空气的监测结果将更为科学， 与人们
的感觉更加相符。

PM2.5监测， 我省准备得怎样了？

为客观评价环境空气质量 ， 今年4月开
始， 国家环保部组织编制了 《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 ）》， 并决定开展试点 。
试点范围是各省 、 自治区推荐的26个城市 。
长沙市在列。

国家环保部要求各地结合试点的实际情
况， 认真分析和总结试点经验， 进一步完善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 自动
监测项目除以前的3项之外， 还增加了PM2.5、
臭氧、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5项监
测指标。

近10年来， 人们认识到， 细颗粒物PM2.5，

代表的是可进入呼吸系统深处的比PM10更细
小的颗粒物， 可能更能反映颗粒物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 。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5年提出了
PM2.5的指导值后， 有多个国家先后制定PM2.5

的空气质量标准， 并开展测量。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毕军平 、 该

站所属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彭英湘向记者透露，
长沙市城区一共8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
环保部门从今年6月1日开始在武广高铁长沙
火车南站站点， 8月12日开始在湖南师大站点
进行PM2.5的自动试点监测。

截至2011年12月13日， 监测结果显示， 长
沙市PM2.5污染较严重， 湖南师大站点 、 长沙
火车南站站点冬季 （11月和12月 ） 室外PM2.5

平均浓度， 明显高于夏季 （6月、7月和8月）浓
度。

株洲、 常德、 岳阳、 娄底等市没有列入
试点城市， 也开展了PM2.5相关监测。

试点， 为我省开展PM2.5监测积累了经验。
今年以来， 我省有3批次共9人赴国家环保部
学习培训， 培训内容就涉及PM2.5的监测。

按国家环保部要求 ，2012年 ， 在北京 、天
津、河北和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
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2013年
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
展监测 ；2015年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
测。2016年是新标准在全国实施的关门期限 ，
届时，全国各地都要按照该标准，监测和评价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发布结果。

省环保厅环境监测处处长向建福介绍 ，
我省将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的要求 ， 推动这
项监测的开展。 2012年， 在长沙市正式实施；
2013年， 增加株洲、 湘潭、 常德、 岳阳、 张家
界5市。 这6个城市， 在国家113个环境保护重
点城市之列 。 到2015年 ， 全省14个地级城市
全面实施。

监测PM2.5数据， 必须在原有的自动监测
站点设备上， 添加PM2.5自动监测设备。 如果
原来的自动监测设备过于老化， 与新添置的

设备不兼容 ， 则老设备也需同步更新 。 同
时， 监测数据自动传回来后， 还需要安装相
关的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 这是一项比较大
的工程， 设备采购、 安装和调试 ， 我省即将
部署。

彭英湘向记者介绍了自动监测设备的情
况 ， 他 向 记 者 出 示 了 全 国 14个 监 测 站 之
一———衡山监测站的照片。 监测设备安放在
一座房子里， 设备上一根管子笔直向上伸出
房顶， 从室外抽取空气， 自动进行分析 。 为
确保设备安全、 数据可靠， 站房里恒温恒湿，
24小时开空调。

监测数据出来后， 如何分析 ， PM2.5浓度
是多少空气质量算优、 多少算良、 多少算差，
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没有标准， 监

测数据就没法发布。 向建福透露， 今年11月，
国家环保部已经第二次征求各省的意见 ， 相
信这个标准很快就可出台。

现在 ， 人们想要了解每天的空气质量 ，
可以登录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网站 （网址 ：
www.hbj.hunan.gov.cn） 点击查询； 我省6个全
国环境监测重点城市每天的空气质量状况 ，
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网站
（网址： www.zhb.gov.cn） 点击查询。 PM2.5数

据正式开始检测后， 这一数据作为空气质量
的一部分， 将同样可在这些网站上查询 。 将
来， 人们可登陆这些网站查询数据 ， 以作为
出行参考。 在PM2.5数据质量较差的天气 ， 可
放弃户外晨练， 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

向建福认为， PM2.5数据监测是一件好事，
加强这方面的监控、 研究， 有利于环保部门
向政府提出有关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 引
起人们对空气质量的关心， 从而自觉地保护
空气质量。

