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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研究：从公众需求到公共价值*

郑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关键词：

在梳理分析国内外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对上海市公众的空气质量数据需求及人群差异进行了调研。调研

显示，公众存在获取空气质量数据、空气质量知识、健康防护建议和洁净空气四种层次的需求，不同层级人群在发布内

容、标准、渠道、形式、地点、频率和语言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对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

议：政府应基于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应丰富发布形式，降低公众解读门槛，提高公众对数据的应用能力；应针对不同

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渠道、形式多样的数据发布。最后对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实践作了简要介绍与分析。

空气质量数据；数据开放；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电子政务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雾霾天气，

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和环保意识不断升高。为使

公众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空气质量数据，不少IT企业开

发了相关的手机应用，并受到公众欢迎。同时，部分外

国使领馆开始发布空气质量数据，为其在华居民服务，

这些数据进一步受到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转发，对当

地环保部门形成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公众要求政

府发布真实、全面、及时的空气质量数据的呼声日益高

涨，而环保部门既有的空气质量数据在发布内容、标

准、渠道、形式和频率等方面都与公众需求存在较大差

距，其发布的数据也与公众实际感受存在差异。

当前，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环保部门采

集、运用和保存空气质量数据的能力已得到很大提升，

以往这些数据主要供政府部门内部日常运作、管理和决

策使用，并未对公众开放。为满足公众对空气质量数据

的需求，保障公众对空气质量数据的知情权，环保部门

向公众开放空气质量数据，并基于公众需求，提升发布

内容和形式已成大势所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进行国内外最佳实

践研究，以搜集和分析国内外在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方面

的成功经验；然后通过焦点小组座谈会、个人深度访谈

和公众问卷调查等方法，采集一手数据，对上海市公众

有关空气质量数据的实际需求及人群差异开展研究，并

对上海市环保部门既有的数据发布现状与能力进行分

析；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

方案提出建议，以供上海市环保部门在设计和实施发布

方案时参考。

（一）二手资料分析：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

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开展时间为2011年12月至2012

年1月。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搜集和梳理国内外

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成功案例，研究选取了美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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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欧盟、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空气质量数据

发布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布空气

质量数据的网站和相关资料，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空

气质量数据发布方面的成功经验。

（二）一手定性研究：深度访谈和公众焦点讨论会

在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定性研究，以

探究上海市公众对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内容、渠道、形

式、地点、频率和语言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及不同人群间

的差异。研究开展时间为2012年1月至3月。研究采用焦

点小组座谈会和个人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及开放式问卷

方式，并根据公众的回答不断追问细节和挖掘原因。此

外，还对空气质量领域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了深

度访谈，重点了解上海市空气质量发布的现状、特点、

政策、管理制度、流程、技术可行性及现存问题等。

调研小组共组织了两场焦点小组讨论会，每场分别

邀请10位大学生和8名外国驻沪使领馆工作人员参加，

每场焦点小组座谈会的时间为2小时。调研小组还对17

位上海市本地居民和游客开展了个人深度访谈，包括

白领、工人、学生、游客等不同类别的人群，以及老年

人、呼吸道疾病患者、全职妈妈、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

师等特别关注空气质量的人群；并对2位空气质量领域

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了深度访谈，每场个人深度

访谈的时间为0.5－1小时。最终，在定性研究阶段，共

有37位人士参与焦点小组座谈会和个人深度访谈。

（三）一手定量研究：调查问卷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定量研究，以检验定性

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根据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和定性研

究的结果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在经过小范围测试与调整

后，采用书面问卷与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向上海本地市

民和游客发放。调查地点包括上海市市区和郊县的居民

区、商业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学校和医院等。调

查问卷发放总量533份，回收有效问卷526份。

（四）分析与建议

对通过以上方法采集的数据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梳理公众对上海市空气质量发布的实际需求及不同人群

间的差异。然后基于公众需求，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结合上海市环保部门的现状与能力，对空气质量数据发

布方案提出建议，以供上海市环保部门在设计和实施发

布方案时参考。

三、研究发现

（一）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结果

国内外最佳实践研究发现，部分国家和中国香港地

区的空气数据发布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表现在发

布污染物种类、发布数据分级与标识、发布语言、发布

频率与预报、发布覆盖地点、发布渠道和工具、表现形

式、针对人群、教育知识与防护建议提供等方面（参见

表1）。这些经验对开展空气质量数据发布工作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AIRNow是美国政府专门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数据

