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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风险预警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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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压力也逐渐增大。预警是科学判定环境风险变化、提升环境应
急响应水平和规避环境风险的有力手段。在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模型、预警系统及平台、预警
仪器设备四方面阐述了中国环境风险预警的现状；结合国内外动态和环境预警的实际需求，分析了环境风险预警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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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及其预警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
化，深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但在传统工业
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ＧＤＰ 多建立在资源环境和
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 ］。高消耗、高污
染、高风险的发展方式虽然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
用，但当前已进入了人均ＧＤＰ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美元
的矛盾多发期，发达国家在其近百年工业化过程不
同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同时出现［ ，］，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巨大
危害。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
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环境
污染与破坏事件１ ２００ 起。严峻的环境安全形势
和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损害公众健康、威胁
社会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风险［ ，］。
面对来自经济、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风险，现
代社会需要进行风险管理以减小所受损失，风险预
警便是其中一种重要手段。风险预警以一定的信
息作为基础，并对信息进行分析、推断与转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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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警示性的信息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信息［ ］。
作为一种主动性的风险管理手段，风险预警的最终
目的是预防和控制风险，已经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
管理、企业管理、自然灾害预防等许多领域［ ］。
针对中国的环境风险现状，需要建立起相应的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规避环境风险事
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质量损害及其社会风险，全面
提高社会处置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从运作
机制上真正做到有备无患。对环境事件做出预测
和预警，进而快速、高效、有序地采取控制措施，防
止事态扩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防止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维护正常的生活和
生产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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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
国外环境风险预警发展
随着随机性和事故性污染事件控制重要性的
增加，自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环境预警得到发达
国家的广泛重视。１９８９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
了“地区级紧急事故的意识和准备”（ＡＰＥＬＬ 计
划），１９９３ 年美国ＥＰＡ 发布了“化学品事故排放风
险管理计划”。为有效应对环境污染事故，理想的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须满足以下条件：提供足够的预
警反应时间、可负担的费用、低技术和培训需求、覆
盖所有潜在的威胁、可以识别源头、具有相应程度
敏感性、响应时产生最小失误、稳定、重复性和可核
查、全年运行［ ］。基于这一要求，经过近３０ 年的努
力，国际上的环境风险预警已在系统开发、产品化、
实用化方向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且实现了部分环
境预警技术或产品向公共服务领域的延伸。如莱
茵河流域水污染预警系统以及多瑙河流域水污染
预警系统在区域风险控制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 ］。
１９８５ 年
国际莱茵河保护委员会发起预警报警
计划（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ａｒｍ Ｐｌａｎ，ＷＡＰ ）［ ］，用以规
避泄露、工业事故、运输事故等事故性污染风险，之
后污染事故明显减少。水体管理部门和饮用水公
司通过环境预警监控系统的连续水质监测，结合生
物预警技术和化学品识别技术，可以反演污染事故
并实现快速响应，被认为是流量大、潜在风险高的
莱茵河的最佳风险防范方法。在ＷＡＰ 计划框架
内，莱茵河流域的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均在莱茵
河沿岸建立起环境预警中心。流域水质监控网络
最初仅能监测温度、ｐＨ 、溶解氧等少数指标，现已
逐步发展成为可监测众多有机物指标的自动监控
系统，流域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纪９０ 年代之前，多瑙河流域水污染事故
２０ 世
频繁发生，并经常造成跨界影响，环境风险预警需
求迫切。在此背景下，旨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多瑙河
流域环境计划（ＥＰＤＲＢ ）诞生，该计划在１９９２ 年
优先推动多瑙河流域事故预警系统（ＤＡＥＷＳ ）的
建设［ ］。该系统于１９９７ 年在德国、奥地利、捷克、
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九国投入使用，可
提供水质参数的即时突变信息，用以协助职能部门
和下游地区应急响应。预警系统包含信息处理系
统、有毒有害物质数据库、多瑙河流域预警模型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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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 月

