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1 卷 第 8 期
2016 年 8 月

地 理 学 报

Vol.71, No.8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August, 2016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社会经济驱动力
蔺雪芹 1，王 岱 2
（1.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北京 100048；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城市空气污染是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利用 2013 年和
2014 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综合 ArcGIS 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从年度、季节、月份、小时 4
个时间尺度比较归纳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和
区域两个空间尺度，量化分析了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全国城市
空气质量全年达标天数比例增加，但空气污染程度加重，高污染区域恶化态势明显；② 城市
空气质量与生产生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基本呈现“日出趋差、日落趋优”的态势；
③ 全国城市空气污染表现出“东重西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④ 区域
城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程度和分布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可
基本归纳为：
“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
污—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⑤ 从全国层面看，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
是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⑥ 受各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差异明显。在结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关系的
区域分异以及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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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入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1978-2012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645 亿元增长至 518942 亿元，年均增速 9.98%；城市化率由 17.92%
上升至 52.57%，年均增速 0.96%。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无疑推动了中国物质财富
短时期内的快速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同时，也造成在许多城镇化地区出现
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灰霾、光化学烟雾等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日
益突出[1-2]。2011 年秋冬中国东部及中部部分地区首次连续出现雾霾天气，2013 年更是遭
遇有观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天气[3]，严重影响城市及区域的大气环境及公共健康[4-5]，
大气污染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6]。多尺度了解城市空气质量
变化不仅有利于科学认知城市大气污染变化特征，还可以为区域性预防控制措施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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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空气质量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不同尺度及典型
地区空气质量的变化特征解析。如对全国尺度[7-8]、西部工业城市[9-10]、北方典型城市[11-12]
空气质量的年际变化特征，城市和乡村空气质量比较[13]，以及重大节事活动期间空气质
量变化特征分析[14]等。有研究认为，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城镇化水平
的不均衡发展造成的[15]，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密集地区，大气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城
镇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因此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如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区域[16-22]。② 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引起空气质量变化的
因素比较复杂，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环境要素对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方面。如气象
要素[23-24]、风场[25]、沙尘暴[26]、大雾天气[27]、城市热岛效应[28]等。一些研究关注了社会经
济要素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如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的
非线性关系[29-30]，还有学者研究了城市化[31]、城市建成区、人口分布以及工业发展[32]、交
通[33]、能源结构[34]以及油价变动[35]等对大气污染和空气质量的影响。在总结中国城市空气
质量时空演化特征方面，现有研究已经涉及多个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但缺乏对不同时
空间尺度的比较分析；在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机制的阐释方面，现有成果涉及的自然—
人文因素比较全面，而本文特别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要素对空气质量影响的动力机制在
不同时空间尺度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瞄准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是探索人地关系演进过
程和内在机理，现实目的是为制定因地制宜的大气污染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2012 年中国颁布新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由空
气污染指数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改为空气质量指数 （Air Quality Index, AQI）。
2013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共 74 个城市按照新标
准开始进行监测，2014 年 161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开始实施新标
准。本文以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 161 个城市为研究区，采用 2013-2014 年月、天、
小时 AQI 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 ArcGIS 空间分析，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进行分析。
区域传播性和城市间输送是大气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单体城市空气质量优劣
受到相邻城市污染状况的影响[16, 36]。基于此，按照所属省份区位，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
一体化发展特征，将研究城市划分为 11 个区域 （表 1）。鉴于海口、三亚、拉萨 3 市各时
间尺度下 AQI 变化幅度较小，为规避在因素分析过程中对显著程度的平滑影响，不纳入
表1

中国 11 个区域划分及城市个数分布

Tab. 1 Descriptions of the study area in China
城市个数

区域名称

省(市、区)

13

长三角地区

上海、浙江、江苏

25

21

山东半岛地区

山东

17

吉林、辽宁、黑龙江

16

长江中游地区

湖南、湖北、安徽、江西

14

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

22

海峡西岸地区

福建

3

长江上游地区

四川、重庆

9

南贵昆地区

贵州、云南、广西

9

西北地区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9

区域名称

省(市、区)

