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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s from the Urban Planning Responses in the Smog Event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城市规划应对之启示

蒋希冀
Jiang Xiji

摘要：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城市健康发展和居

民身心健康正面临严重威胁。半个世纪前的洛杉矶政府在经历严重雾

霾事件的过程中，协调多方利益诉求，采取积极的管治措施及公共政

策，极大地改善了其大气环境。笔者基于事件流分析方法，从洛杉

矶城市发展历程、规划相关编制成果，以及雾霾事件发展历程及参与

主体在其中的博弈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探究城市规划

及相关公共政策工具在洛杉矶雾霾爆发期间以及后雾霾时代所起的作

用 ；针对我国城市现在所面临的大气环境问题，提出洛杉矶雾霾事件

之启示。

Abstract: Nowadays many cities in China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air 
pollution.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ities 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itizens are under serious threat. About half a century ago, in the 
process of rigorous smog event, Los Angeles city government coordinated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took positive governance measures and 
public policies, and at last improved the air quality greatly. Based on the 
event stream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1)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s Angeles; (2)planning relevant achievements;  
(3) understanding those who were affected by or had an interest in this event, 
initiative, intervention, or effort, and tries to find out the roles on which that 
urban planning and related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played during the smog 
event and post-smog event era.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ur 
cities are faced with, this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from the LA cas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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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探讨的洛杉矶城市规划内容主要包括：雾霾事件中规划相关编制成果所起到的作用；规划部门在其中的角色扮演。

引言

全球许多城市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频发雾霾事件，而高

浓度颗粒物环境暴露会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影响。已

有大量研究证实雾霾会增加人们呼吸系统疾病 [1-4] 和心血管

疾病的患病概率 [5-9]。而且长时间高颗粒物浓度环境暴露还会

对人们的认知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10-15]，以及诱发一些心理疾

病，如精神分裂 [16,17] 和抑郁症 [18]。欧美许多城市（如伦敦、

巴黎、洛杉矶、匹兹堡和墨西哥城）在城市雾霾治理以及后

雾霾时代城市发展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经历传统

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大气污染后，这些城市通过政策变革、

产业结构转型和城市规划等具体策略渐渐救赎了城市蓝天，

并在之后的蓬勃发展过程中持续保护着自己的天空 [19-23]。其

中，城市规划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在城市发展理念、交

通方式组织、城市结构建构与形态形成等方面对城市空气质

量的改善起着积极作用。

当下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空

气污染问题。2016 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16 年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中指出，我国 338 个城市在 2016 年内发生重度

空气污染天数高达 2 464 天次。为保持空气清新、促进城市

居民身心健康，借鉴其他城市的宝贵经验对营造一个具备优

良大气环境的城市空间十分重要。笔者基于事件流分析方法，

从洛杉矶城市发展历程、历届规划相关编制成果，以及雾霾

事件发展历程和参与主体在其中的博弈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系

统梳理和分析，探究城市规划及相关公共政策工具在洛杉矶

雾霾爆发期间以及后雾霾时代所起作用，并提出洛杉矶雾霾

事件之启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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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杉矶城市发展

1.1  洛杉矶概况
洛杉矶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海岸（图 1），是

加州第一大城市，也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其所在的“洛杉矶—

长滩—圣安娜都会区”是美国大型都会区之一。洛杉矶面积

1 214.9 km2，市区人口约 397.63 万人（2016 年）①，都会区

人口约 1 870 万（2015 年）②。

1.2  洛杉矶城市发展历程
虽然洛杉矶发展时间不长（200 多年），但其经历了

三个特征显著的发展阶段，包括无序缓滞发展时期（1780
年代—1880 年代）、石油产业引领期（1880 年代—1930
年代）和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期（1930 年代—2000 年代）

