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

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建建建建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建建建建

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

时时时时，，，，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时时时时，，，，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

从从从从““““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从从从从““““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The history of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The history of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Pacific War,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Pacific War, 
JapanJapan showed amazing industrial showed amazing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Yokkaichi with a especially in Yokkaichi with a 
petrochemical complex.petrochemical complex.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染染染染。。。。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染染染染。。。。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

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

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

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

术术术术，，，，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术术术术，，，，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to overcome heavy environmental  to overcome heav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pollution.
Democracy and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lped the overcoming innovation helped the overcoming 
from the difficulties.from the difficulties.

四日市大学能源环境教育研究会四日市大学能源环境教育研究会 编著编著



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

它有港口它有港口它有港口它有港口，，，，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

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天领天领天领天领””””，，，，是这个地是这个地是这个地是这个地

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商业中心。。。。

Yokkaichi in Edo era, the Tokugawa period.

Yokkaichi was a region under the Edo Shogunate`s direct control, being one of the 
post-towns on the road from Kyoto to Edo(Tokyo).  The Port of Yokkaichi was seriously 
damaged by earthquake in the late of Tokugawa period. 

驿驿驿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而繁荣而繁荣而繁荣而繁荣，，，，但由于但由于但由于但由于

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击击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

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热田热田热田热田) ) ) ) 

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东海东海东海东海

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

旅客旅客旅客旅客，，，，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



100100100100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

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他个他个他个他个

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

的港口的港口的港口的港口。。。。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1880188018801880年竣工年竣工年竣工年竣工，，，，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

础础础础。。。。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四日市港四日市港四日市港四日市港，，，，不但国内不但国内不但国内不但国内，，，，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

向荣向荣向荣向荣、、、、不断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发展。。。。

Yokkaichi in a century ago.

A famous shipping agent Mr. Inaba Sannemon expended his private fund and the 
port was renewed in 1889 after ten years of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of Yokkaichi 
became prosperous as not only domestic but also international port.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昭和昭和昭和昭和7777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HP)HP)HP)HP)

became prosperous as not only domestic but also international port.

The cargo boat transported wool from abroad in 1931



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

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1945194519451945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8181818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从从从从1939193919391939年前后起年前后起年前后起年前后起，，，，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

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 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

Yokkaichi during the Pacific War

Japanese navy constructed fuel storage and barracks since 1939 for the war.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Yokkaichi was attacked by American bomber planes B29 and 
the stockyard together with the city area was utterly destroyed.

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1945194519451945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8181818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8888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美军美军美军美军B29B29B29B29战略轰炸战略轰炸战略轰炸战略轰炸

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39393939次次次次，，，，

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

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

的打击的打击的打击的打击。。。。

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Naval fuel stock yard



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

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

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 ((((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下卷下卷下卷下卷、、、、

P.244)P.244)P.244)P.244)。。。。

Petrochemical Complex of Yokkaichi l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People of Yokkaichi expect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Petrochemical Complex in the previous naval fuel stock yard.

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P . 10P . 10P . 10P . 10

Bird view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along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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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asthmatic began to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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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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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capita expenditure of the city budget
““““全国城市全国城市全国城市全国城市””””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地方财政白皮书地方财政白皮书地方财政白皮书地方财政白皮书》》》》((((各年版本各年版本各年版本各年版本))))、、、、““““四日市市四日市市四日市市四日市市””””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地方财政状况调查表地方财政状况调查表地方财政状况调查表地方财政状况调查表》》》》((((各年版本各年版本各年版本各年版本))))

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发生公害的时期



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

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

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使众使众使众使众

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

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

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

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

法法法法，，，，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

Pollution of Yokkaichi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法法法法，，，，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

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

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总之总之总之总之，，，，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公害环境公害环境公害环境公害。。。。

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

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

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

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应应应应

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 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100﹪100﹪100﹪100﹪地换回地换回地换回地换回