京津冀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

珠三角地区

广东

东北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

城市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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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划分。
研究数据中，空气质量数据包括中国环境监测统计总站发布的 2013-2014 年 74 个城
市每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Air Quality Composite Index, AQCI），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发
布的 2014 年 1-12 月 161 个城市每日空气质量指数 （AQI），新浪微博号“中国城市空气污
染排行”播报的 74 个城市 2013-2014 年每日及每小时空气质量数据。社会经济发展数据
主要来自 《2014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全国及各省
（市、区）《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以及各
省 （市、区） 2012 年统计年鉴。
2.2 空气质量空间效应检验模型
2.2.1 全局自相关模型 采用全局自相关描述城市单元空气质量变化的整体分布状况，以
判 断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变 化 在 空 间 上 是 否 存 在 集 聚 性 ， 通 常 用 的 检 验 统 计 量 有 Global
Moran's I 指数[37-38]，计算公式如下：
n∑∑Wij (xi - xˉ)(x j - xˉ)
n

n

i=1 j=1

, (i ≠ j)
（1）
ö n
æ n n
2
ç∑∑Wij ÷∑(xi - xˉ)
è i=1 j=1 øi=1
式中：xi、xj 分别为城市单元 i 和 j 的空气质量观测值；n 为城市总数；Wij 为空间权重，采用
邻接标准来定义，即当 i 和 j 邻接时，Wij = 1，否则 Wij = 0；i = 1, 2,…, n；j = 1, 2,…, m，
xˉ 为 x 的平均值。
Global Moran's I 取值范围介于-1~1 之间，通过 I 值可以判断区域城市空气质量水平
的集聚程度。I > 0 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即区域城市空气质量呈集聚分布，I < 0 时表示空
间负相关，即区域城市空气质量呈扩散或均匀分布，当 I = 0 时表示空间不相关，即城市
空气质量呈无规律的随机分布。显著性检验可使用标准化统计量 Z 检验来实现，计算公
式如下：
I - E(I)
Z=
（2）
Var(I)
Moran's I =

当选用 95%的置信水平时，|Z| > 1.96，表示空间自相关显著。
2.2.2 局域自相关模型 局域自相关分析可以用来度量局部空间单元相对于整体研究范围
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程度，即一个区域单元的空气质量与邻近单元上空气质量特征的相关
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n(xi - xˉ)∑Wij (x j - xˉ)
m

Local Moran's I =

j=1

∑(xi - xˉ)2
n

, (i ≠ j)