（表 1）。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对城市形态、人口规

模以及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历程与洛杉矶大多数居民的

生活和工作状态变化存在着耦合关系，而这种状态会深刻

地影响居民的健康。

1.3  规划相关编制成果③

洛杉矶的城市规划与全球其他许多大城市一样，经历了

从重点关注城市发展方向与结构、土地使用、用地配置和交

通系统等问题，到同时关注居民的城市生活品质（如健康）

这一过程（表 2）。
1940 年代随着区划法的引入，功能分区理念开始在洛杉

矶盛行，并影响了城市的土地使用。洛杉矶政府在 1910 年

出台的一项政策规定：在工业区内作为居住的城市土地面积

不能削减。该法案促进了工业区的分散发展，也迫使制造商

在尽可能接近工厂的地带修建工人住宅区 [26]。这些都为工

业污染的扩散和居民健康埋下隐患。随后，1924 年《洛杉

矶主要道路规划》④提升和优化洛杉矶城市道路网络，促进

洛杉矶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和城市郊区化发展。道路基础

设施的建设投入促进了交通机动化发展，同时大大提高了城

市移动污染源规模。而到了后半个世纪，1995 年洛杉矶编

制和发布了 20 年长期交通规划，未来 20 年内交通的发展重

点在地铁等公共交通上 [27]。1970 年编制的《洛杉矶总体规

划》⑤进一步明确城市多中心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该规划强

调职住平衡和快速路的高效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

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些转变都是在通过改良交通出

行结构或者用地分布与结构达到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空气 

质量的目的。

当下加州政府和洛杉矶政府部门都愈发关注城市健康发

展，期望保障居民健康。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部门（SCAQMD: 

表 1  洛杉矶城市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特点

发展

阶段
时期 人口 发展特点

无序缓

滞发展

时期

1 7 8 0 年

代—1880

年代

1 600 多

人 [24]

1780 年代开始有人定居于此，之后 100 年时

间里，洛杉矶地区发展十分缓慢，还未形成

城镇规模，只能算是小型居住聚落区

石油产

业引领

期

1 8 8 0 年

代—1930

年代

10 万 人

（ 1 9 0 0

年）发展

到百万

到 1880 年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洛

杉矶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随着铁路

工程及石油产业的强势发展，大量人口涌入

洛杉矶，城市开始快速扩张；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其国防工业、制造业和石油产业蓬

勃发展，洛杉矶迅速发展成为美国西部重要

经济发展极核，人口超百万

多元产

业协同

发展期

1 9 3 0 年

代—2000

年代

397.63 万

人（2016

年）

到 1930 年代，美国全国经济遭遇大萧条。在

这样的背景下，洛杉矶转型城市发展模式，

拓展多元产业发展形势。生产装配业、国际

贸易与物流、电影业和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

的发展和壮大帮助洛杉矶度过难关；到 21 世

纪，洛杉矶依托多元产业结构和多维经济协

同的发展模式，成为区域和国家的制造业中

心、全球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中心 [25]

图1  洛杉矶市在加州的区位（左图）以及在美国的区位（右图）

① 参见 2016 年美国人口普查——城市人口估测，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2016 city population estimates）。

② 参见“常住人口的年度估测：2010 年 4 月 1 号到 2015 年 7 月 1 号——联合统计区”，美国人口普查局，2016（Annual Estimate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pril 1, 2010 to July 1, 2015 –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 and for Puerto Rico - 2015 Population Estimates. U.S. Census Bureau）。

③ 笔者从洛杉矶城市规划局和交通局，以及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部门官方网站系统梳理了历届重要规划文件以及与空气质量管控相关文件，并选

取与空气质量、居民健康关联紧密的规划文件加以分析研究。

④ 参见 A Major Traffic Street Plan for Los Angeles, 1924。
⑤ 参见 General Plan of Los Angeles, 1970。

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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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①编制了一系列

的规划、实施和引导文件，包括清洁社区规划、加州空气质

量标准、空气管控网络规划、PM10 管控规划以及每年都发

布的空气质量报告等；并且对南海岸地区空气质量进行实时

监控和分析预测②。其最新编制出台的《2016 年南海岸空

气质量管控规划》③为西海岸地区达到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和

促成健康空气环境而描绘了一张区域性蓝图；分析和论述了

一系列既有和潜在的空气管控手段，并寻求多方协作以达成

多重目标。另外，洛杉矶城市规划部门（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5 年编制了多个规划文件引导