的网站（http://www.airnow.gov/），该网站不仅提

供超过200个城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数据，还提供空气质

量预报。在AIRNow网站上，空气质量指数、PM2.5和臭

氧指数等数据以动态地图、颜色条和等级等多种形式呈

现，公众可通过地图上的颜色变化来了解污染程度的变

化。此外，网站还提供针对儿童、学生、老师和其他成

年人的健康建议。网站上的空气质量信息每小时更新。

公众可通过iPhone和Android手机应用和各种社交媒体工

具（如Twitter，Facebook和RSS阅读器等）来方便地获取

空气质量信息。

英国政府建立了专门发布伦敦空气质量信息的网

站（http://www.londonair.org.uk）。网站上发布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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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英国 欧盟 加拿大 新加坡 中国香港

发布污

染物数

据种类

臭氧、PM2.5

一氧化氮、二氧化

硫、臭氧、一氧化

碳、PM10、PM2.5

PM10、PM2.5、二氧

化碳、二氧化氮、臭

氧

PM2.5、臭氧

二氧化硫、PM10、

臭氧、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可吸入悬浮粒子、

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臭氧、一氧化

碳

发布数

据分级

与标识

将空气质量分为好、

一般、对敏感人群不

健康、不健康、非常

不健康、有毒害六个

等级，每个等级对应

不同的污染指数，采

用不同颜色标识并辅

以解释说明

将空气质量指标分

为10档，低（1-

3）、中等（4-

6）、高（7-9）、

非常高（10）四个

等级，并在地图上

用颜色和数字标识

污染程度

将空气污染程度分为

低、轻度、中等、

高、非常高五档，用

数字和颜色呈现

将空气质量分

为好、中等、

一 般 、 不 健

康、非常不健

康、有毒害六

档，并用数字

和颜色标识

将空气质量分为

好、中等、不健

康、非常不健康、

有毒害共五等，采

用不同数字区间对

应不同的空气质量

等级

将空气污染程度分

为轻微、中等、偏

高、甚高等级别，

采用数字和等级标

识（I、II、III、IV、

V）

发布语

种
英语 英语 25个欧盟成员国语言 英语 英语

繁体中文、简体中

文、英文

发布频

率与预

报

每小时发布，并提供

当日和次日的空气污

染预报

每小时 每小时 每20分钟 每天

每小时，并提供当

晚和次日的污染预

测

发布覆

盖地域

/地点

美国各城市

空气质量监测站、

公路地铁、河道、

公园绿化区、交通

拥堵收费区等

不同成员国 不同城市

新加坡东部、南

部、西部、北部、

中部和新加坡总体

一般监测站和路边

监测站

发布渠

道 / 工

具

i P h o n e和A n d r o i d

手 机 应 用 、 社 交

媒体（Fa c e b o o k或

Twitter)、RSS订阅、

Email订阅

网站、热线电话、

iPhone和Android手

机应用

社交媒体、电台、报

刊和出版物、信息屏

幕、互联网、RSS订阅

网站、社交媒

体、RSS订阅
网站、RSS订阅

网站、报纸、电

台、电视台以及热

线电话

表现形

式

静态地图、动态地图

（以颜色变化表示不

同时间污染程度的变

化），提供不同城市

间、不同历史时期空

气质量对比服务，每

天升不同颜色的旗来

表现空气质量

有普通地图、卫星

地图、航拍图片和

混合地图，其中

2003-2010年曾以

3D动态图来表示污

染物变化

地图（公路和卫星

图），图表（表现污

染变化趋势）

静态地图、动

态地图
表格

表格（列出实时污

染指数、污染水平

和主要污染物），

图形（过去24小时

空气污染指数的变

化曲线）

针对人

群区分

医疗提供者、孩子、

学生、教师、老年

人、成人、空气预报

员

无

公众和相应的组织，

如环境组织、消费者

联合组织、代表敏感

人群的组织及其他关

心健康的团体

无 无

普通市民、儿童和

长者、户外工作人

士

教育知

识与防

护建议

空气污染知识普及

对空气污染知识的

指导（健康与防护

建议），关于空气

质量的最新新闻与

报告

有关环境问题的视

频、图表、文章等

有关空气质量

来源的信息

列举不同污染指数

对健康的影响、注

意事项，烟雾的危

害

发布“空气污染指

数”和“空气污染

指数背景资料”等

知识并提供防护建

议

表1　国际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最佳实践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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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物数据包括一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一氧化

