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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爆表”！ 

神州大地一片雾霾，各城市纷纷“喂”人民服“雾”，空气质量

“爆表”严重！那么，什么是雾霾？雾霾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国内外

的雾霾情况与治理手段又是如何？ 

雾霾的基本概念 

雾霾，雾和霾的统称，是指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微粒而形成的混

浊形象。但其实，雾是雾，霾是霾，雾和霾的区别十分大。雾是由大

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是近地

面层空气中水汽凝结的产物。霾，也称灰霾（烟霞），是指原因不明

的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在中国气象局的《地

面气象观测规范》中，霾被这样定义：“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

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千米的空气普遍有混浊现象，

使远处光亮物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微带蓝色。” 

雾霾形成的原因 

一是大气空气气压低，空气不流动是主要因素。由于空气的不流

动，使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聚集，漂浮在空气中。二是地面灰尘大，空

气湿度低，地面的人流和车流使灰尘搅动起来。三是汽车尾气排放量

逐年增长，近年来城市的汽车越来越多，排放的汽车尾气是雾霾形成

的一个因素。四是工厂制造出的二次污染。五是冬季取暖排放的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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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造成的危害 

一是影响人体健康。灰霾中的粒子大部分可被人体呼吸道吸入，

尤其是亚微米粒子会分别沉积于上、下呼吸道和肺泡中，引起鼻炎、

支气管炎等病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此外，由于太阳

中的紫外线是人体合成维生素 D的惟一途径，紫外线辐射的减弱直接

导致小儿佝偻病高发。紫外线还是自然界杀灭大气微生物如细菌、病

毒等的主要武器，灰霾天气导致近地层紫外线的减弱，易使空气中的

传染性病菌的活性增强，传染病增多。灰霾天气还会容易让人产生悲

观情绪，影响心理健康。更令人担忧的是，灰霾还导致城市遭受光化

学烟雾污染的提前到来。光化学烟雾是一种淡蓝色的烟雾，汽车尾气

和工厂废气里含大量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这些气体在阳光和紫外

线作用下，会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它的主要成分是一

系列氧化剂，如臭氧、醛类、酮等，毒性很大，对人体有强烈的刺激

作用，严重时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视力衰退、手足抽搐等现象。 

二是影响交通安全。雾或霾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对公路、铁路、

航空、航运等均产生重要影响，灰霾天气直接导致室外能见度降低，

造成交通事故频发，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延误甚至取消，海上交通及

铁路运输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三是影响电力安全。雾霾天气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雾的影响，即湿度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导致电力系统设备

外绝缘表面受潮，外绝缘水平下降，从而造成污闪现象；二是霾的影

响，即大气中污秽物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使电力系统设备外绝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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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污秽度增加，与高湿度环境叠加后，也可能造成污闪。 

四是影响农作物及植物生长。霾对农作物及植物的危害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植物虽然具有吸附尘埃的作用，但如果霾中尘粒的

浓度过大，会使植株不堪重负，从而影响植株的呼吸作用。另一方面，

冬季时，植物的生长并没有完全停止，雾霾天气时，空气流动性差，

同时遮盖阳光，进而影响到植物的光合作用，不利于植物的生长。 

爆的是啥“表”？空气质量指数表 

空气质量指数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指数，其数值越大说明

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就越大。 

空气质

量指数 

空气

质量

指数

级别 

空气质量指数及表

示颜色 
对健康的影响 建议采取的措施 

AQI 

0-50 Ⅰ 优 绿色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

基本无空气污染。 

各类人群可正常活

动。 

51-100 Ⅱ 良 黄色 

空气质量可接受，某

些污染物对极少数敏

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

响。 

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

少户外活动。 

101-150 Ⅲ 轻度污染 橙色 

易感人群有症状有轻

度加剧，健康人群出

现刺激症状。 

老人、儿童、呼吸系

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

时间、高强度的户外

活动。 

151-200 Ⅳ 中度污染 红色 

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

症状，会对健康人群

的呼吸系统有影响。 

儿童、老人、呼吸系

统等疾病患者及一般

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201-300 Ⅴ 重度污染 
紫红

色 

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

状加剧运动耐受力降

低，健康人群出现症

状。 

儿童、老人、呼吸系

统等疾病患者及一般

人群停止或减少户外

运动。 

>300 Ⅵ 严重污染 
褐红

色 

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

降低，有明显强烈症

状，可能导致疾病。 

儿童、老人、呼吸系

统等疾病患者及一般

人群停止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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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遭遇严重雾霾天气 

今年，从一月份持续到现在的雾霾天气波及了全国各个城市，雾

霾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一月，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被雾霾笼罩。在全国 74 个监测