城市健康发展。其中，《设计一个健康的洛杉矶》④（2013年）

强调城市的健康建构不仅要重点考虑非物质要素（食物、社

会等），也需要从城市公共空间、居民出行等方面来积极营造。

《洛杉矶郡总体规划 2035》⑤（2015 年）和《健康洛杉矶规

划：总体规划的健康要素》⑥（2015 年）强调通过永续的城

市发展政策、合理的城市布局与设施配套以及健康的城市设

计达到城市健康目的。《机动车规划 2030 ：总体规划的重要

要素》⑦作为总体规划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在政策支持的

条件下构建一个平衡所有道路使用者需求的交通系统；旨在

“完整街道”⑧原则下鼓励人们与街道的多种空间活动方式，

以及打造更为清洁、健康的邻里环境。

2  洛杉矶雾霾事件发展历程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程度与其城市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有

着紧密联系。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典型特征表征为工业时期废

气、有毒气体持续不断的排放累积，以及气体之间在光作用

下的化学变化后的毒性加强。而通过对大气质量数据的长期

监控表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雾霾笼罩后，“后雾霾时代”

的洛杉矶仍然经受着污染气体的毒害。

2.1  雾霾的由来
洛杉矶城市高浓度空气污染环境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导

致：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长期污染气体的排放。首先，

洛杉矶地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盆地，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

候特征。这种特殊的盆地地形不利于污染气体的消散和新鲜

空气的导入（图 2）。另外，随着洛杉矶的城镇化进程及产

业快速发展，大量附着有毒物质的细微颗粒物及其他有毒气

体被排放到大气之中。石油产业、制造业等重工业的快速发

展都消耗了大量清洁的城市空气，增加了废气排放。如今，

洛杉矶的国际贸易和物流产业发展迅速，物流交通等移动污

染源也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另外，高度集聚的人

群活动也增加了空气中颗粒物和 NOx、SO2 浓度，颗粒物上

表 2  洛杉矶重要规划编制成果及主要内容

重要规划 编制年份 关注重点 核心规划目标

《洛杉矶主要道路规划》 1924 区域交通发展 提升和优化洛杉矶城市道路网络 ；促进洛杉矶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

城市郊区化发展

《洛杉矶总体规划》 1970 城市发展结构；土地使用 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区划理念的推行

《设计一个健康的洛杉矶》 2013 城市基础性建设 健康食物保障；健康社区营造；积极出行与活力洛杉矶

《洛杉矶郡总体规划 2035》 2015 城市发展的各大系统 落实精明增长理念；完善的社区服务和基础设施；保证强大而多样的经

济基础；促进环境资源管控；提供健康、宜居和公平的社区

《健康洛杉矶规划：总体规划的健康要素》 2015 健康城市 城市健康发展；居民的身心健康

《机动车规划 2030：总体规划的重要要素》 2015 交通网络 路权的公平性；多元的街道空间活动；更为清洁、健康的街道环境

《2016 年南海岸空气质量管控规划》 2017 空气质量 取得达标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健康空气目标的一个区域性蓝图

① SCAQMD 是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河畔和圣博娜迪诺县以及洛杉矶城市区域的空气质量管控机构。这个区域约 2.78 万 km2，大约有一

半的加州人口（超过 1 680 万）居住在这里。这个区域是全美第二大人口集聚区，同时是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空气

污染能够诱发或引起流泪、呼吸系统疾病、肺痨、癌症、出生缺陷以及过早死亡。因该区域雾霾问题严峻，SCAQMD 致力于成为为国家污染

减排而努力的前行者。

② 南海岸地区实时空气质量和空气质量预测数据可在官方网站 http://www.aqmd.gov 中查阅。

③ 参见 Final 2016: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2017。
④ 参见 Design a Healthy Los Angeles, 2013。
⑤ 参见 Los Angeles County General Plan, 2015。
⑥ 参见 Plan for a Healthy Los Angeles ——A Health and Wellness Element of the General Plan, 2015。
⑦ 参见 Mobility Plan 2030: An Element of the General Plan, 2015。
⑧ “完整街道”强调街道不仅仅是一个将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通道，它还应该是一个能够让人们休闲、锻炼、购物、参加社区活动、与