（3）

i=1

式中：xi、xj 分别为城市 i 和 j 的空气质量观测值；n 为城市个数；Wij 为空间权重，i = 1,
2,…, n，j = 1, 2,…, m，m 为与城市 i 地理上相邻接的城市个数。局域自相关空间关联模
式划分为 H-H、H-L、L-H 和 L-L 4 种类型，其空间含义分别为：H-H （L-L） 集聚型表示
局部 Moran's I 为正值，表示城市空气质量与其相邻城市空气质量之间存在正的空间自相
关，即高水平 （或低水平） 空气质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H-L （L-H） 集聚型表示局部
Moran's I 为负值，表示城市与其相邻城市之间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即高水平 （或低水
平） 空气质量城市被低水平 （或高水平） 空气质量城市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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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空间效应的城市空气质量驱动力模型
2.3.1 基本模型设定 根据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选取人口密度 （X1）、人均 GDP
（X2）、城市化水平 （X3）、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 （X4）、能源消耗总量 （X5）、民用汽车总
量 （X6）、环保投资额占 GDP 比重 （X7）、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X8），对应探究人
口集聚、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能源消耗、社会发展、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等对
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从区域发展长时期的过程看，经济发展、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曲线关系 [29-30, 39]。本文根据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初步假
设：在短时期内，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能源消耗、社会发展、环境
规制、技术进步与城市空气质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基于此，设定基本分析模型如下：
lnY = α 0 + α1 ln X1 + α 2 ln X 2 + α 3 X 3 + α 4 X 4 + α5 ln X5 + α 6 ln X 6 + α 7 X 7 + α8 X8 + ε
（4）
式中：Y 为空气质量指数；X1, …, X8 依次分别为人口密度、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工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能源消耗总量、民用汽车总量、环保投资额占 GDP 比重、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α[α0, α1, …, α8]为待估计的模型参数；ε为模型的误差随机项，服
从正态分布，N(0, σ2）。对空气质量指数、人口密度 （X1）、人均 GDP （X2）、能源消耗总
量 （X5）、民用汽车总量 （X6） 取自然对数，以减小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的影响[40]。
2.3.2 空间效应模型设定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空气质量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观测值，
其变化受到周边区域的影响，因此不能忽略空间效应。考虑空间效应的计量回归模型主
要有空间滞后模型 （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 两种 [41]。在进行空间模型选择时，
需要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约束模型，通过比较拉格朗日乘数
的显著性确定模型选择。若拉格朗日乘数 LM(lag)比 LM(error)在统计上显著，且 R-LM
(lag)比 R-LM(error)显著，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基于基本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
表达式为：
lnY = ρWY + α 0 + α1 ln X1 + α 2 ln X 2 + α 3 X 3 + α 4 X 4 + α5 ln X5 + α 6 ln X 6 + α 7 X 7 + α8 X8 + ε （5）
式中：Y 为空气质量指数；ρ为空间回归系数；W 为 n ×1 阶的空间权值矩阵；X1, …, X8 分
别为 8 个自变量；α[α0, α1, …, α8]为待估计的模型参数；ε为误差随机项。
若拉格朗日乘数 LM(error)比 LM(lag)在统计上显著，且 R-LM(error)比 R-LM(lag)显
著，则选择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基于基本模型的空间误差模型表达式为：
lnY = α 0 + α1 ln X1 + α 2 ln X 2 + α 3 X 3 + α 4 X 4 + α5 ln X5 + α 6 ln X 6 + α 7 X 7 + α8 X8 + ε
（6）
ε = λWε + μ
（7）
式中：Y 为空气质量指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W 为 n ×1 阶的空间权值矩阵；X1, …, X8 为
8 个自变量；α[α0, α1, …, α8]为待估计的模型参数；ε为误差随机项；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
误差向量。由于空间回归模型自变量的内生性，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空间距离权重计算和空间模型运行均在 GeoDa 软件中进行[41]。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
3.1.1 城市空气质量整体恶化，高污染区域恶化态势明显 比较 2013 年和 2014 年中国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AQCI），剖析城市空气质量的年度变化特征。从全国尺度
看，2013 年全国 AQCI 年度均值为 4.46，2014 年升至 6.08；比较两年的月度均值，仅 1 月
有小幅下降，其他月份明显上升，说明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呈整体恶化趋势。两年 AQCI
月度变化轨迹基本相似，1 月均值全年最高，之后持续下降，8-9 月进入低谷，之后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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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和 2014 年全国及各区域空气质量综合指数(AQCI)月际变化

Fig. 1 Monthly variations in air 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AQCI) in China in 2013 and 2014

上升。从区域层面看，11 个区域 2014 年 AQCI 年度均值都高于 2013 年，其中珠三角、南
贵昆、长江上游、海峡西岸 4 个地区 2014 年所有月度均值都大于 2013 年同期 （图 1）。各
区域 AQCI 月度均值也基本遵循了“冬高夏低、春降秋升”的变化轨迹。
分地区比较 AQCI 年度均值，高值区包括京津冀、山东半岛、东北、黄河中游等地
区，低值区包括珠三角、海峡西岸和南贵昆地区，北方地区空气质量显著较南方差。采
用差异系数对 11 个区域 AQCI 年度均值变化强度进行度量，空气质量恶化幅度较大的依
次为东北地区 （0.6063）、西北地区 （0.5221）、京津冀地区 （0.4897）、海峡西岸地区
（0.4882）、山东半岛地区 （0.4615）、长三角地区 （0.4333） 和黄河中游地区 （0.4040），
基本集中在 AQCI 高值区。换言之，空气污染程度越严重的地区，恶化趋势越明显，已
经呈现恶性循环之势。
3.1.2 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提高，但空气污染程度加重 2013 年中国城市平均达标
天数比例为 60.5%，轻度和中度污染占 30.90%，重度及严重污染占 8.6%。2014 年中国城
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66.03%，与 2013 年相比上升 5.53 个百分点，轻度和中度污染占
28.37%，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5.6%。两年比较，各级别污染天数均有所下降，空
气质量达标天数增多，达标天数比例提高。但 2014 年全国 AQCI 年度均值较 2013 年有所
上升,这说明相应区间空气质量污染程度增强，重污染天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根据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技术规定 （试行）》（HJ633-2012），空气污染指
数划分为 6 档，即 0 < AQI < 50，空气质量为优；51 < AQI < 100，空气质量为良；
101 < AQI < 150，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151 < AQI < 200，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201 <AQI < 30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AQI > 300，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分别统计
2014 年 1-12 月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程度天数在全年的占比 （图 2），可以看出污染天数占全