城市中，有 33 个城市的监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了 300，这意味着

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严重污染。三月，北京雾霾天气持

续，粉尘飞扬。十一月，哈尔滨严重雾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 50

米。其他，长春、石家庄、郑州、杭州、西安、南京、太原、长沙等

空气质量纷纷爆表，雾霾严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在 11 月 4 日联合发布的《气

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

天数为 29.9 天，比往年同期多 10.3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多。 

国家气候中心统计数据显示，雾霾成因具有明显季节性变化。

1980-2010年，霾天气冬半年明显多于夏半年，冬季的霾天数占全年

比例为 42.3%。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雾天数呈减少趋势，霾天数呈

增加趋势。到 2011年和 2012年，霾天数已超过雾天数。 

从空间分布看，霾的天数呈现西部减少、东部增加的趋势。其中，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霾天数增加最快，如深圳平均每年增加 4.1天、

南京平均每年增加 3.9天。1961-2012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年雾霾

天数总体呈增加趋势，目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年雾霾天数为 25-100

天，局部地区超过 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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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10日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

气 10条”，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

南。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

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

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雾霾杭州 

在公众的印象中，北方地区是雾霾天气的高发地。而 2013 年前

十月大约 300天左右的时间里，杭州主城区的雾霾天数就冲破纪录，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 209天！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杭州主城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处在雾霾之中。而 2012年，杭州市区的雾霾天数总计为 157

天，2011年则为 159天，2004年是 176天。 

江南杭州，向来以四时美景示人，居然一年三分之二以上天数身

陷“十面霾伏”当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北方壮美，豪放刚劲；南

方优美，妩媚婉约。只是，在空气越来越糟糕的今天，塞北与江南全

都埋没在一场无尽的雾霾之中。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杭州成为一个

“灰色城市”——无论春秋冬夏，只要几天不下雨，天空就灰蒙蒙的，

整个城市都像被一只“脏手套”攥紧，这就是典型的雾霾天。除了影

响心情，雾霾更对生命健康乃至城市运行极为有害。 

专家解释，导致杭州雾霾日多的主要原因，是标准的提高、监测

方式的转变以及天气因素。以往杭州对雾霾的监测方法是人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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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记录监测 4个时间点的雾霾状况，而今年初，监测方法已改为机

器 24 小时自动监测。而两种监测方式的转变直接影响了雾霾天数的

统计结果。在原先的人工监测中，“弹性”比较大，一天中只监测 4

个点位，气象观测员判断是不是“霾”，主要标准有两个。一是看颜

色，“霾”能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二

是看湿度和能见度，一般相对湿度小于 60%，能见度小于 10公里时，

就记录为“霾”。可是，当监测方法转换为机器 24小时自动监测后，

对霾的判断标准直接定性为能见度和相对湿度两项，有时还会参考颗

粒物指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可能被“人工”考虑为“轻雾”，

或是污染物、颗粒物指标并不是很高的天气状况，现在通通都被归进

“霾”的行列。 

资料显示，机动车尾气、燃煤、扬尘是三大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城市化带来人口聚集，造成地区气候变暖，产生热岛效应，随之而来

的是污染物大量集中排放，聚集造成经久不散的雾霾。而“三面云山

一面城”的地理格局，让杭州大气扩散难上加难。杭州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和杭州市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的专家表示，杭州主城区的雾霾来

源主要还是汽车尾气，偶尔也受附近工业园区吹来的废气影响。杭州

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110万辆，如果以机动车千人拥有率来看，

杭州在 2011年就达到了 136辆，超过了上海（44辆）、广州（90辆）、

香港（58辆）和新加坡（11辆）等大城市。2013年以来，杭州 pm2.5

浓度平均在 0.06㎎/m，超过了国家标准 0.035㎎/m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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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针对日益严重的雾霾情况，杭州市规划局、市环保局

等部门正在做“城市风道”的研究，意图把郊外的风引进主城区，把

空气的霾等污染物“吹”走。专家表示，“城市风道”项目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和评价目前杭州市的通风状况以及污染扩散能力，并通过研

究杭州目前通风廊道所在的具体区域，为政府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和建

设提供决策服务，以改善城市的通风状况。 

但该“城市风道”项目还没有实施结果，仅处在模拟计算阶段，

即通过计算机模拟在不同的城市环境状况下，该城市的通风状况及污

染扩散状况。相比还遥远的“城市风道”，杭州正在推进的大气整治

工作包括机动车尾气防治、无燃煤区建设、油改气等显得更为实际。

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整治污染企业和露天烧烤；减

少煤炭消费比重；扩大城市绿地面积……上述举措才是消除雾霾天气

的治本之策。 

在所有中国人向来引以为傲的“人间天堂”杭州，居然也会有大



 2013年第 23期（总第 47期）     第 9 页 

半年时间身陷雾霾，严重之时，人们惊愕地发现，百米之外，西湖已

经“消失”了。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情。

都说江南好，而今江南又好在哪里？身为“江南意象”代表，杭州又

何时能冲出霾局？ 

 