邻里交流，并且拥有美好环境的地方；它能够带来其他社会效益，包括提高通达性、清洁以及更加健康的邻里环境。参见洛杉矶城市委员会议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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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的有害物质以及光化学反应后的有毒物质严重影响着人

们的身心健康。

2.2  雾霾事件发展阶段
洛杉矶雾霾事件爆发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最为核心的问

题 ：雾霾的成分与来由，以及全社会如何协作治理。洛杉

矶雾霾爆发于 1940 年代，其治理过程经历了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时间，到 1990 年代洛杉矶大气环境才得到极大改善。

从人们开始意识到雾霾问题的严重性到洛杉矶雾霾情况基

本缓解，可以从事件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转变划分为盲目

无知期、推责徘徊期以及大气污染改善期三个阶段。期间，

人们开始慢慢意识到雾霾爆发的真实原因、有毒气体的根

本由来（光化学污染）以及逐步探索出一套全社会协同协

作治理机制（表 3）。
阶段一：盲目无知期（1940 年代—1950 年代）。随着

烟雾天气的高频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洛杉矶的空气质量

出现了大问题，但大家并不知晓烟雾的来由。虽然洛杉矶

政府成立了空气污染控制局（APCD: Air Pollution Control 

Department），但由于相关政府官员自身认知储备的不足，并

且在一些石油集团的施压下，他们只对慌乱的洛杉矶居民进

行了安抚工作，并未对雾霾的来源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研究，

更未开展相关空气质量改良行动。

阶段二：推责徘徊期（1950 年代—1970 年代）。在 1952
年和 1955 年两年时间里，洛杉矶爆发了两次严重的“光化

学雾霾”事件，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恶劣影响。研究学者施

米特（Smit）在分析了洛杉矶雾霾污染组分后指出，工业燃

料不完全燃烧排放的 NOx、SO2 等有害物质在阳光作用下发

生化学反应，进而增加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就是洛杉矶雾霾

毒性如此大的根本原因。虽然科学家指出了雾霾的本质，洛

杉矶政府也成立了相关管治部门（烟雾控制局），但由于庞

杂的相关利益链条存在，大气治理行动仍然推进缓慢。

阶段三 ：大气污染改善期（1970 年代—1990 年代）。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美国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

动促使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政府管治机构的产生。1970 年美

国联邦政府颁布《清洁空气法》，1988 年加州政府依此编

制《加州洁净空气法》，1970 成立美国环境保护局（EPA）

以及 1977 年成立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SCAQMD）和

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这些法规和政府机构都推动了洛杉矶地区污染气体的排放

管控以及污染气体的研究与净化工作。至此，洛杉矶空气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图 3），但空气中颗粒物浓度仍然高于

联邦标准值（图 4）。

表 3  洛杉矶雾霾事件三个阶段

阶段 时间 事件关键词

阶段一：盲目

无知期

1940 年 代 —

1950 年代

雾霾集中爆发，居民不知所措

阶段二：推责

徘徊期

1950 年 代 —

1970 年代

光化学事件 ；雾霾来源确定 ；石油产业链

企业推责；治霾行动推进缓慢

阶段三：大气

污染改善期

1970 年 代 —

1990 年代

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

《空气清洁法》和《加州环境质量法案》

图 3  洛杉矶市 1968 年（左图）和 2005 年（右图）空气质量对比照片
资料来源：环境科学研究合作组织（CIRES: 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

图 4  1985—2001 年洛杉矶所在南海岸空气管区 PM10 年均浓度

资料来源：南海岸空气质量管控区

图 2  洛杉矶所处南海岸地区的地理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kipedia 底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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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后雾霾时代
相比雾霾事件时期，21 世纪的洛杉矶大气环境得到了