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



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

Pollution of Yokkaichi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etrochemical complex was a symbo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resulting in much 

satisfaction of economy in Yokkaichi. However, pollutants such as sulfur oxides were emitted 
from chimneys of the factories, which caused bronchitis and asthma among many people, 
the Yokkaichi disease. Waste water polluted Ise Bay, too.
The number of asthmatics increased and they brought the pollution into court and won. Mie 

prefecture set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pollutions besides government and the diet of Japan 
se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 wh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tarted.
Several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were constructed in Jap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veral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were constructed in Jap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realized simultaneously. In Yokkaichi, for example, per capita expenditure in the city 
budget surpassed that of average of all the cities of Japan. Coincidence of time of the 
pollution and time of the benefit of the economy was found. It means wealth brought 
pollution.
As most members of the diet and prefectural assembly as well as prefectural governor are 

elected in Japan, they were very in favor of the pollution preventing act or regulations, 
otherwise they were hard to be elec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were eager 
to develop pollution preventing technologies,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factories.
It is important, should be kept in mind, that patients through asthma or other pollution 

diseases are still staying in beds. One any industrial pollutions attack people, the damage 
would not recover completely, forever.



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

�� 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
�� 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
�� 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
��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 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

�� 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
�� 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

Pollution covered Yokkaichi district
Pollution was not in air but also water, land and gave other bad effect to person.

Water pollution(fish in Ise Bay with bad smell)
Air pollution(asthmatics)
Bad smell as that from rotten onions

noise pollution
subsidence
vibration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公害的原因是，

在旧海军染料厂的遗

址里建设石油化学联

合厂时，没有考虑到

将给住宅区等地区带

来的环境影响，盲目

地推进大规模的工业

化。

Petroleum Complex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into the previous 
naval fuel storage area, without 
any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This is one of a major 
causes of the Yokkaichi Pollution.



摆脱公害摆脱公害摆脱公害摆脱公害

� 转换燃料转换燃料转换燃料转换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

Fuel switch: from sulfur rich fuel to sulfur free fuel
� 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

Install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facilities and electric static precipitator.

� 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

Pollution Conquest

� 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

Professor K. Yoshida, a great leader acted from both sides, 
patients in the court and local government.

� 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

Pollution damage suit
� 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

Political scheme based on Democracy



硫磺分硫磺分硫磺分硫磺分((((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

重 油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1974197419741974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 ∶ ∶ ∶ ＜＜＜＜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2012﹙2012﹙2012﹙2012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 ﹚ ﹚ ﹚ ＞＞＞＞ 。。。。﹙﹙﹙﹙FYFYFYFY﹚﹚﹚﹚年年年年

原 油

总合重油的换算



Flue Gas

Pump

Clean gas(to Stack)

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

液液液液，，，，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

中中中中，，，，排气中的排气中的排气中的排气中的SOxSOxSOxSOx((((酸氧化物酸氧化物酸氧化物酸氧化物))))会和会和会和会和

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

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可以生成可以生成可以生成可以生成

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

The limestone is powdered 
and mixed with water. 
When this is blown as a 
mist into the flue gas, the 

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

泵泵泵泵

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向烟囱向烟囱向烟囱向烟囱))))

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

Configur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Facility

Flue Gas

To Gypsum
Production
Facility

Pump

Lime and Water
Mixture

Calcium Sulfite

mist into the flue gas, the 
Sulphur oxides within the 
exhaust gas react with the 
lime to form calcium 
sulfite. This is combined 
with oxygen, reacting to 
form gypsum.

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

(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

亚硫酸钙亚硫酸钙亚硫酸钙亚硫酸钙

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

排气体排气体排气体排气体

((((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

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

泵泵泵泵



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 ∕∕∕∕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

温度在100℃以下时会产生Nox，当达

到1300℃以上的温度时NOx的产生量会急剧

增加。如果要改善燃烧的话，可以采取抑

制温度急剧上升的方法来降低NOx的产生。

一种方法是采取二段燃烧法，但是这个要

在燃烧过程中稍稍供给必要的空气，并且

把空气送到火焰的上端，使其完全燃烧。

另外，排烟循环法是指利用燃烧产生的一

部分烟气重返燃烧区，从而降低燃烧区的

温度﹙和氧的浓度﹚从此达到抑制NOx的生

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

NOxNOxNOxNOx((((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NOx E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Improvements in Combustion Efficiency

