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针对亚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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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空气污染：基于科学的
解决方案》是一份对该地区空气污染未来趋势首
次进行全面科学评估的报告。该文提纲挈领地介
绍了25项清洁空气措施，确保在2030年能够为
10亿人提供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要求的、达
到安全水平的清洁空气，并为公众健康、经济发展
和气候带来众多的益处。这本册子列举概述了针
对亚太地区的25项清洁空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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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该地区人口92％的约40多亿人
口暴露在对其健康有重大风险的空气污
染水平下。

空气污染不仅带来主要的健康风险，同时
对环境和农作物都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这些影
响可能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在减少空气污染方
面，尽管现有政策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仍需采取
进一步的行动，将空气质量提高到安全水平。

该报告使用目前最高质量的数据和最先进
的模型来识别最有效的减少空气污染的25项措
施。 

考虑到亚太区域复杂的多样性，该报告将这
些措施分成三类：

           常规减排措施
减少细颗粒物生成的污染防治进阶措施（很
多亚太地区还未普及）
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同时又能改善空气质
量措施

预计到2030年，亚洲的年GDP将高达
12万亿美元，实施25项清洁空气措施的成
本预计为每年3千亿到6千亿美元，仅仅约
占GDP增长量的5％。

•

•

•



行动利好多多
健康
10亿人在2030年可以呼吸到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指导值严格要求的清洁空气。

食物安全 

因臭氧层造成的作物减产将大幅下降45%，包括
玉米、水稻和小麦。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也
将得到改善。

水安全
减缓冰川和雪原的融化，减少因冰湖溃决引起的
各种可能的洪涝灾难风险，有助于提升关乎亿万
人生存的水安全。

气候
在20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减少近20%，甲
烷排放量可减少45%。这将使得2050年的潜在升
温效应降低1/3度，极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制定
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空气质量的改善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将直接有助
于实现以下目标：

目标3：让不同年龄段的所有的人过上健康的
生活，提高他们的福祉；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
持续城市和人类社区；  
目标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
响。

•

•

•

•



25项清洁空气措施

加严道路车辆的排放标准

定期保养和检查车辆

推广使用电动车 

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选项 

控制减少施工和道路扬尘

国际航运排放控制

提升燃烧排放末端控制

推行更严格的工业过程排放标准

引进高效的砖窑技术

控制油气生产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提升溶剂使用及炼油厂管控

使用环保制冷剂

提供低污染的烹饪和取暖设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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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禁止焚烧生活垃圾

为提高家庭能源效率提供激励措施

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提高工业能效

回收煤矿瓦斯

改善畜禽粪便的管理

加强氮肥施用的管理

更好地管理农作物秸秆

防止森林和泥炭地火灾

促进更有效的水稻种植作业

防止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泄漏

改善固体废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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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严道路车辆的排放标准

加严所有机动车排放标准，特别是轻型和
重型柴油车辆的管控。这将需要和环保部
门、交通运输部门、石油公司和汽车制造
商等进行沟通合作。



定期保养和检查车辆

制定对车辆实施定期强制性排放检查和
维护的法规并执法。包括通过随机检测防
止汽车排放系统失灵后仍继续使用的情
况。

建立集中的检查和维护系统，在检测中心
建立自筹资金的定期审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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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使用电动车 

制定财政和非财政的各种政策来促进电
动交通。

投资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以鼓励电动车
辆更快地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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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选项

改善公共交通系统，鼓励人们改变出行方
式，以公共交通取代私家车出行，并与可
持续性发展的城市规划相结合。

投资建设步行街和自行车专用的基础设
施（人行道和自行车专道，充足的街道照
明，共享单车等）



5

控制减少施工和道路扬尘

通过各种防尘措施，包括道路的清洁和清
洗，道路铺设，路面洒水，安装路障护栏
等，避免在刮风日子里进行产生扬尘的作
业。

增加绿地和绿色区域如公园、花园等，在
城市里更是如此。



6

国际航运排放控制

要求使用低硫燃料并控制颗粒物排放。

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让《防止船舶污染
国际公约》在更多国家批准通过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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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燃烧排放末端控制

引进最先进的工艺流程末端环保措施，旨
在减少发电站和大型工业源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

比如二氧化硫烟气脱硫，氮氧化物的选择
性催化还原脱硝，以及高效的颗粒排放物
控制措施如袋式除尘和多级静电除尘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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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更严格的工业过程排
放标准