碳、PM10和PM2.5，并将空气污染指数分成1-10档，划

分为“低（1-3）、中等（4-6）、高（7-9）和非常

高（10）”四个等级。网站在动态地图上使用颜色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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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来展现污染的程度。网站还提供空气污染防护建议，

以指导公众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情况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公众还可通过iPhone和Android手机应用获取空气质

量的信息。此外，英国政府开设的空气污染热线电话也

是公众获知空气质量信息的一个渠道。

欧洲环境局（EEA）是欧盟的一个机构（http://

www.eea.europa.eu/），主要承担两项使命，一是帮

助成员国改善环境，将环境保护融入其经济政策和可持

续性发展；二是协调欧洲的环境信息和观测网络。EEA

向公众提供全面和独立的环境信息，主要通过网站以动

态地图、指数、颜色和图表等形式提供每小时污染数

据，发布的污染物指数包括PM10、PM2.5、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等。EEA还在网站上使用25个成员国的语言提

供服务。EEA通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准确了解公众的

信息需求，并确保公众获得并理解其提供的信息。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http://app2.nea.gov.sg/psi.

aspx）发布的空气污染物种类包括二氧化硫、臭氧、一

氧化碳、二氧化氮和PM10。空气质量被分为“好、中

等、不健康、非常不健康和有毒害的”共五个等级，

每一等级都对应一个区间段的空气污染指标(PSI)，例

如，PSI在“0-50”表示空气质量等级为“好”。该网

站发布新加坡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和新加坡

总体的空气质量数据，同时还开展空气质量知识普及并

提供健康建议。例如，网站上既有关于烟雾危害的介

绍，也有不同的空气污染指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公众

需要注意的事项等信息。公众还可通过RSS订阅等方式

获知空气质量数据。

加拿大空气质量信息网站（ht tp://wea the r.

gc.ca/）发布的污染物主要是臭氧和PM2.5。该网站运

用数字和颜色条来表现加拿大各城市的污染程度，如：

污染指数“1-3”表示健康风险低，用蓝色表示；污染

指数“4-6”表示健康风险一般，颜色为浅灰色；污染

指数“7-10”表示健康风险高，颜色为深灰色；污染

指数超过10则表示健康风险非常高，颜色条变成红色。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在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同时，特

别指出了易受空气污染影响的人群，包括有呼吸道疾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儿童、老人和户外运动者等。同

时，网站还指导公众如何从我做起，减少空气污染。网

站分别介绍了在家中、学校、工作场所、路上以及社区

里时公众可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减少空气污染。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使公

众可获取明确、科学和真实的空气质量数据。其网站

（http://www.epd-asg.gov.hk/）发布的空气污染物

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

化碳，并使用罗马数字I、II、III、IV、V将空气质量分成

五等，发布语言包括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英文，以服

务不同人群。公众还可通过网站、报纸、收音机、电视

和热线电话等途径来获知空气质量数据。此外，发布空

气质量数据的网站还提供专门针对普通公众、儿童、老

年人和户外运动者的出行建议。空气质量数据的发布地

点分为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一般监测站包括中西

区、东区、葵涌和观塘等十一个，路边监测站包括铜锣

湾、旺角和中环三个。

（二）焦点小组座谈会、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

对通过焦点小组座谈会、深度访谈采集的定性数据

和通过公众问卷调查采集的定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表

明，两部分数据基本上形成相互支持和印证。

⒈四种层次的公众需求：数据、知识、建议和洁净

空气

研究发现，公众有四个层次的需求，分别为空气质

量数据、空气质量知识、健康防护建议和洁净的空气。

郑磊·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研究：从公众需求到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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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对空气质量数据的需求