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经验教训 

英国：“雾都”万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当年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后，伦敦地区工厂昼夜不停地燃烧煤

炭，带来了大量的粉尘和有毒气体，使得一年中有 1/4的日子大雾笼

罩，从而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 5天的“烟雾”竟然造成 1万

多人死亡。 

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主要立足点在减少煤炭

用量，英国政府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并在冬季采取集中

供暖，将烧煤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迁往郊区。到 20世纪 80年代，英

国治理污染的重点为治理汽车尾气。政府要求所有新车都必须加装催

化剂以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又针对私家车征收天价的进城费和停车

费，控制私车流。同时，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和绿色

交通。加强绿化也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今日的伦敦，大雾天

气已经从 100余年前的每年 90天，减少为不到 10天。 

美国：数日内几百位老人死亡 

    作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曾因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造成严重的

大气污染。20 世纪中期，洛杉矶一带大气臭氧浓度很高，光化学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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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问题突出，在 1952年和 1955年两次酿成短短数日内几百位老人死

亡的惨剧。 

美国采取区域环境管理框架，打破州的界限，进行统一管理。环

保机构有权进行立法、执法、处罚，并通过强制执行手段和监控、技

术改进等相结合的方式协调开展工作。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

正案通过，美国环保署 1997年设立专门针对大气 PM2.5含量的标准，

以便更好检测过去被忽略的这类细小颗粒物。当污染较为严重时，美

国官方网站会要求民众控制户外活动的强度和时间，以此来减少身体

损害。此外，媒体还劝告民众不要在繁忙的马路附近锻炼，不要在室

内抽烟，减少使用蜡烛、烧木头炉子，以控制室内污染。美国大气污

染控制方式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排污权交易，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

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卖，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

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日本: “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曾有四个发生在日本 

   日本在工业化前期，曾经也饱受污染之苦，“世界八大环境公害”

事件中，就有四个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日本。 

日本治污的手段之一就是城市绿化，东京有关当局规定，新建大

楼必须有绿地，必须搞楼顶绿化。东京的绿化很少种草，而是种树，

不但要绿化面积，还追求绿化体积。另一个手段是控制汽车。2003

年东京推出一项新立法，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柴油发动机汽

车驶入东京。新法规实施的第一天，交警在东京内外的主要路口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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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让每个司机发动引擎，然后用白毛巾堵在尾气排放口，如果发

现白毛巾变黑，则这辆车不许进入东京。如今，日本汽车出厂时都已

安装了过滤器，排放标准达到了欧洲三级标准，东京市内的几万辆出

租车都是使用天然气。这些努力使得整个东京天青云白，视野也很好。       

德国：限排减排软硬兼施 

德国工业发达，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备受全球瞩目。德国重在通过

减少污染物排放来防治雾霾天气，并完善应急举措和长效机制，提高

空气质量。欧盟成员国均有自己的“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 “空气

清洁与行动计划”减少可吸入颗粒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限制释

放颗粒物，例如车辆限行、限速、工业设备限制运转等，并设立“环

保区域”。德国超过 40 个城市设立了“环保区域”，只允许符合环保

标准的车辆驶入；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排放，例如给汽车安装微粒

过滤装置。德国于 2007 年立法补贴安装微粒过滤装置的柴油发动机

汽车，并对未安装过滤装置的车辆征收附加费。40 多年前，穿过德

国鲁尔工业区的莱茵河泛着恶臭，两岸森林遭受酸雨之害。而今，包

括莱茵河流域在内的德国多数地区实现了青山绿水，空气清新，这与

德国实施“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密不可分。欧盟对汽车尾气排放设

定严格标准，“欧 4”和“欧 5”标准分别于 2005年和 2008年开始实

施，因此成员国各级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在汽车减排上发挥的空间不

大，主要还是依靠限制排放的“硬措施”。  

此外，德国还采取了一些“软措施”，如呼吁民众节能减排，使

用节能家电、多搭乘公共交通以及骑车出行等。在德国，可吸入颗粒



 2013年第 23期（总第 47期）     第 12 页 

物浓度一旦超标，当地州政府须与市区政府合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  

    综合国外大城市的治理经验，不外乎几种手段：一是政治手段，

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二是法律手段，通

过严格监管强制督促实施环保方案；三是经济手段，如通过排污权交

易节能减排；四是环境手段，如搞绿化，多种树。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发文称，现在的中国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中汽车

数量爆炸性增长，中国正在犯美国在走向超级大国过程当中犯过的错

误。治理雾霾，需要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胡周颖、钱晶晶、韩俊、沈娅瑜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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