“监测只是第一步”， 向建福说， 更重要
的是要找出对策， 消除和化解产生PM2.5的因
素。 例如， 在易于形成雾霾天气的季节 ， 适
当控制基建工地施工， 或者减少机动车出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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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PM2.5

PM，英文全称为particulate matter(颗粒物 ）。PM2.5

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径还
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虽
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成部分，但
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

PM2.5的标准，是由美国在1997年提出的，主要是为
了更有效地监测随着工业化日益发达而出现的、 在旧
标准中被忽略的对人体有害的细小颗粒物。 到2010年
底， 除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将PM2.5纳入国标并进行强
制性限制外，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未开展对PM2.5的
监测，大多只对PM10进行监测。

PM2.5的危害
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每天监测和发

布的3项主要空气污染物指标———可吸入颗粒物、二氧
化氮和二氧化硫中， 可吸入颗粒物在空气污染中的比
率最大。《标准》规定监测的“可吸入颗粒物”是指粗颗
粒物PM10，而不包括细颗粒物PM2.5。然而 ，PM2.5细颗粒
物在可吸入颗粒物中占70%至80%。

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个头更小” 的PM2.5富
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
输送距离远， 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更大。

气象专家和医学专家认为， 由细颗粒物造成的灰
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甚至要比沙尘暴更大。粒径
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会被挡在人的鼻子外面。粒径在
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 能够进入上呼吸道，
但部分可通过痰液等排出体外， 另外也会被鼻腔内部
的绒毛阻挡，对人体健康危害相对较小。

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不易被阻挡，被吸
入人体后会直接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
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
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 其中的有害
气体、 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 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更
大。

在欧盟国家中，PM2.5导致人们的平均寿命减少8.6
个月。而PM2.5还可成为病毒和细菌的载体，为呼吸道传
染病的传播推波助澜。 （本报记者 曹娴 整理）

■相关链接

文晓娴

PM2.5产生的主要来源是人为排放。其中，直接排放
主要来自燃烧过程，比如化石燃料（煤、汽油、柴油）的燃
烧、生物质（秸秆、木柴）的燃烧、垃圾焚烧。在空气中转
化为PM2.5的气体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氨
气、挥发性有机物。其他的人为来源包括：道路扬尘、建
筑施工扬尘、工业粉尘等。

正因为PM2.5来源广泛，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
气排放等很多生产、生活过程都会产生PM2.5，所以，PM2.5

的治理存在几方面的难度：
排放源难 “把脉”。PM2.5一半以上来自二次污染物，

是一种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其中有
所体现，包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染。近日，住建
部表示，PM2.5指数升高与玻璃幕墙也有关系。可见，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化，排放源
也在发生各种变化。

控制难度增大。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
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

能源结构难改变。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燃煤，而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 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有
专家预测以煤为主的现状未来数年内很难得到改变。

经济高速增长让“打击”变难。近年来，我国的城市
化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污染的问题也因此在短时
间内集中爆发出来， 形成了各种污染交织在一起的现
象。但工业化、城镇化还将持续几十年，要减少来自煤炭
燃烧、汽车尾气、工地扬尘产生的PM2.5，可不容易。

然而，面对来自PM2.5的危害，减少PM2.5的排放必须
成为政府的环保目标。如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鼓励节约能源，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走
绿色发展之路；从改进技术和管理入手，严格控制机动
车尾气污染，着力解决建筑扬尘、道路扬尘等问题。

很多PM2.5的来源， 是居民在生活消费中产生的污
染。人们既是PM2.5的受害者，更是PM2.5的制造者。比如市
区内的PM2.5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机动车尾气。因此，每个
人都应该成为治理PM2.5的参与者， 把减排变成实际行
动。如践行低碳生活少开车，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还有
避免过度装修而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物，生成更多的二
次颗粒物等。

■观点

同心协力
减少PM2.5排放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人员在调试空气自动监测设
备。 通讯员 摄

12月8日， 长沙市出现雾霾天气， 不少市
民戴上口罩出行。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长沙市黄兴路步行街被雾霾笼罩。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