Heater
Top air port

Flue stack

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

过热器过热器过热器过热器

锅炉锅炉锅炉锅炉

温度﹙和氧的浓度﹚从此达到抑制NOx的生

成。

Economizer

Clean gas
Exhaust 
gas/air 
mixing fan

Fan

Fuel pumpLow NOx burner
Fuel

Boiler

In this method the air volume required for 
complete combustion of fuel is supplied in 
two stages:at the burner inlet and at the 
burner top(top air port)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way in which 
fuel is atomized and air is supplied

低低低低NOxNOxNOxNOx燃料气燃料气燃料气燃料气

排气扇排气扇排气扇排气扇

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

燃料燃料燃料燃料 风扇风扇风扇风扇

烟囱烟囱烟囱烟囱

节炭器节炭器节炭器节炭器

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

锅炉锅炉锅炉锅炉

清洁清洁清洁清洁····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

燃料泵燃料泵燃料泵燃料泵

空空空空

气气气气

预预预预

热热热热

器器器器



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
Configuration of Flue Gas Denitrification Facility

Flue Gas

废气废气废气废气

(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

NHNHNHNH3333 ((((氨氨氨氨) ) ) ) 

触媒层触媒层触媒层触媒层

Catalytic Layer Clean Gas

When ammonia is added to the flue gas, which includes NOx, and passed through the catalytic 
layer, the catalyst causes the NOx to separate into nitrogen and water

NNNN2222((((氮氮氮氮))))

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NOxNOxNOxNOx的废气中的废气中的废气中的废气中，，，，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

应应应应，，，，NoxNoxNoxNox----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NNNN2222和和和和HHHH2222OOOO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

净净净净

化化化化

气气气气

体体体体



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

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

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

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

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

电电电电，，，，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

板板板板。。。。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在不断的、、、、 周期性周期性周期性周期性

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程程程程中中中中，，，，粉尘颗粒粉尘颗粒粉尘颗粒粉尘颗粒

会被收会被收会被收会被收集集集集在装置下在装置下在装置下在装置下部部部部的的的的抵抵抵抵

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从而从而从而从而净净净净化化化化

Configuration of Electrostatic Precipitaor

Clean Gas

Collected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

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从而从而从而从而净净净净化化化化

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埃埃埃埃颗粒颗粒颗粒颗粒。。。。

Collecting 
Electrode

Discharge Electrode

Flue Gas

Collected 
Particulates

The electrostatic percipitator 
uses a volta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wo electrodes to 
extract and collect particulates.

收集粉尘收集粉尘收集粉尘收集粉尘

吸吸吸吸

尘尘尘尘

电电电电

极极极极

排气排气排气排气

放放放放

电电电电

电电电电

极极极极



SoxSoxSoxSox、、、、NoxNoxNoxNox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Japan emit much less pollutants (sulfur oxides and nitric oxides) than those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SOx排放単位 NOx排放単位

SOx emission(gram/kWh) NOx emission(gram/kWh)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 ﹕) ﹕) ﹕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2006200620062006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

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2005200520052005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 ﹕﹕﹕﹕OECDOECDOECDOECD〈〈〈〈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

IEAIEAIEAIEA〈〈〈〈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2005 2005 2005 2005 〉〉〉〉。。。。

France Germany Italy United Kingdom U.S.A
Average of these six countries

Japan

加加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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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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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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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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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

• 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

・・・・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

・・・・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

⇒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

⇒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

⇒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

(1968(1968(1968(1968年年年年～ 88888888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

Great leader, Professor K. Yoshida

(1968(1968(1968(1968年年年年～ 88888888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

• Prof. Yoshida behaved as a witness in the pollution court for the plaintiff 
side, the pollution disease patients, and was a top leader in the Mie 
prefectural government to control industries. His tough efforts avoided 
bad battle among plaintiff, pollutors(compani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 Based on Prof. Yoshida’s advice, Mie prefecture suggested medical 
subsidy and the City of Yokkaichi made a subsidy system to the patients. 
This system led to the pollution-related health damage compensation 
law.

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下下下下卷卷卷卷((((法法法法律文律文律文律文化化化化社社社社1991991991997777年出年出年出年出版版版版))))第第第第1111章章章章



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

• 1967196719671967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9999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6666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

1977197719771977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命令命令命令命令6666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8821882188218821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

• 6666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两年后两年后两年后两年后，，，，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

行行行行。。。。

• 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响响响。。。。

⇔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

Pollution Suit

⇔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

⇔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

In 1967, nine asthmatics filed a suit for pollution damage against six companies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and the court ordered to the six companies to pay about 
ninety million yen. Two years later, the companies decided not to appeal to higher 
court.
This pollution suit much influenced an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pollution suit in Japan.
Citizen voices influence government through pollution suit, while they take votes on 

who is in favor of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These are mechanisms of democracy.



