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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简介

城市规模与历史沿革
沈阳，简称“沈”，别称盛京、奉天，是辽宁省省会 、 副省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全市下辖10区、2县，代管1县级市，面积1.2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29.1万人，
城镇化率80.55%。

沈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是中国最重要的以装
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

沈阳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6.2～9.7℃，自1951年有完整的记录以来，沈阳极端最高气温为38.3℃，
中心城区极端最低气温为-32.9℃。沈阳全年降水量600～800毫米，全年无霜期155～180天。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在
夏季，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冬寒时间较长，近6个月。

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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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大气环境现状与治理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大气污染源现状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优良天数 215 191 207 249 256

PM2.5（μg/m3） 78 74 72 54 51

PM10（μg/m3） 129 124 115 94 88

SO2 （μg/m3） 90 82 66 47 37

9家电厂已于2016年底全部完成脱硫、脱硝、除尘升级改造，能够达到国家要求
的污染物排放限度。

共有20吨以上燃煤锅炉四百余台，已全部安装在线设备，具备达标排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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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目前拥有机动车约200万辆，且增

幅较高，机动车保有量是2007年的五

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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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市燃煤总量为2427.17 万吨，

能源结构亟待调整，燃煤主要由电力

行业、供暖行业和工业生产支出。

扬尘污染主要境外扬沙天气、本地建

筑施工和道路扬尘组成。

主要包括餐饮油烟，橡胶、印刷、化

工医药等行业排放的无组织VOC。

公益宣传

政府补贴

报废淘汰

宣传尾气排放后果，设立绿标路，路标路范围内，禁止
黄标车通行。

沈阳市政府在2016年以来，共下发黄标车补贴2亿多元，
由交通、环保、公安、财政和服务业五个部门联合办理
报废及领取补贴所有手续。

完成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5千辆。
提标改造

调整能源结构

拆除燃煤锅炉

提升煤炭质量

降低煤炭使用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实施热电联产，将供热锅炉拆小并大、生产锅炉煤改气、
煤改电、淘汰落后产能。

增设高效脱硫除尘设
备

推广精洗煤

交通扬尘

工业扬尘

居住生活扬尘

全市行政区域内禁止露天堆放煤炭、砂石和建筑残
土，大风天气实施湿式喷淋控制。

扩大道路湿式清扫比例

取缔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垃圾堆放和小型生产加工企业的
“散乱污”问题。

工业有机废气治理

第三产业专项治理对小型餐饮行业治理油烟污染，市区餐饮油烟排放企业
均安装静电式有延年净化装置。

全市重点治理相关行业有机废气排放问题，企业排放废气
进行达标处置，全市建成区禁止无组织排放有机废气。

2013年:  印发《关于推进蓝天工程的实施方案》
2014年:  成立沈阳市蓝天工程指挥部、印发《沈阳市城市供热规划（2013-2020年）》
2015年:  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

《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沈阳市蓝天行动实施方案(2015-2017年)的通知》
市人民政府与各区、县（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签订《蓝天行动目标责任状》

2016年:  印发《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6年沈阳市抗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布《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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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存在的问题

 我市大气优良天数持续提升，细颗粒物（PM2.5）及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SO2 三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持续降低，环
境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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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浓度改善情况

PM10 PM2.5 SO2

 目前，沈阳市所有的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全部实现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部分企业排放浓度已经实现了超低排放。

机动车保有量每年18万辆的速度增加，尾气污染日益严重

臭氧污染成为夏季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需加强治理工地扬尘，加强管控秸秆焚烧

完善大数据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完善大气监控网络，利用第三方服务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沈阳市大气环境现状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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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川崎两市友好交流历程

两市于1981年结为友城，签署多个环保领域合作协
议。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川崎，提出“学习川崎，
将沈阳市打造成全国环境样板城。

 参加生态环境技术改善研修项目（1997年至今）

我局参与该项目的研修人员共计约38人次。通过学
习和借鉴日本环境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使我局
环保干部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视野得以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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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环境友好型城市研讨会（2010年--2012年）

沈阳-川崎友好交流历程

 参加亚太地区生态产业论坛暨川崎国际环境技术展
（2008年至今）

 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协作项目（2014年至今）

我市共派出20余人次，参加该论坛并参展，学习
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积累宝贵经验，促成多家国
际环保企业间合作项目，加大了我市环保工作的宣
传力度，同时争取了更多的技术、项目合作机会。

在中国沈阳—日本川崎环境友好型城市合作备忘录
框架下，沈阳与川崎，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为技
术依托，自2010年起，成功举办了三届中日环境
友好型城市国际研讨会。中日双方专家、学者共
100余人参会，双方在政策、管理和技术等方面，
进行深入务实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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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是中国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自2014年启
动至2018年为期5年。沈阳市做为中国试点城市与日本川崎市结为合作城市。

概述

到目前为止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自2014年启动了以
来，共派出相关人员28人次，计51天赴日本川崎市参加环境技术和
政策管理的研修。共接待日本专家37人次，计25天在沈阳市开展交
流访问活动，召开4次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协作项目年度成果研讨
会。并于2016年度开始实施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

