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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性及治理措施思考 

张迪畅，张竞先，付祥玲，许松华 

蕲春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湖北蕲春 

【摘要】建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城市空气污染现状进行严格检测，尤其可以对交通干道、

厂区空气污染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把收集的相关数据反馈给环保部门，为制定可行的治理措施提供依据，

有效缓解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本文采用蕲春县 2021 年环境空气监测数据，对大气污染治理以及大气污染治

理措施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充分发挥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优势作用，为人们

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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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ambient air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its treat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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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utomatic air monitoring station, can strictly tes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air pollution, especially for traffic trunk road, factory air pollution dynamic monitoring, and the 
collected data feedback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making feasible 
management measures,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urban air pollution problem. This paper adopts Qichun County in 
2021 environmental air monitoring data,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air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are analyzed,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vironmental 
air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to provide people with a more high-quality and safe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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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蕲春县政府为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

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加大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建设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站，建立“全方位-立体式”大气污染防

治监测、监管体系，为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工作提供

数据依据，实施精准施策、科学治理。 
1 综合概述 
蕲春县空气自动站点位位于蕲春县第一高级中

学教学楼楼顶，环境空气实行 24 小时 6 个参数的连

续自动监测，监测项目为:二氧化硫（SO2）、氮

氧化物（NO-NO2-NOX）、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臭氧（O3）、

气象五参数（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

能见度[1]。根据 2019 年至 2021 年全年空气自动

站的数据显示，蕲春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逐年改

善。 
根据空气自动监测站监测结果显示：近三年来，

蕲春县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逐年升高，主要超标污

染物为颗粒物，PM10、PM2.5浓度年均值均未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其

它 5 项监测指标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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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三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浓度变化分析 

年份 
污染物 

（单位：mg/m3） 
SO2 NO2 CO O3-8h PM10 PM2.5 优良率 

2019 年 
浓度 13 19 1.1 146 78 43 70.91% 

同比变化率 —— —— —— —— —— —— —— 

2020 年 
浓度 13 16 1.0 147 68 38 80.83% 

同比变化率 -0.6% -14.0% -9.2% +0.7% -12.9% -11.6% +14.0% 

2021 年 
浓度 13 20 1.0 122 75 37 89.47% 

同比变化率 -1.3% +23.5% +5.6% -17.0% +11.5% -3.7% +10.7% 

 

2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主要构成 
自动监测站主要是利用空气质量监测自动分析

仪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对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

术、通信网络技术、传感技术、自动测量技术等进

行联合应用，同时与专业的分析软件进行联接，实

现大气环境的自动监测。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涉

及湿法和干法两种监测方法。前者是在库伦法和导

电法的测量原理，设备的操作方式较为复杂，而且

需要较高的维护费用，监测数据不准确，已被弃用；

后者是在物理与化学的测量原理基础上发挥作用，

操作简单，维护费用不高，监测数据偏差较小，在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涉及中心计算机室、质量保

证实验室、系统支持实验室、监测子站等，如图 1
所示。中心计算机室包含有线、无线通讯设备，可

以接收各监测子站反馈回来的信息，并进行信息处

理，同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同时还具有数据检查、

判断、存储等功能，同时诊断子站设备的运行情况，

确保其安全可靠性运行；质量保证实验室，需要对

监测设备进行审核、标定、校准，并考核主要的技

术指标，同时制定监测质量控制措施；支持系统实

验室可以更换或检修故障设备，做好设备日常维护

和保养工作；监测子站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主

要是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实时自动监测，采集

相关数据，并按照中心计算机的指令向其传输监测

设备的运行状态、大气数据等[2]。 
3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3.1 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依据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城市环境质量情况

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大气污染问题，并对

相关数据进行收集、上传，通过数据分析，掌握造

成大气污染问题的污染物类型、含量、分布等情况，

从而协助相关部门制定科学可行的大气污染治理措

施，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果[3]。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1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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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作用分析 