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

⇒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

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

Once pollution damages human health, it would not recover again. This graph shows 
that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pollution asthmatics increased after decreasing the sulfur 
oxides emission.

Trends of sulfur oxides emission amount, pollution pati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for compensation to the 
patients in Japan.

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

发发发发生的大气生的大气生的大气生的大气污污污污染的影响染的影响染的影响染的影响﹕﹕﹕﹕

SoxSoxSoxSox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百万百万百万百万ＮＮＮＮ㎥㎥㎥㎥))))

患者人数患者人数患者人数患者人数 ((((百人百人百人百人))))

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 ((((亿亿亿亿日元日元日元日元))))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

《《《《 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 》》》》P.51.P.51.P.51.P.51.图图图图3333----1  1  1  1  制作制作制作制作

The number of the pollution patients(in hundred person)
The expenditure for the compensation(in hundred thousand yen)

Sulfur oxides’ emission amount(in million normal cubic meters)

患者人数(百人)

赔偿额(亿日元)

排放量(百万Ｎ㎥)

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 ((((亿亿亿亿日元日元日元日元))))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年年年年))))



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SoxSoxSoxSox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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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ur oxides’ concentration in air acceptably decreased in abou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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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日本的大气污染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经验》》》》P. 51.P. 51.P. 51.P. 51.图图图图3333----1 1 1 1 制作制作制作制作



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

眺望旧眺望旧眺望旧眺望旧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港港港港以以以以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222石油化石油化石油化石油化学学学学联合厂远联合厂远联合厂远联合厂远景景景景

Present Yokkaichi covered with clean sky and air.



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Environmentally clean view of Yokkaichi petrochemical complex in 21st century.



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学学学学联合厂联合厂联合厂联合厂夜景夜景夜景夜景 出出出出自自自自﹕﹕﹕﹕ http://photohito.com/photo/2048154/
Beautiful nigh view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nowadays



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

�� 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19901990199019901990199019901990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

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fer））。。。。。。。。
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

ICETTICETT and 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Yokkaichi University.Yokkaichi University.

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

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

�� 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年年年年，，，，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

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founded i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founded in 
1990 at Yokkaichi, aiming to contribute 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ant 1990 at Yokkaichi, aiming to contribute 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ant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s by offering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ng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s by offering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ng 
Story and Technologies.Story and Technologies.
In 2007,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as opened in In 2007,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as opened in 
Yokkaichi University to educate challenging studen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Yokkaichi University to educate challenging studen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pollution and other possible problems.problems such as pollution and other possible problems.



PM2PM2PM2PM2.5.5.5.5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

•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直径直径直径直径2.52.52.52.5μmμmμmμm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PM2.5PM2.5PM2.5PM2.5笼罩着中笼罩着中笼罩着中笼罩着中

国全土国全土国全土国全土，，，，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地地地地区区区区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

• 对对对对策策策策﹕﹕﹕﹕普普普普及及及及汽汽汽汽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给煤给煤给煤给煤炭火炭火炭火炭火力发力发力发力发电电电电厂厂厂厂、、、、中中中中小企小企小企小企业使用的业使用的业使用的业使用的小小小小

型锅炉型锅炉型锅炉型锅炉上上上上安安安安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

• 怎样活怎样活怎样活怎样活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

第第第第一是推一是推一是推一是推广广广广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 ⇒⇒⇒⇒ 市民市民市民市民亲亲亲亲自要自要自要自要求保护求保护求保护求保护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权权权权利利利利

⇒⇒⇒⇒ 确确确确立立立立防止防止防止防止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体制体制体制体制

• In the past, bigger particulate and sulfur oxides are major pollutants in China. Coal 
combustion emitted the pollutants. Recently huge number of automobiles emit PM2.5 
as well as nitric oxides in China and they fly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PM2.5 particulate 
are very small and damage human lungs.

• Emission control instruments should be housed to any automobiles and coal fired 
electric power plants in China especially to small sized boilers.