2014年度，召开城市间合作项目研讨会，通过多次协商确定项目实施方案。

合作与交流历程

2015年度，我市派出6名技术人员参加为期21天的颗粒物解析技术研修，学习
PM2.5解析技术、环境空气中VOC的分析、颗粒物无机元素分析测试法、水溶性离
子的测试、废气中甲醛的测定、左旋葡聚糖分析测试方法等；
派出6名管理人员参加大气环境改善政策研修，学习川崎市的环保措施、环境教育、
川崎市汽车危害环境对策、农作物秸秆有关管理办法、地球温暖化对策、川崎市的
固定发生源的公害对策等内容。

2016年度起，实施开展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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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沈阳市近年来首要大气污染物为PM2.5，但我市尚不具备独立解析PM2.5来源的能力，为此，与日本川崎市协
商，决定在PM2.5源解析方面开展共同研究，通过学习PMF解析软件的应用，根据沈阳市实际情况选择采样点位进
行源解析工作，并于解析结果与川崎市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制定沈阳市大气环境改善政策奠定基础。

开展的工作

学习解析软件（PMF）的应用，实际操
作，熟练掌握软件操作流程。

选取采样点位，制定采样方案。（各自）

实施PM2.5全年采样、成分分析及源解析工作。（各自）

同一试料比对分析实验

编写PM2.5源解析报告书。（各自）

完成城市间协作项目报告书

沈阳 川崎

讲解解析软件（PMF）的使用，答疑分
析。

提供同一试料比对分析实验用的样品。

对源解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交流，共同探讨对策上的应用。（共同）

提供城市间协作项目报告书所需素材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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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质量浓度变化分析 PM2.5碳组分浓度分析

• 沈阳市四季的PM2.5质量浓度由大到小排列为
秋季＞春季＞冬季＞夏季；

• 全年三个点位PM2.5质量浓度对比：沧海路＞
中山公园＞环保局；

• 秋、冬两季沧海路点位PM2.5浓度明显高于其
他两个点位；

• 春、夏两季中山公园点位浓度最高。

• 沧海路（工业区）点位碳组分浓度最高；

• 春夏两季各点位碳组分浓度数值差距不大；

• 秋冬季节碳组分浓度值区域差距明显：其中秋
季环保局点位浓度显著低于其他两个点位，冬
季沧海路点位浓度值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点位。

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结果与考察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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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无机元素组分浓度分析 PM2.5离子组分浓度分析

• 按照季节无机元素总浓度大小排列为春季＞冬季
＞秋季＞夏季；

• 春季中山公园点位浓度较高，夏、秋、冬三季沧
海路点位浓度较高；

• 浓度较高的元素为Ca、K、Fe、Al、Mg、Na
等。

• 综合四个季节来看，沧海路点位离子总浓度最高；

• NH4
+、SO4

2-、NO3
-三种离子浓度较高，其中夏季

SO4
2-浓度最高、秋季NO3

-浓度最高、春冬两季的
NO3

- 和SO4
2- 相差不大；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结果与考察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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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质量重构分析 PM2.5来源解析分析

由质量重构图，可知占比较高的组分为：

有机物（OM）占比28.9%、硫酸盐（SO42-
）占比16.0%、硝酸盐（NO3-）11.6%，PM2.5中
主要为二次粒子，约占PM2.5总质量的
40%~80%。

各污染源对PM2.5的贡献：

扬尘+工业占比34.2%，生物质燃烧为28.0%，
二次硝酸盐+燃煤为22.8%，二次硫酸盐占比7.3%，
机动车尾气为2.1%，其他源类（未知）5.7%。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PM2.5源解析共同研究结果与考察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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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术

 使我市具备自主解析能力，并基于此设立了相关项目，从2017年10月开始开展业务
化的源解析工作，为沈阳市建立PM2.5源解析大数据库奠定基础。

 成果应用于沈阳环科院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项目成果

该项目实施以来我市受益匪浅，在大气环境PM2.5源解析技术方面弥补了独立解析
的空白，并为持续开展解析工作奠定基础，为建立我市源解析大数据库创造条件。为出台
大气环境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通过学习左旋葡聚糖的测定方法，沈阳市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控制秸秆焚烧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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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管理

 通过参与城市间协作项目，我局共有28人次出国学习交流，其中包括沈阳市监测
站、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工作人员，对我市监测能力、管理水平、科研等方面均
有所提升。

 通过学习交流，以及对实验方法的认证，增进两市之间交流机会，建立有效的工作
方式和研究方法，通过探索不同城市间的合作模式，证明两市合作所取得的效果

 在该项目引领下，出台相应管理政策。《沈阳市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沈阳市秸秆禁烧工作方案》、《沈阳市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沈阳市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18-2020年）。

 验证我市在锅炉管控和汽车尾气治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通过PM2.5源解析工作，制定相应政策，有助城市大气环境改善，今年到目前为
止，比去年同期优良天数增加18天。

沈阳-川崎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情况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该项目得到沈阳市政府重视，将其列入我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为沈阳市开
展国际合作引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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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预期

大气环境改善仍是沈阳市环保领域的重点工作，在研究解决PM2.5的
同时，针对臭氧的探索与研究同样迫在眉睫。今后希望在此领域能与专家
同仁共同探讨，找到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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