受访公众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能发布真实和全面的

空气质量数据。一些公众对目前中国环保部门发布的空

气质量数据的真实性存有疑问，或认为政府发布的数据

标准太低。75.8%的受访人群主要通过上海市环保局获

知空气质量数据，也有30.1%的受访者选择通过美国驻

沪领事馆获取空气质量数据。公众最希望获知的污染物

数据分别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和二氧化

碳等。

在未获得权威数据或对目前发布的数据存疑的情况

下，有65%和62.7%的受访公众主要通过鼻子和肉眼等

直观感受，而不是用科学测量数据来评价空气质量。一

位专业人士表示，公众靠直观感受得出的空气质量状况

的评价不一定准确，甚至可能产生误导。有时目测感觉

良好的空气，科学测量却发现存在污染，目测结果与真

实空气质量存在差异。因此，许多公众希望政府能发布

科学、真实、权威的空气质量数据。

在实时发布的频率上，41.2%的受访者期望每天能

早中晚各发布一次。公众还希望在发生空气污染时能及

时得到预警。问卷调查表明，41.5%的受访者希望政府

能发布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预警。

此外，除了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受访者还希望政府

能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来帮助公众解读数据。绝大多

数公众希望以污染指数、污染等级和动画视频的方式发

布信息，受公众欢迎的数据展现形式依次为颜色、星

星、图标、语言和光谱等，有高达85%以上的受访者希

望获知空气质量数据的时间和空间趋势图。

⑵对空气质量知识的需求

除空气质量数据之外，研究发现有67%的受访公众

还希望获得有关空气质量相关知识。一些受访人指出政

府应该开展更多有关空气质量知识的普及教育活动，以

提高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

问卷调研发现，69.4%的受访者比较或非常关注空

气质量。受访者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与年龄成正比，

即年龄越大，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越高；而年龄越

小，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越低。同时，研究还发现，

在高中以下学历人群中，受教育水平和空气质量关注度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学历越低，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

度越低；而高中以上学历者，受教育水平和空气质量关

注度之间没有线性关系。此外，有呼吸道疾病的受访者

比无呼吸道疾病的人更关注空气质量；经常参加户外运

动的受访者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较少参加户

外运动的受访者；有未成年（未满18岁）孩子的家长对

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高于无未成年孩子的公众；外籍人

士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远高于本国人士。一些受访者

表示，对于比较关注空气质量的人群，政府应提供更多

知识，以帮助其更好地了解空气质量和自身健康的关

系；而对于那些不太关注空气质量的人群，政府应加强

普及教育，提高其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在访谈中，

一些全职妈妈提到，政府应从小学开始就普及有关“空

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方面的知识，以教育孩子从小关

注空气质量和环境保护；经常参加户外运动的人士也认

为政府应该经常组织开展讲座来普及空气质量知识。

⑶对健康防护建议的需求

除了对空气质量数据和相关知识的需求，还有高达

81%的受访者希望在不同的空气污染状况下能获得相应

的健康防护建议；68%的受访者表示空气污染对其日常

行为有影响，他们将根据空气污染的程度减少出行或者

采取防护措施。

公众问卷调研结果显示，空气污染对年龄较大人

群、有呼吸道疾病人群、未成年人群以及外籍人士的日

常行为影响相对较大。市民访谈中也发现，老年人、患

郑磊·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研究：从公众需求到公共价值



38 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013年第6期（总第126期）

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老师、医生表示健康防护建议对

他们非常有帮助。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希望得到专业的防

护建议来决定是否带小朋友外出活动。一位医生表示：

“如果有一天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话，我会戴个口罩

出门。”另一位受访人提出，在发布空气质量数据的同

时，还应为老年人提供如何保护自己的建议。同时问卷

调研也发现，目前仍有27%的受访人表示不会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对这些人群政府尤其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

防护建议。

⑷对洁净空气的需求

调研发现，在获取空气质量数据、空气质量知识和

健康防护建议等需求之上，公众最重要的需求是洁净的

空气，以保持身体健康。公众普遍希望政府能加大空气

质量治理力度，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一位受访者表示，

即使政府每天都发布准确的空气质量数据，而如果空气

质量得不到改善，天天都是污染也没有意义。在问卷

调查中，有56%的公众希望了解政府治理空气质量的措

施。一位大学生在访谈中说到：“我真正在意的是政府

是否采取了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认为上海空气质量较好和

非常好的公众仅占11.2%，41.9%的受访者认为上海空

气质量很差和非常差。面对同样的空气质量，不同人群

的评价差异很大，可能与受访者自身对空气质量的期望

和要求相关，即对空气质量的期望越高，评价就越低。

问卷调查发现，年龄较小的人群、上海本地居民、有呼

吸道疾病、有未成年孩子、不经常参加户外运动以及外

籍人士等对上海空气质量的评价相对较低。例如，87%

的外籍人士认为上海的空气质量很差或非常差，这些

外国人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表示

“上海的天空经常是灰蒙蒙的”；而一位来自美国的女

士则“很想念蓝色的天空”。

⒉公众需求因人而异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公众对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