• Experience of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on provides useful effective way against 
pollu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Democracy together wit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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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工工工工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工工工工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经经经经济济济济成长成长成长成长经经经经济济济济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

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

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

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

Conclusion

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

⇒⇒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策策策策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策策策策

⇒⇒救济救济救济救济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救济救济救济救济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

Democracy/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ealth damage ⇒ pollution suit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 regulations

Pollution Control

Relief of victims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的的的改善改善改善改善的四日市的四日市的四日市的四日市！！！！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公害得到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的的的改善改善改善改善的四日市的四日市的四日市的四日市！！！！

这本这本这本这本资料没资料没资料没资料没有有有有目录目录目录目录。。。。这本这本这本这本资料没资料没资料没资料没有有有有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从从从从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以进入以进入以进入以进入。。。。从从从从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哪一页都可以进入以进入以进入以进入。。。。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您您您您发发发发现现现现了有了有了有了有兴趣兴趣兴趣兴趣的的的的内容内容内容内容，，，，请请请请和周和周和周和周围围围围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您您您您发发发发现现现现了有了有了有了有兴趣兴趣兴趣兴趣的的的的内容内容内容内容，，，，请请请请和周和周和周和周围围围围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能能能能进进进进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的的的的兴趣兴趣兴趣兴趣，，，，那那那那正是正是正是正是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所希望所希望所希望所希望的的的的。。。。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能能能能进进进进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一步引起诸位的的的的兴趣兴趣兴趣兴趣，，，，那那那那正是正是正是正是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所希望所希望所希望所希望的的的的。。。。

请请请请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的的的的城城城城市市市市请请请请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的的的的城城城城市市市市﹦﹦﹦﹦﹦﹦﹦﹦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

请请请请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学学学学来来来来请请请请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学学学学来来来来！！！！！！！！

请请请请到到到到请请请请到到到到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让我让我让我让我们们们们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的的的的未未未未来来来来吧吧吧吧让我让我让我让我们们们们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的的的的未未未未来来来来吧吧吧吧！！！！！！！！

This article in an entrance to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Pollution.This article in an entrance to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Pollution.
This article has no content page thus we invite you to any page that you may open.This article has no content page thus we invite you to any page that you may open.
If you find any interest in your favorite page, please discuss with you neighborhood.If you find any interest in your favorite page, please discuss with you neighborhood.
If you feel more interest about Yokkaichi,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not only by rail but also If you feel more interest about Yokkaichi,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not only by rail but also 
internet, where you should find cleaner Yokkaichi than expected.internet, where you should find cleaner Yokkaichi than expected.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University, why no ICETT?Why not visit Yokkaichi University, why no ICETT?
Let us consider, discuss our common future.Let us consider, discuss our common future.
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日

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建建建建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本来说，，，，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想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建建建建

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立现代化的工厂和发电站是必不可少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四日市在日本首先走上了富强之路的同

时时时时，，，，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时时时时，，，，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大气和海水等也遭到了严重的污

从从从从““““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从从从从““““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开始追溯战争公害的历史The history of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The history of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Pacific War,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Pacific War, 
JapanJapan showed amazing industrial showed amazing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Yokkaichi with a especially in Yokkaichi with a 
petrochemical complex.petrochemical complex.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染染染染。。。。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染染染染。。。。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这导致了很多公害病人的出现。。。。

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为了防止这种公害的发生，，，，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在市民们的

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强烈呼呼之下，，，，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县和市及工厂、、、、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

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遵循人们的呼声，，，，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

术术术术，，，，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术术术术，，，，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建立了环保设施。。。。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we  had 
to overcome heavy environmental  to overcome heav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pollution.
Democracy and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lped the overcoming innovation helped the overcoming 
from the difficulties.from the difficulties.

四日市大学能源环境教育研究会四日市大学能源环境教育研究会 编著编著



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江户时代的四日市

它有港口它有港口它有港口它有港口，，，，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曾经作为宿

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四日市原来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天领天领天领天领””””，，，，是这个地是这个地是这个地是这个地

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区的行政・・・・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商业中心。。。。

Yokkaichi in Edo era, the Tokugawa period.