地 理 学 报

1362

图2

71 卷

2014 年全国及各区域空气质量等级天数占比

Fig. 2 The proportions of days with different air quality levels 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s in China in 2014

年天数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京津冀、山东半岛、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长江上
游 、 长 三 角 、 东 北 地 区 、 南 贵 昆 、 珠 三 角 和 海 峡 西 岸 地 区 ， 占 比 分 别 为 66.58% 、
64.93%、44.93%、38%、37%、31%、30.14%、29.04%、14%、9.32%和 4%。京津冀地
区各级别污染天数占比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其次是山东
半岛地区，各级别污染天数占比仅比京津冀地区低 2.47%。
3.1.3 城市空气质量变化与地区社会经济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 为了最大限度消
除春季沙尘天气、夏季降水以及冬季北方供暖等影响，以 2014 年 10 月 2 日为例，对各地
区城市空气质量 24 小时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图 3）。根据全天 AQI 变化轨迹，可将 11 个
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常规变化类型区，对应地区生产生活活动“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特征，城市空气质量基本表现为“日出趋差、日落趋优”。这类地区主要包括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海峡西岸和南贵昆地区。早晨 6-8 时和下午 18-20 时受
上下班集中出行影响，城市 AQI 指数持续增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全天 AQI
峰值在早晨 8-9 点，海峡西岸地区全天 AQI 峰值在中午 14 点，东北和南贵昆地区全天
AQI 峰值在晚上 23 点。第二种为异常变化类型区，主要包括山东半岛、长江中游、黄河
中游、西北和长江上游地区。这种类型区早晚出行高峰时段的 AQI 指数变化并不突出，
绝大部分地区全天 AQI 峰值出现在深夜，如山东半岛、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峰值出
现在凌晨 12-2 时。排除西北地区时差的因素，应该关注地区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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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2 日中国不同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 24 小时变化

Fig. 3 The hourly variations of AQI on 2nd October, 2014 in different regions

影响。山东半岛、长江中游、黄河中
游等地区是全国沿海、沿江重化工产
业的重点集聚区，迫于减排压力，夜
间工业生产活动频繁，工业排放加大
等可能成为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的
因素。
3.1.4 城市空气污染表现出“东重西
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
化态势明显 比对分析中国 161 个城
市 2014 年 AQI 均值的空间分布，总
体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北方到南方
逐渐降低的态势，高值城市集聚分布
在东部沿海和黄河沿线，京津冀地区
城市总体最高 （图 4）。从污染较为严
重的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看，靠近海洋
的城市 AQI 指数较远离海洋的城市