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区、

不同国籍、不同家庭情况和不同健康状况的人群在发布

内容、发布标准、发布渠道、发布形式、发布地点、发

布频率和发布语言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别。

⑴因年龄而异

在获取空气质量数据的渠道上，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存

在较大差异。年轻人对发布渠道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移动电

视、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上；而中老年人对发布渠道的需

求主要集中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上。中年人要求在空

气轻度污染时就进行污染预警，而年轻人和老年人则只要

求在空气达到中度污染时进行预警即可；年轻人对空气质

量播报形象的选择倾向于卡通代言形象和专业的空气质量

首席预报员，而中老年人则倾向于播音员。

⑵因教育水平而异

不同学历的人群获取空气质量数据的渠道各不相

同。高学历的公众获取空气质量的渠道主要集中在社交

媒体、网站等新媒体上，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公众获取

空气质量的渠道则集中在电视、广播和移动电视等传统

媒体上。

⑶因地区而异

不同地区的居民对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关注程度也

存在差异，住在市区的居民比郊区的居民更关注空气质

量。同时，市区居民对空气质量数据发布的需求也高于

郊区居民。

⑷因国籍而异

公众问卷结果显示，中国籍受访者希望获取空气质

量的渠道偏好依次是移动电视、电视和社交媒体；而外

籍人士的渠道偏好依次是移动电视、网站和手机APP应

用。中国籍人士对期望获知的空气污染物种类的偏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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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二氧化硫，外籍人士则是

可吸入颗粒物、PM2.5、二氧化碳和臭氧，外籍人士对

于臭氧数据的要求明显高于国内受访者，可能反映了国

外对于“臭氧与健康”的知识普及力度更高。

与外籍受访者相比，中国籍受访者对空气污染预警

的要求更高。更多中国人希望在空气轻度和中度污染时

就能得到预警，而大多数外国人则只要求在高度和中度

污染时得到预警；分别有33%和29%的中国受访人希望

得到未来48小时和72小时污染预警，而有76%的外籍人

士只希望得到未来24小时的污染预警。毫不意外，中国

人对发布语言的偏好主要集中在普通话，而外国人对发

布语言的偏好主要集中在英文。

⑸因有无未成年孩子而异

受访人有无未成年孩子对其发布需求也形成影响。

更多有未成年孩子的公众要求发布学校区域的空气质量

数据，他们对空气污染预警的要求也高于没有未成年孩

子的受访者，大多要求在轻度污染时就获得预警。

⑹因身体状况而异

是否患有呼吸道疾病对空气质量数据的需求也具有

影响。虽然有无呼吸道疾病的公众对于期望获知的空气

污染物数据的种类基本一致，但有呼吸道疾病的公众对

每项污染物的需求强度普遍高于无呼吸道疾病的公众。

相较于无呼吸道疾病的公众，有呼吸道疾病的公众对空

气污染预警表现得更为敏感，要求在空气轻度污染时就

应当进行预警。

四、分析与建议

（一）基于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

基于公众对与空气质量相关的的四种需求，政府应

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普及空气质量知识、发布空

气质量数据、提供健康防护建议和改善空气质量。满足

公众需求可创造多种公共价值，分别为关注空气质量、

知情空气质量、采取防护措施和健康的身体（图1展示

了公众需求、公共服务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

图1　公众需求、公共服务与公共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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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四种层次需求中，获得洁净的空气是公众最

基本的需求，要求政府将改善空气作为公共服务的重中

之重，以促进公众的身体健康。而在四种价值中，关注

空气质量是起点，随着对空气质量关注度的上升，更多

公众将会主动获取空气质量信息，并采取防护措施，以

保持健康的身体。因此，健康的身体是公众需求的最终

目标和公共价值的最高体现。健康的身体是个人、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具有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增进