极大改善，但是离空气质量健康阈值（50μg/m3）还有一

定差距。另外，有相关研究指出，加州每年仍有 9 600 人

（大部分居住在洛杉矶地区）死于污染环境，主要是由于

超细颗粒物导致 [28]。美国环保局指出，2008—2010 年洛杉

矶 PM2.5 超过警报线的 20.3 天 / 年，远高于环保局制定的

不超过 3 天 / 年这一指标。污染空气中的组分构成是大气

环境管治中一个需要动态监控和研究的问题。后雾霾时代

的洛杉矶，虽然大气环境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严峻的健康

结果和污染空气组分的变化需要政府和民众提高警惕。

3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应对

3.1  “城市运作参与主体”的行动

3.1.1  雾霾事件参与主体的两次博弈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演进实质上是政府、民众、企业家、

媒体以及其他相关群体追逐自身利益而联合或是博弈的过

程。从雾霾治理的政策成果来看，整个雾霾事件包含两个主

要的博弈过程。第一次博弈的结果是政府部门明显倾向企业

利益集团，虽然成立了相关空气管制部门、划定了空气管制

区，但是他们采用的是消极政治态度和手段来对待日益加强

的民怨，本质是为了维护以石油集团为主的产业链条的集体

利益（图 5）。第二次是由于空气质量恶化、城市居民健康严

重受损等客观现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同时科学研究者分析

研究出了雾霾现象的本质原因（光化学反应导致臭氧增加），

博弈的结果是政府采取更加行而有效的政策措施（如法规、

城市规划、区划管治等）进行干预（图 6）。

3.1.2  规划部门在雾霾治理中所起作用

虽然没有资料显示洛杉矶城市规划相关部门直接参与

到雾霾事件的两次博弈过程之中，但其还是在两个方面对雾

霾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1）参与到洛杉矶大气污染管控事

务之中，（2）相关规划编制成果体现对空气环境改良的考虑

及具体应对策略。1947 年成立的洛杉矶大气污染控制区内

设立了六个事业部门（污染控制事业部、技术事业部、技术

服务事业部、审查和计划事业部、特别服务事业部以及总务

部）[29]。其中，规划相关人员是审查和计划事业部的重要组

成人员，其工作内容主要负责对新建项目进行审查，与其他

专业背景人员一起判定项目是否符合大气污染控制区的有关

规定。另外，洛杉矶城市规划部门在雾霾事件爆发后，以促

进空气质量改良为目标的规划内容出现在各阶段相关规划编

制成果中，包括 1970 年和 2015 年两次城市总体规划，以及

一些与居民健康相关的专项规划之中。这些都对雾霾的治理

以及未来洛杉矶城市空气质量的保持起到积极作用。

3.2  规划编制成果在雾霾事件中所起作用
在洛杉矶城市的发展与扩张过程中，相关规划对大气环

境污染状况的变化都有着一定影响。总体而言，洛杉矶相关

规划作为“前雾霾时代”、雾霾事件期间、“后雾霾时代”的

重要公共政策手段，分别旨在达成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缓解

城市内生性问题以及营造健康城市等不同目标（图 7）。
首先，在石油产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

《1924 年洛杉矶主要道路规划》的编制主要是为了缓解城

市内部交通拥堵以及加强中心城区与郊区联系等问题。与此

同时，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建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也为

洛杉矶的石油产业和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由此，

洛杉矶的工业污染以及机动化带来的大气污染愈发严重。

接着，严峻的雾霾事件给洛杉矶政府和市民敲响警钟。

为了缓解大气雾霾，解决复杂的城市大气环境问题，洛杉

矶相关政府机构在颁布了系列法令、编制了相关空气质量

管制规划的同时，编制了《1970 年洛杉矶总体规划》。规

划提出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强调职宿平衡、大力发展

图 5  洛杉矶雾霾事件参与主体第一次博弈分析 图 6  洛杉矶雾霾事件参与主体第二次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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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公共交通、减少城市不必要交通。这些规划措施对缓解城