图 4 2014 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空间分异
Fig. 4 Spatial patterns of AQI in Chinese cities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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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指数低。如天津的 AQI 指数低于
北京和石家庄，上海的 AQI 指数低于
南京和杭州，珠海和深圳的 AQI 指数
低于广州，说明临海性对城市空气质
量具有重要影响。进行 161 个城市空
气质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图
5）， Moran's I 指 数 为 0.6621， 通 过
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全国城
市空气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即
AQI 指数分布呈现显著的高值区和高
值区邻近、低值区和低值区邻近的集
聚态势。进一步进行空间局域自相关
分析 （图 6），得出京津冀、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中原城市群等是 AQI
指数高—高“热点”的集中区域，珠
三角、海峡西岸、海南等是低—低
“冷点”的集中区域，被 AQI 高值区 图 5 2014 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全局自相关图
所 包 围 的 低 值 区 （低 — 高 “ 异 质
Fig. 5 Global autocorrelation of AQI in Chinese cities in 2014
点”） 较少，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山
东半岛周边，被 AQI 低值所包围的高
值区 （“高—低”异质点） 主要分布
在南贵昆和长三角地区。可以看出，
当前中国城市大气污染区域一体化态
势明显，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联防联
控越发重要。
3.1.5 区域城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程度
和分布结构具备明显的分异特征 绘
制 2014 年各地区城市 AQI 指数 BOX
分布图 （图 7），根据 AQI 指数散布范
围和分布形态，将城市空气质量分布
形态划分为 6 种类型。第一类是重污
高值主导区，京津冀地区属于该类。
这 类 地 区 AQI 均 值 居 11 个 地 区 之 图 6 2014 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局域自相关图
Fig. 6 Local autocorrelations of AQI in Chinese cities in 2014
首，区域内 AQI 均值以上城市个数大
于 AQI 均值以下个数，表明区域污染一体化态势明显。这类地区单一城市空气污染防控
收效甚微，必须建立跨行政区的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第二类是重污低值主导区，山
东半岛地区属于该类。这类地区 AQI 均值高，区域内 AQI 均值以上城市个数小于 AQI 均
值以下个数。这类地区城市大气污染扩散效应显著，少数污染严重城市对区域空气污染
加重和一体化影响显著。针对这类地区，除了要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还要突出重点城市
的综合整治。第三类是中污均衡区，东北和长江上游地区属于该类。这类地区 AQI 均值
较高，均值以上城市个数和均值以下城市个数基本持平，呈均衡分布态势。第四类是中
污高值主导区，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属于该类。第五类是中污低值主导区，长三角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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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不同区域空气质量指数 BOX 分布

Fig. 7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s of AQI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in 2014

河中游地区属于该类。这 3 类地区整体的空气质量处于临界状态，污染防治应根据城市
空气污染的分布形态，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重点污染城市整治和污染扩
散预警并重，及时控制区域空气质量的恶化。第六类是低污均衡区，包括珠三角、南贵
昆和海峡西岸 3 个地区。这类地区大气污染程度较低，污染治理应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原则，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保持和持续改善。结合各类地区的发展阶
段，初步判断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为：“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
—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污—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
。
3.2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演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
3.2.1 城市空气质量演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解析 采用 2014 年 161 个城市 AQI 指数和 2013
年各城市社会经济数据，根据前述公式设定，分析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
力。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Moran's I 指数为 0.6621，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在 SPSS 中分析