Yokkaichi was a region under the Edo Shogunate`s direct control, being one of the 
post-towns on the road from Kyoto to Edo(Tokyo).  The Port of Yokkaichi was seriously 
damaged by earthquake in the late of Tokugawa period. 

驿驿驿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四日市宿))))而繁荣而繁荣而繁荣而繁荣，，，，但由于但由于但由于但由于

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在江户时代末期发生的安政大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港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击击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船舶交易一度衰退下去。。。。

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四日市和尾张宫宿((((热田热田热田热田) ) ) ) 

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用船舶连结在一起以后，，，，东海东海东海东海

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道以及参拜伊势神宫等的很多

旅客旅客旅客旅客，，，，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开始利用四日市。。。。



100100100100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年前的四日市

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稻叶三右卫门，，，，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是江户时代在伊势经营船只的批发商。。。。他个他个他个他个

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人负担其费用，，，，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花了十年的时间，，，，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把四日市港建成了一个大规模

的港口的港口的港口的港口。。。。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新生的四日市港1880188018801880年竣工年竣工年竣工年竣工，，，，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奠定了四日市繁荣的基

础础础础。。。。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四日市港四日市港四日市港四日市港，，，，不但国内不但国内不但国内不但国内，，，，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而且作为国际贸易港欣欣

向荣向荣向荣向荣、、、、不断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发展。。。。

Yokkaichi in a century ago.

A famous shipping agent Mr. Inaba Sannemon expended his private fund and the 
port was renewed in 1889 after ten years of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of Yokkaichi 
became prosperous as not only domestic but also international port.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昭和昭和昭和昭和7777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年羊毛第一船入港((((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四日市港管理组合HP)HP)HP)HP)

became prosperous as not only domestic but also international port.

The cargo boat transported wool from abroad in 1931



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四日市

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1945194519451945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8181818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从从从从1939193919391939年前后起年前后起年前后起年前后起，，，，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日本海军以准备战争为目的开始建设

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原油炼油厂、、、、 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火箭燃料仓库以及宿舍等设施。。。。

Yokkaichi during the Pacific War

Japanese navy constructed fuel storage and barracks since 1939 for the war.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Yokkaichi was attacked by American bomber planes B29 and 
the stockyard together with the city area was utterly destroyed.

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由于从1945194519451945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8181818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8888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美军美军美军美军B29B29B29B29战略轰炸战略轰炸战略轰炸战略轰炸

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机对地区一共轰炸了39393939次次次次，，，，

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使四日市区、、、、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海军燃料厂以

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及一批工厂都遭到了毁灭性

的打击的打击的打击的打击。。。。

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战争刚结束时的海军燃料厂遗址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Naval fuel stock yard



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依靠四日市的支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

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石油化学联合厂的面貌﹕﹕﹕﹕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听到在海军燃料厂的遗址里建设联合

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工厂的消息，，，，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市民心中充满了希望 ((((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下卷下卷下卷下卷、、、、

P.244)P.244)P.244)P.244)。。。。

Petrochemical Complex of Yokkaichi l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People of Yokkaichi expect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Petrochemical Complex in the previous naval fuel stock yard.

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在海军染料厂的遗址建设的石油化学联合厂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P . 10P . 10P . 10P . 10

Bird view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along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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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

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在四日市建立的石油化厂，，，，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象征，，，，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大大地推动了四日市

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由于大量的工业烟尘和硫磺氧气物被排放到大气中，，，，使众使众使众使众

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多的居民患了咳嗽和哮喘病，，，，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导致了公害的发生。。。。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工厂排放的污水

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也严重地污染了整个伊势湾。。。。

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哮喘病患者数量的扩大，，，，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三重县已开始着手建立四日

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市公害病认定制度。。。。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也正是由于四日市的公害问题，，，，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

法法法法，，，，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

Pollution of Yokkaichi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法法法法，，，，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并且设置了环境厅。。。。

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由于在日本，，，，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以四日市为首建立了多个联合工厂，，，，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即使在四日市，，，，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的时期，，，，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也是联合工厂的公害最为

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严重的时期。。。。总之总之总之总之，，，，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联合工厂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也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公害环境公害环境公害环境公害。。。。

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国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以四日市市民为主的三重县县民选出的县

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议会议员和县知事，，，，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尊从民声制定了国家的法律和县条例等。。。。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这些有力地推动