市大气污染排放（特别是减少移动污染源排放）起到了积

极影响。

洛杉矶政府治理大气污染不遗余力。现在，洛杉矶政府

不仅意在控制污染排放、降低大气污染，还将城市发展落脚

于环境对人的健康影响结果。《设计一个健康的洛杉矶》（2013
年）提出构建一个清洁的城市空气环境的重要性，并从街道

绿化种植、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倡导等角度提出营造健康空

气环境的具体策略。《洛杉矶郡总体规划 2035》（2015 年）

和《健康洛杉矶规划：总体规划的健康要素》（2015 年）强

调营造健康的物质空间以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健

康行为、培养健康心理等目标。

4  洛杉矶雾霾事件之启示

当下，我国城市大气环境现状堪虞，日益严峻的大气环

境问题向城市经营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城市政策制定者、企

业家、规划师、环境保护者、新闻媒体以及普通大众）提出

了严峻挑战。洛杉矶所经历的 70 多年的雾霾治理经验能为

我国正面临的严重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有益经验。

4.1  将良好空气环境营造纳入规划编制重要内容
以改善城市空气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其

本质与可持续城市理念、健康城市理念高度契合，应明确纳

入成为规划编制重要内容。从洛杉矶的经验可以看到，政府

部门在编制相关规划成果时将城市空气质量作为重要现状问

题进行研究，并将空气质量改善作为重要城市发展目标。城

市规划需要从城市发展目标、具体规划策略与重大项目建设

原则等多个层面纳入对大气环境保护的考量。基于呼吸健康、

空气循序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可以通过诸如优化城市空间

结构、提升功能合理布局（污染型工业布局、产城融合）、

改善交通出行结构、加强城市通风换气等措施，以促进城市

空气质量的改善。

4.2  规划部门和规划师需广泛参与到空气治理行动中
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是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涉

及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职能管制，也包含多学科、多

人员的协同参与。不同层级的规划部门需要参与到区域大气

污染联防联动行动中，并明确各规划部门和协管机构的职能

边界，以实现更为积极和高效的区域大气管制。洛杉矶雾霾

事件中成立的南海岸空气质量管控局正是对区域大气环境监

管采取的直接措施，其对加州南海岸地区空气质量的监控及

预测能为各城镇或地区采取具体治霾行动提供具体指导和要

求。另外，洛杉矶雾霾治理过程是多学科交流、协作，解决

现实问题的过程。复杂的大气污染及健康影响机制要求规划

职能部门、规划师与环境师、化学家、医学家通力协作，以

健康结果为表征，分析空气污染成分与健康影响之间的关系，

进而提出改善空气质量以及促进居民健康效益的、更为详细

的城市规划应对策略。

4.3  空气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大气环境治理和良好空气质量的维护是长期而复杂的过

程，需要对其污染浓度和组分构成实行动态监管。洛杉矶雾

霾治理经历了长达 70 年的时间，至今也并未完全解决空气

污染问题。我国大多数城市也将面临长期的雾霾治理过程，

但目前多数城市空气污染物浓度监测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空

气污染物组分抽样和化学监测并未充分开展。未来中微观层

面的空气环境质量数据可以尝试采用加大监测设施布点、“数

据众筹”等方式实现。规划师、环境工程师和交通规划师也

图 7  洛杉矶雾霾事件进程与规划（法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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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入到空气治理的工作中来，发挥学科优势，通过对不

同城市空间要素、交通流量及拥堵特征、大气气流和微环境

的分析和相关预测，为中微观尺度的空气环境治理提供理论

依据。

4.4  空气治理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 
空气环境治理需要包括法律法规、资金支撑和行政管

理等一系列制度保障。在环境保护运动过程中，美国政府颁

布的《清洁空气法》和加州政府颁布的《加州洁净空气法》

都为空气治理行动提供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完整法律保

障。而随后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以及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

局、加州空气资源局作为大气环境管控的重要政府部门，组

织和监督空气治理行动。另外，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企业运营税、排污费等的转移支付，相对充裕，

为雾霾的长期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 [23]。我国的城市雾霾治理

也需要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通过加

强相关法治建设、构建多层级和跨区域的协同管制机制，以

及加大资金支持与保障力度，实现对大气环境的长期治理和

监控，营造健康的城市空气环境。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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