在钢铁、水泥、玻璃生产和化工等行业推
行严格的排放标准。

加严生产、操作和排放标准来控制工艺流
程末端排放和无组织排放。这一措施将促
进对污染控制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领域
的投资。



9

引进高效的砖窑技术

提高效率并引入排放标准，促进转向更
高效的砖窑技术（比如之字形窑，竖井
节能砖窑或隧道窑）。这需要窑厂主、
技术专家和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合作，示
范更清洁环保的砖窑技术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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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油气生产中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鼓励石油生产和石油天然气相关的油气
回收。

停止常规燃烧做法，或直接使用或转换为
以更高价格出售的液态产品。

加强在天然气生产和输配网络中的泄露
控制。



11

提升溶剂使用及炼油厂管
控

推出用于工业和自助家用（DIY）低溶剂涂
料。

提高工业溶剂的回收率。如果不可行，将
碳氢化合物浓度高的烟气进行焚毁。

在炼油厂建立泄露检测和修复系统。在炼
油厂和燃料库安装双密封系统，蒸汽回收
装置，固定顶盖和监控装置。



12

使用环保制冷剂

确保完全遵守《基加利修正案》的规
定，逐步降低在空调、制冷和多种工业
产品中的氢氟烃的使用。

建立相关法规支持转向使用全球升温潜
能值低的冷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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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低污染的烹饪和取暖
设施选项

在城市推广使用电、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在农村推广液化石油气、先
进的生物质炉具和采暖设施；在烹
饪和取暖时使用成型燃料替代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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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禁止焚烧生活垃圾

严格禁止露天焚烧生活垃圾。燃烧禁令需
要与全面的固体废物管理计划相辅相成，
计划包括妥善的废物收集系统，废物回
收，废物处理以及提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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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家庭能源效率提供
激励措施

提供激励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包括家用电
器、建筑物、灯光照明、供暖和制冷的能
效。

鼓励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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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及实施相关支持
政策实现这些目标。包括提供激励措施，
促进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的广泛使
用，并逐步淘汰效率最低的发电站。

通过公众压力，让人们从化石燃料转向可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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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业能效

实施较高的工业能效标准。

在国家发展计划中纳入工业能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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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煤矿瓦斯

鼓励采矿开始前对煤矿瓦斯进行回收。

提供财政激励措施、明确的天然气产权和
天然气自由市场（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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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畜禽粪便的管理

引入带盖的化粪池（浮顶式或固定顶盖）
以及有效施用肥料（当植物需要肥料时，
迅速将粪肥掺入土壤中或作成窄带施于
树木或草地中）。

鼓励通过厌氧消化来减少甲烷，同时保持
氨或氮含量不变。

新建动物房舍时考虑低排放选项：定期擦
洗地板，清洁空气通风扇，使用带盖化粪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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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氮肥施用的管理

建立有效的氮肥施用机制（既适时又适
量），比如用硝酸铵肥料代替尿素和碳酸
氢铵肥料。

促进使用替代制剂，如印楝包膜尿素或使
用脲酶抑制剂（如果能够买到它们且价格
合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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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管理农作物秸秆

管理农作物秸秆，包括严格执行露天焚烧
的禁令。除焚烧禁令外，辅以利用秸秆的
措施。这包括替代性的场外利用，如免耕
作业，将残渣犁入田地的技术，或使用秸
秆作为牲畜地铺垫层或用于沼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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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森林和泥炭地火灾

改进并实施对森林、土地和水的管理及防
火战略。这包括防止火灾蔓延的保护区，
火警和救护系统，禁止在干旱期间进入森
林并禁止土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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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更有效的水稻种植作
业

鼓励对持续性淹水稻田进行间歇曝气（比
如采用干湿交替种植方式，即在生长季节
期间允许地下水位在一个或多个点下降
到土壤表面以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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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沼气泄漏

引入管理良好的二级沼气回收处理设施。

促进使用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



25

改善固体废物的管理

鼓励采用集中式废物收集的方式，对垃圾
进行源头分类和处理，包括气化利用。



更多信息，请联系 

亚太地区清洁空气合作伙伴
电子信箱：apcap@un.org

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办公室
电子信箱：uneproap@un.org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电子信箱：secretariat@cca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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