同时为满足信息快速传输的要求，预警系统还装备
有与各地计算机网络相连的卫星通讯系统。流域
各国也使用相同的标准系统操作规范。１９９８ 年５
月，匈牙利发生严重化学品泄露事故，多瑙河流域
事故预警系统在这一事件的预警及处理处置中较
好地发挥了作用，有效避免了环境损害的扩大。
切尔诺贝利事件后，辐射风险预警受到极大关
注。自动辐射监测系统在辐射防护领域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如土耳其原子能机构等在１９９５ 年
开发了环境辐射监测预警系统，并在土耳其的６７
处地点投入应用［ ］；加勒比海辐射预警系统
（ＣＲＥＷＳ）作为墨西哥湾区域监控网络，则用以监
测古巴核电站的辐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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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风险预警现状
环境污染事件本身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
而环境风险预警是一个涵盖区域、城市、工业园区、
企业等多尺度，涉及水体、大气、土壤、生态系统等
多对象，由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经济等多要素加
以反映的复杂体系（图１ ）。针对这一体系，结合环
境风险预警的实际需求，从以下四方面阐述中国环
境风险预警的发展现状。

３

图１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

环境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分析环境质量
变化态势，实现特定风险预警与快速响应的基础。
中国在预警指标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较多研究。
宏观环境预警方面，李俊红等人根据环境问题的特
点，初步构建了环境预警指标体系，它由包括环境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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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指标和环境治理指标的警情指标，以及包括环
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经济相关指标的警兆指标组
成［ ］；颜卫忠考虑到环境现象的性质与特点，构建
了环境预警指标体系，探讨了环境预警指标体系的
应用［ ］。生态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方面，学者根据
不同区域特点，构建了多套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内
蒙古生态环境预警指标体系、乌江流域生态环境预
警指标体系、农村聚落生态环境预警指标体系、三
峡库区山地生态系统预警指标系统等［ ］。针对
不同环境要素，也分别设计了水环境风险、大气环
境风险、土壤环境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等［ ］。
中国的环境污染事件预警指标多为针对区域
风险预警的宏观性指标，现有的工作主要是在污染
事件的预警指标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方案，还不能
适应对污染事件进行生态和健康预警的实际需求。
如何对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污染水平和生态
与健康效应进行快速筛选并建立合理的预警指标
体系，仍然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目前急须研发预
警指标筛选技术，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
境风险预警模型
３． ２ 环
科学利用风险预警模型是准确预测环境风险
变化的关键。目前，中国已有区域层面的环境风险
预警模型，如张妍等建立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
境风险预警模型［ ］；李捷等人应用环境预警系统，
对天津经济开发区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年
的环境质量进行
分析、评估与预测预警［ ］；俞露等人以环境风险评
价理论为基础，从区域水环境安全风险管理的角
度，提出了构建区域水环境安全预警系统的方法和
概念框架，并开发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环境安全
预警系统模型［ ］。学者也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
发，建立了太湖蓝藻水华遥感动态监测预警模型、
突发事故水环境污染风险预警模型等专业预警
模型［ ， ］。
总体而言，描述宏观现象的预警模型较多，还
缺乏比较成熟的针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
警模型技术体系以供不同用户使用。由于突发污
染事件发生时间、空间、规模、过程、自然背景、受体
的不确定性，模拟系统中关键参数的识别与合理估
算是风险预测模型合理应用的重要环节，而中国在
模型应用上，缺乏对具体研究区域的污染物质迁移
转化过程的原创研究，对模型结果验证及系统集成
重视不足。同时，在风险预警模型方面，涉及生态
系统风险预警的模型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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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预警系统
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集成
基础环境信息与环境风险预警模型，构建由基础信
息层、专题应用层、决策支持层以及人机交互界面
组成的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是实现环境风险快速分
析模拟和智能决策支持的发展方向，将极大地提高
环境风险预警的速度、有效性和智能化。国家
“８６３ ”计划“网络化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警
系统研究”项目和“十一五”期间国家“８６３ ”计划重
大项目“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研究开
发与应用示范”等资助了环境风险预警系统的研
发。目前，环境科研工作者已开展了大量有关环境
风险预警系统设计开发原则、框架的探讨与研
究［ ］，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环境风险预警系统研
发及应用的成功案例。如“大连海域溢油模拟信
息系统”“珠江口区域海上溢油应急预报信息系
统”能够快速准确地预测模拟并可视化显示海上
溢油的漂移扩散、性质变化［ ， ］；长江（江苏段）沿
江开发环境风险监控预警系统，探索了将地理信息
技术运用于区域环境风险管理决策过程的方
法［ ］；“松花江（吉林省江段）污染应急决策支持
系统”利用ＷｅｂＧＩＳ 技术在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上创建松
花江污染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了对松花江污染
事件的动态模拟、预警和决策支持［ ］；大连市环境
信息中心通过“重大污染事故区域预警系统”项
目，开发出预警软件，能为应急指挥者提供所需的
多种信息，也形成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 ］。
综上所述，中国在环境风险预警系统开发方面
已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在环境污染事件预警平
台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技术
和设备等硬件支撑方面尚不能适应对污染事件进
行预警的实际需求，不能真正实现对污染事件的有
效预警。“８６３ ”计划重大项目“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技术系统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期望通过一
系列共性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在此方面取得
突破。
境风险预警仪器设备
３． ４ 环
在短时间、高浓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采集信息
及发出警报，必须由一定的硬件设备加以支撑，包
括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监测仪器、传感器等，而且
须将其耦合在风险预警平台上。传感器在日常监
测中具有灵敏、快速、准确等特点，作为实现自动检
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近年受到国内外高度关
３． ３