3.2 减低工厂排污设备 
工厂废气排放是引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关键

原因。在工程排放的工业废气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

一旦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放到大气

中，会对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虽然工厂企业按

照国家要求安装了排污装置，但是部分企业为了节

省生产成本，甚至会私自关闭排污设备，导致大气

受到严重污染。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工厂附近建

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工厂废气排放情况

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工厂随意排放工业废

气的问题，并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便对企业进行整

改，并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有效控制大气污染问

题。 
3.3 确保污染治理方案的合理性 
全方位的信息数据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大气污染

治理方案的基础与前提，其中包含交通状况、能源

消耗组成、工业分布情况等[4]。因此，需要建立环

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便获取这些信息数据，才能

对大气污染情况进行了解，详细掌握大气中的污染

物类型、数量、分布情况等，从而帮助相关部门制

动科学性、可行性、适应性的大气污染治理方案，

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以此为依据，实现工业

布局的优化调整，并充分发挥大气环境容量的作用，

减少环境污染，强化大气的自净作用；还需要全面

监督工厂废气排放问题，一旦出现超标排放的现象，

需要对其进行严肃处罚，有效控制废气排放量。 
4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

用途径 
城市大气污染情况逐渐加重，其中工厂超标排

放、机动车尾气排放等是引起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

因素。基于此，需要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进行优

化应用，使其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在

城市工业园区建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在搭建之

前，需要对工业园区的面积、产业类型、主要污染

物类型、污染浓度等进行全面调查，从而对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站的建设位置、间距、数量等进行科学

设定。此外还可以引进先进的辅助技术，如遥感、

无人机拍摄等，一旦发现工业园区内出现超标排放

工业废气的现象，会立即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便对

超标排放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罚，勒令整改，从而有

效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城市私家车数量越来越多，机动车尾气

排放成为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在市区人

员密集的区域建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并安装预

警系统，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实现实时动态监测，

一旦出现系统自动报警，需要追查原因，并采取相

应的治理措施[5]。如因为交通拥堵引起的自动报警，

需要交通部门疏导交通，减少车辆怠速问题；因为

露天烧烤、路面扬尘引起的自动报警，需要城管部

门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城市大气污染。 
蕲春县在大气环境污染治理中采取了以下措

施：一是加强项目整改。工业企业、汽修行业、建

筑工地和漕河城区建筑工地扬尘管控任务整改，督

促整改落实到位；二是压实部门责任。对巡查管控

期间发现的问题，认真梳理、交办，实行整改企业

清单化管理，对重点难点环境问题建立问题清单，

实行盯办制度，落实到具体时段、具体时间、具体

企业、具体责任人，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重点难点问

题整改；三是快速分析污染形式。每日时时紧盯

PM2.5、PM10 和臭氧分钟、小时浓度变化，对污染源

的重点时刻、重点部位及时开展应急管控措施，确

保存在大气污染风险时，有部门吹哨，有部门响应，

有部门行动，尽全力保住每一个优良天；四是加强

工作考核调度。实行日调度、周通报制度，每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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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责任部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每周进

行通报，并将通报结果报县政府主要领导，通过调

度和通报，倒逼属地和部门的大气治理责任落实；

五是强化污染深度处理。为企业积极争取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支持。 
5 应用效果 
2022 年，经过努力，蕲春县在大气污染质量中

取得了以下成就：一是引起高度重视。县领导组织

召开全县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督办会，形成部门

联动机制。各部门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落实方案，做

到标准清、任务清、责任清，切实做到精细管控、

常态治理，确保形成良好的大气污染防治管控机制。

二是提供科学依据。根据空气监测数据反映出的污

染问题，制定《蕲春县 2022 年大气污染防治及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蕲春县漕河城区空

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蕲春县 2022 年夏季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蕲春县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提升责任清单》等，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三是完善监测网络体系。进一步优化布局，

2021 年在行政区域内合理选址，新建一座空气自动

监测站，使自动监测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准确性、

科学性，为全面分析评价蕲春县环境空气质量提供

了有力支撑。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大气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

需要科学布置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以便对城市

环境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尤其要在城市工业园

区、城市人员密集区域等设立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及时了解大气污染情况，同时对工厂污染排放进行

监督，为相关部门制定可行性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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