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相关系数均小于 0.8，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对模型
进行估计，发现每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3.5 （远小于临界值 10），表明
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40]。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约束
模型，发现拉格朗日乘数 LM(lag)比 LM(error)在统计上更显著，且稳健的 R-LM(lag)比 RLM(error)更显著，故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OLS 估计
中 R2 为 0.284，空间滞后模型估计中 R2 为 0.691，可见考虑空间相关性显著地提高了模型
的拟合程度。从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综合考虑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城市
化、工业化、能源消耗、社会发展、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前提下，人口密度、
城市化、民用汽车拥有量和环保投资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没有显著的影响，能源消
耗总量、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R&D 经费占 GDP 比重与城市 AQI 呈显著正相关，三
者每提高 1%，AQI 上升 0.265%和 0.108%和 0.104%。以煤炭资源为主的能源消耗是造成
大气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表现出与大气环境恶化的协同增长效应，这一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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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中已得到验证，即“回弹效 表 2 2014 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解析
Tab.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应”[42]。人均 GDP 与 AQI 指数呈显著
of AQI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China in 2014
负相关，人均 GDP 每提高 1%，AQI
空间滞后模型
OLS 模型
下 降 0.242% ，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好 转 ， 自变量系数
系数值
T值
Z值
系数值
即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大气环境改善。
-0.055
0.012
-1.193
0.001
α
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人均 GDP
0.767
0.691
0.062
α
0.038
-4.155
-3.518
-0.427
-0.242
α
达到 6000~8000 美元是环境质量变好
-0.140
-0.356
α
-0.011
-0.019
的 临 界 点 。 2013 年 中 国 城 市 人 均
2.303
1.892
0.200
0.108
α
GDP 达到 6880 美元，进入环境质量
3.711
3.322
α
0.458
0.265
正向转化的临界值范围。根据全国人
0.413
0.908
α
0.056
0.079
-1.363
-1.306
-0.107
-0.066
α
均 GDP 与 161 个城市 AQI 指数的相关
2.035
1.645
0.199
0.104
α
性分析判断，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演
—
13.967
ε
—
0.657
化的关系已通过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顶
—
—
R
0.284
0.691
点，但由于中国区域差距非常大，在 对数似然值
—
—
—
-133.578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空 注： 代表 10%水平下显著， 代表 5%水平下显著， 代表 1%水
气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应该存在较 平下显著。
大差异。
3.2.2 区域城市空气质量演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异 为了避免样本数较少带来的模型不稳
定性，综合考虑污染程度、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区位分布等因素，选取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和山东半岛 4 个地区进行分析。自变量选择在全国层面显著的经济增长、能源消
耗、工业化、技术进步 4 个指标。经检验，4 个地区均适用空间滞后模型，模型估计结果
如表 3 所示。
京津冀地区 R&D 经费占 GDP 比重、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 AQI 呈显著正相关，
即指标值增大，AQI 增大，大气环境质量下降。两个指标每提高 1%，城市 AQI 分别增大
1.644%和 1.255%。人均 GDP 与 AQI 呈负相关，即指标值增大，AQI 减小，大气环境好
转。人均 GDP 每提高 1%，AQI 下降 0.416%。2013 年京津冀地区人均 GDP 达到 8548 美
元，城市化水平也处于全国城市发展的高值 [43]，可以初步判断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
已通过库兹涅兹曲线拐点。长三角地区 R&D 经费占 GDP 比重、能源消耗、工业化与 AQI
呈正相关，这些指标每提高 1%，AQI 指数分别增大 0.953%、0.404%、0.375%。人均
***