２８ －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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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利用紫外光电传感器实现环境事故特征污
染物的实时在线识别与监测、建立污染物生物传感
器监测的在线预警系统，以及开发生物行为学传感
器成为研究热点［ ］。
目前，国内正在针对突发性污染快速响应的传
感器等关键技术，特别是污染事故特征污染物或特
征效应传感器技术等亟待突破的关键难题开展系
统研究，研制了一系列可用于环境污染应急监测的
物理、化学和微生物细胞传感器，但大多还处在原
型样机阶段。总的来说，预警技术和设备应用前景
广阔，但目前离产业化和推广运用还有较大差距，
３６

２００９

年１０ 月

尚不能满足对污染事件进行预警的实际需求。

环境风险预警发展趋势
针对环境风险预警技术的现状，未来应在风险
源普查、环境风险模拟与评估的基础上，在环境风
险预警指标体系及模型方面开展更为系统的研究，
研发或集成环境风险预警仪器设备，通过耦合预警
模型与预警相关技术，建设环境风险预警系统及应
用平台，构建环境风险监控预警体系，为后续环境
风险事件的应急响应和快速处理处置提供决策支
持。环境风险预警技术需求示意见图２ 。

４

图２ 环境风险预警技术需求

深入研究环境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模型
现有的工作主要是在污染事件的预警指标方
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方案，未来须在环境风险场模
拟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风险源特点，研
发环境风险预警指标筛选技术，构建基于物理、化
学、生物、社会、经济等多要素，涉及区域、城市、工
业园区、企业等多尺度的预警指标体系。开发针对
不同类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警模型技术体系，针对
特征污染物和不同区域特有生物种构建生态风险
预警模型。以人群健康与生态安全为目标，确定风
险分级阈值，建立预警分级技术。将预警模型与环
境风险场模型加以耦合，实现基于ＧＩＳ 的环境风险
特征指标动态预警。
强关键仪器设备的研发与集成
４ ２ 加
为实现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及时快速预警，
４ １

—４ —

须要集成特征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处理与传输技
术和设备，搭建固定式和流动式、在线监测与离线
分析相结合的重点风险源实时监测监控与解析技
术平台；开发或组合集成具备可靠性、灵敏性，以传
感器为核心的数字预警方法，实现对环境质量变化
的实时、快速监测与预警。同时，须综合考虑仪器
设备的经济成本、可操作性和日常维护，建立预警
相关仪器设备使用规范和操作指南。同时大力推
进环境预警仪器设备的国产化发展。
进环境风险预警系统开发及平台应用
４ ３ 推
为推动环境风险预警真正发挥效用，未来应综
合集成环境风险预警模型、信息采集处理与传输、
传感器及数据可视化等单项技术，以地理信息系统
为基础，开发环境污染事件预警技术系统，建设环
境风险预警技术应用平台。运用三维虚拟现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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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显示环境风险场的时空动态变化，构建预警信
息综合辨别及基于ＧＩＳ 的可视化动态综合解析、预
警分级、信息快速分级发布、快速响应和智能支持
技术体系，推进环境风险预警平台的实用化，在重
要区域和敏感保护目标进行应用，并形成相应的技
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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