家庭幸福、创造社会财富、减少家庭和公共医疗支出等

各种社会和经济价值，不仅与公众个人相关，还具有巨

大的“正外部效应”，因而具有巨大的公共价值。

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受到政府自身能力的

制约，环保部门应及时提升发布数据、普及知识和提供

建议等各方面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各类公众需求。

（二）丰富发布形式，降低解读门槛，提高应用能力

研究还发现，除了希望获知原始的空气质量数据，

受访者还希望政府能在发布数据时提供直观、生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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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形式来帮助公众解读数据。政府在发布数据应同时

考虑数据的供给方（政府）和需求方（公众）的能力。

政府的数据发布能力固然重要，而公众对于数据的解读

和应用能力更为关键，政府发布的数据只有被公众正确

解读和应用时才能为公众带来实际收益，创造公共价

值。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发布空气质量数据的同时，采

取多种方式帮助公众解读数据，降低公众的解读门槛，

提高数据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应用能力。尤其应对学

历低和年龄大等解读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提供有针对

性的数据解读功能。

（三）针对不同人群，通过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

不同人群对发布渠道和发布要求各不相同。因此，

政府应在发布数据、普及知识和提供建议时，应针对不

同人群、通过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来建立个性化和

精准化的发布体系。

例如，政府应重点针对年龄较小、高中学历以下、

无呼吸道疾病、不经常参加户外运动等不太关注空气质

量的人群普及空气质量知识，以提高其对空气质量的关

注程度，帮助其更好地了解空气质量和自身健康的关

系。在提供健康防护建议时，应重点针对目前不采取或

较少采取防护措施的人群，如年龄较小、无呼吸道疾

病、无未满18周岁的孩子的本国人群。

同样，政府在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时还应采取差异化

方式。在年龄上，对年轻人应更多通过移动电视和社交

媒体等渠道，而对中老年人则应主要通过电视和广播等

传统媒体。针对年轻人通过代言卡通形象和首席空气质

量预报员来发布，而针对中老年人则通过播音员发布。

在受教育水平上，对高学历人群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和网

站，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主要使用电视、广播和移

动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布渠道。在国籍上，对在沪外籍人

士更多通过移动电视、网站和手机APP应用等渠道，并

将英语作为发布语言之一。此外，还应对有未成年孩子

的人群发布学校区域的空气质量数据，并在空气轻度污

染时就发出预警；对于有呼吸道疾病的群体，也应在轻

度污染时就发出预警。

五、基于公众需求的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发布实践

基于公众需求调研的结果，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从

实际需求出发，结合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现状，制定了

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方案。该方案在发布内容、发布渠

道、发布形式、发布地点及发布时间上都进行了具体的

设计，以便向公众发布科学、全面、实时、便捷的空气

质量数据。同时，该方案还针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

求，使用多种途径为普通公众、特殊人群、相关部门提

供不同类型的数据和信息服务。

（一）发布空气质量数据

上海市自201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尝试了实时

空气质量发布。2011年底，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率先开

展了空气质量数据发布公共服务，在日报的基础上推出

了空气质量数据的实时发布，并不断完善。

首先，在发布内容和标准上，上海市环境监测中

心采用了最新的空气质量指数（AQI）。AQI指数的

分级计算参考了2012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国家标准

（GB3095-2012），评价污染物为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PM10、PM2.5、臭氧、一氧化碳六项，每小时发

布一次；而过去的数据发布采用的则是空气污染指数

API，API分级计算参考的是1996的环境空气质量国家标

准（GB3095-1996），评价的污染物仅为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和PM10等三项，每天发布一次。因此，AQI采用

的标准更严格、污染物指标更多、发布频次更高，其评

价结果也更加接近公众的真实感受。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还通过发布空气质量等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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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级）、空气质量状况（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