0

1 人口密度

2 人均 GDP

***

***

**

*

***

***

**

*

3 城市化
4 工业化

5 能源消耗
6 民用汽车
7 环保投资

8R&D 经费

***

2

*

表3

**

***

2014 年中国区域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of AQI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in 2014
自变量
系数
α0
α2 人均 GDP
α4 工业化
α5 能源消耗
α8R&D 经费
ε

M 京津冀
系数值
-0.042

-0.416*
1.255***
-0.195

M 长三角

M 珠三角

全国

M 山东半岛

Z值

系数值

Z值

系数值

Z值

系数值

Z值

系数值

Z值

-0.388

-0.244

-1.785

-0.004

-0.022

-0.033

-0.260

-0.055

-1.166

0.414

0.883

0.179

0.854

0.237

1.430

0.104**

2.097

0.217

1.353

0.330***

5.566

-1.893
5.014
-0.832

*

-0.994*** -3.646
0.375***
0.404

*

***

2.580

*

1.792

0.545

1.705

3.010

-0.731

-1.777

***

1.644

5.595

0.953

0.623***

3.667

0.312*

1.742

*

0.082***

0.301

-0.457** -2.213

-0.252*** -3.814

**

0.142

0.749

0.121

0.751***

5.395

0.658*** 13.870

1.961

R2

0.850

—

0.549

—

0.279

—

0.711

—

0.682

—

对数似然值

-6.516

—

-25.476

—

-25.869

—

-14.809

—

-135.697

—

注： 代表 10%水平下显著， 代表 5%水平下显著， 代表 1%水平下显著。
*

**

***

8期

蔺雪芹 等：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社会经济驱动力

1367

GDP 与 AQI 呈负相关，指标值每提高 1%，AQI 下降 0.994%。2013 年长三角地区人均
GDP 达 13052 美元，可以初步判断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已通过库兹涅兹曲线拐点。
珠三角地区能源消耗与 AQI 呈显著正相关，能源消耗每增加 1%，AQI 指数增大 0.545%；
R&D 经费占 GDP 比重与 AQI 呈显著负相关，指标值每增大 1%，AQI 减小 0.731%。从技
术进步的阶段性规律看，技术发展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越高，资源利用效率越
高，单位产出污染排放越低。广东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44]，技
术进步的资源环境改善效应显著。山东半岛地区人均 GDP 与 AQI 呈显著负相关，人均
GDP 每增加 1%，AQI 减小 0.457%。
3.2.3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演化的社会经济驱动规律 综合以上认为，在全国层面，在同时
考虑人口集聚、经济增长、城市哈、工业化、能源消耗、社会发展、环境规制、技术进
步等要素前提下，经济发展、工业化、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 4 个要素表现出与城市空气
质量变化之间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正向效应，
工业化、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表现为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负向效应。
在区域层面，由于社会经济发
展条件的差异，4 个要素对城市空气
质量影响的显著程度、影响方向和
强度存在差异。经济发展表现出对
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正向推动作
用，并且人均 GDP 越高的地区，经
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正向
推动作用越大。工业化、能源消耗
表现出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负向
效 应 ， 工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越
低，工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负向效
应越大 （图 8）。
注：正值表示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正向效应，负值表示负向效应。
技术进步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空
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 图 8 中国不同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示意
Fig. 8 Socio-economic factors of air qual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差异明显。在京津冀、长三角和全
国，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与城市空气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并且负向影响程度依次减
小。在珠三角地区，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与城市空气质量呈显著正相关。结合不同
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判断：在经济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在推动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
同时，导致地区生产活动规模扩大，资源能源需求增加，进而对大气环境产生负向影
响。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化，对环境改善的
负向效应较小。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比较 2013 年和 2014 年各类空气质量指数显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空
气质量差的区域恶化态势更明显；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有所提高，但天气污染程
度增强；城市空气质量变化与地区社会经济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城市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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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表现出“东重西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区域城市空气污
染的总体程度和分布结构具备明显的分异特征，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可基本归
纳为：“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污
—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
。
（2） 解析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从全国层面看，能源消耗、工
业化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具
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受各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各类社会经济因
素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有所不同。
（3） 根据人均 GDP 与案例城市 AQI 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判断，全国层面以及部分发达
地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演化的关系已通过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顶点，人均 GDP 越高的地
区，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正向推动作用越大。在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对大气
环境产生的负向影响明显；在不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改善的负向影响较小。
4.2 讨论
社会经济发展是造成空气质量恶化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诸多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社会经济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与地区发展阶段相适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不同
阶段各社会经济要素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存在质和量的差异。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
近的地区，受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等多重因素复杂机制的影响，社会经济要素对空气质量
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讨论遏制空气质量恶化的手段，不等于要全
面遏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需要在比较解析社会经济因素与空气质量相关性的
基础上，立足区域发展现状特征和资源环境基础，遴选关键要素，确定整治重点和导向。
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之间确实存在环境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关系，且当前
大部分地区仍未通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换言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
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和阻滞作用都可能存在。因此如何在短时期内使大部分地区的发
展水平跨过曲线拐点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恶化矛盾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最大
限度化解经济发展导致的负面影响，关键问题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科技和创
新驱动，尽快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促
进和协调发展。
受样本数量限制，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规律的总结分析，仅基
于全国和若干案例区的实证分析结果。全面验证社会经济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稳定的数据积累和持续的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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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air 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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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pollu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brought by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mpos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to population health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real- tim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obtained for
each Chinese city from 2013 to 2014, the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are
analyzed using variou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ools. Wit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paper further quantifies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air quality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s.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findings: (1) During 2013 and
2014, the number of days with air quality meet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are increasing, but the
annual air 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which is evidenc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AQI values
during the period (higher AQI values representing worse air quality). There also appear to be
substantial reg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ense that air quality tends to be better in the south and
east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 In terms of temporal patterns, air
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shows significant seasonal variations, with better- than- average air
quality observed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while worse-than-average air quality in spring and
winter. (2) With respect to the driving forces of air quality variations,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 capita GDP) have
been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ir quality at the national scale. For
example, 1% increase in per capita GDP is related to a decrease of about 0.24% in AQI values
(thus better air quality), everything else equal. (3) There is great heterogeneity in the driving
forces of air qualit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For instance, whilst one unit increase in
industrialization rates (that is an increase of one percentage) is associated with 10.4% increase
in AQI values at the national scale, the same amount of increase in industrialization rates is
associated with 125.5% and 37.5% increases in AQI values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spectively. Such spatial heterogeneity has
also been observed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ir qual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per capita GDP, implying that geograph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futur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ir quality or
gene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s and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argeting air pollution deduc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city air quality; spatio- temporal variations; social economy; driving forces; city;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