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表示颜色（六色）、空气

宝宝卡通形象、浦东陆家嘴实景照片和提供新闻素材等

方式来帮助不同人群和机构解读空气质量。例如，为满

足年轻人群的需求，专门开展了空气质量公众服务形象

设计比赛，经过专家评选和网上投票，产生了“空气宝

宝”卡通代言形象，对应不同空气质量状况，分别表现

从微笑到大哭等六种表情。

在发布实时数据之外，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还提供

污染物实时浓度变化图、最近24小时AQI变化图、最近

7天AQI变化图等，以帮助公众了解空气质量的变化趋

势。同时，通过网站、报纸、短信发布24小时/48小时

空气质量预报。为服务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除了发

布全市平均值，还发布位于市区和郊区共10个站点的数

据。在发布渠道上，采用了网站、微博、报纸、电台、

电视、移动电视、短信、手机报、手机应用、传真、书

面报告等多种方式，以服务不同类型的人群和机构。针

对不同的发布内容和发布渠道，上海市发布数据的频率

也有所差异，分别有每小时、每四小时、每日及发生污

染天气等不同频率。

（二）普及空气质量知识

除了空气质量数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还整理了

公众迫切希望了解的有关空气质量数据的科普知识，

并在网站上设置了包括AQI相关知识、空气质量监测发

布、空气质量新标准、大气污染防治等栏目，以促进公

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和了解。

（三）提供健康防护建议

针对不同的空气质量状况，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分

别提供了“对健康影响情况”和“建议采取的措施”，

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健康防护建议。例如，在空气质量

发生“重度污染”时，网站上会在“对健康影响情况”

一栏出现“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显著加剧，运动耐受

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现症状”，并在“建议采取的

措施”一栏提示“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肺病患者

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

动”。此外，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还通过网站和微博，

在污染发生前两周至一个月内发布未来时期的空气质量

特点和污染提醒。

（四）提升发布能力

为提升政府数据发布和信息服务能力，上海市环境

监测中心开发了空气质量公众服务平台，在系统框架上

开发建设了空气质量公众服务网站，包括网站前台、后

台管理和空气质量数据接口，其中网站前台涉及对全

市空气质量、站点空气质量、PM2.5专题和健康防御等

内容，后台管理则包括实时空气质量管理、AQI日报管

理、污染预警管理、PM2.5专题管理、相关知识管理、

健康防御管理、公众调查管理和系统管理等内容，并对

相关的关键技术加以研究和应用。

（五）未来改进空间

上海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发布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于空气质量数据的需求。同时，由于

现有条件和能力的限制，有些公众需求尚未完全满足，在

内部的发布能力上也还有继续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第一，数据监测站点密度还未能满足公众对发布区

域的需求。建议在更多行政区域、交通繁忙区域、商业

区、学校集中区域、重点污染区域和旅游景点建设监测

站点，以增大数据监测的覆盖面和覆盖密度，服务于在

不同地点活动的人群。

第二，在预报时间长度的划分和时间粒度划分上都

需要加以规范，以提高预报的水平。此外，目前的污染

预报和预警未能与软件体系实现有机结合。建议实现发

布平台和发布渠道间的衔接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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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前使用的空气质量新标准AQI仍具有滞后

性。AQI对于颗粒物PM2.5和PM10只规定了24小时平均

浓度限值和年平均浓度限值。当颗粒物浓度在短期内发

生急剧变化时，基于24小时平均浓度计算的AQI相对于

小时浓度的变化就会存在明显的滞后，与公众实际感受

产生差距。建议尽快制定更为完善的地方标准。

第四，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发布机制还有待加强。建

议：①加强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及综

合会商机制，在出现轻度污染以上级别时能及时进行临

时会商，从而提高监测与预报的准确性；②建立环保部

门与教育部门常态的沟通联动机制，促进教育部门和各

级学校空气质量意识的提高，并满足其不断提升的数据

发布需求；③与社区加强合作，通过社区公告栏等形式

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和普及相关知识；④与旅游、交通、

公安、商委等部门开展合作，在旅游景点、交通繁忙区

域、商业区等地通过LED大屏幕等形式滚动发布数据。

六、总结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从公众需求出发，提供优

质、便利、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不同类型公众的

需求。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向公众开放数据，提供公共

服务，可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并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和转型。具体到空气质量数据发布方面，政府要从管理

导向转向服务导向，从数据只供政府内部使用转为向公

众开放数据；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变从政府自身

视角出发盲目地发布数据为从公众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

发布数据。对于中国如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环境和新媒

体环境下开放政府数据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海市空气质

量数据发布的实践作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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