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了使公害发生的企业对环保设计的使用。。。。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并且在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环境

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设施的研发，，，，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环保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公害在科技的研发，，，，应应应应

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用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下，，，， 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公害被克服了。。。。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但是公害病患者却无法100﹪100﹪100﹪100﹪地换回地换回地换回地换回

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原来的健康。。。。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如果公害再次发生的话，，，，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受害的人们将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



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四日市的公害和经济

Pollution of Yokkaichi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etrochemical complex was a symbo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resulting in much 

satisfaction of economy in Yokkaichi. However, pollutants such as sulfur oxides were emitted 
from chimneys of the factories, which caused bronchitis and asthma among many people, 
the Yokkaichi disease. Waste water polluted Ise Bay, too.
The number of asthmatics increased and they brought the pollution into court and won. Mie 

prefecture set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pollutions besides government and the diet of Japan 
se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 wh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tarted.
Several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were constructed in Jap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veral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were constructed in Jap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realized simultaneously. In Yokkaichi, for example, per capita expenditure in the city 
budget surpassed that of average of all the cities of Japan. Coincidence of time of the 
pollution and time of the benefit of the economy was found. It means wealth brought 
pollution.
As most members of the diet and prefectural assembly as well as prefectural governor are 

elected in Japan, they were very in favor of the pollution preventing act or regulations, 
otherwise they were hard to be elec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were eager 
to develop pollution preventing technologies,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factories.
It is important, should be kept in mind, that patients through asthma or other pollution 

diseases are still staying in beds. One any industrial pollutions attack people, the damage 
would not recover completely, forever.



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公害的发生

�� 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水质污染((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伊势湾里出现的发出异臭的鱼类))
�� 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哮喘病人))
�� 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象烂坏洋葱发出的恶臭))
��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 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地表下沉

�� 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振动
�� 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土壤污染

Pollution covered Yokkaichi district
Pollution was not in air but also water, land and gave other bad effect to person.

Water pollution(fish in Ise Bay with bad smell)
Air pollution(asthmatics)
Bad smell as that from rotten onions

noise pollution
subsidence
vibration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公害的原因是，

在旧海军染料厂的遗

址里建设石油化学联

合厂时，没有考虑到

将给住宅区等地区带

来的环境影响，盲目

地推进大规模的工业

化。

Petroleum Complex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into the previous 
naval fuel storage area, without 
any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This is one of a major 
causes of the Yokkaichi Pollution.



摆脱公害摆脱公害摆脱公害摆脱公害

� 转换燃料转换燃料转换燃料转换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使用硫磺含有少量的燃料。。。。

Fuel switch: from sulfur rich fuel to sulfur free fuel
� 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引进环境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硫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脱硝设备、、、、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电气吸尘器。。。。

Install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facilities and electric static precipitator.

� 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

Pollution Conquest

� 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吉田教授

Professor K. Yoshida, a great leader acted from both sides, 
patients in the court and local government.

� 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

Pollution damage suit
� 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效用

Political scheme based on Democracy



硫磺分硫磺分硫磺分硫磺分((((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燃料中的硫磺含有量的变迁

重 油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总合重油的换算中，，，，1974197419741974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年以后是排脱后的数值。。。。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 ∶ ∶ ∶ ＜＜＜＜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2012﹙2012﹙2012﹙2012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年度实践成果﹚ ﹚ ﹚ ﹚ ＞＞＞＞ 。。。。﹙﹙﹙﹙FYFYFYFY﹚﹚﹚﹚年年年年

原 油

总合重油的换算



Flue Gas

Pump

Clean gas(to Stack)

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把石灰石制成粉末和水的混合

液液液液，，，，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将其喷入到含硫化物的排气

中中中中，，，，排气中的排气中的排气中的排气中的SOxSOxSOxSOx((((酸氧化物酸氧化物酸氧化物酸氧化物))))会和会和会和会和

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

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再使亚硫酸钙和氧反应，，，，可以生成可以生成可以生成可以生成

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石膏并提取出来。。。。

The limestone is powdered 
and mixed with water. 
When this is blown as a 
mist into the flue gas, the 

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

泵泵泵泵

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向烟囱向烟囱向烟囱向烟囱))))

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硫装置的构造

Configur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Facility

Flue Gas

To Gypsum
Production
Facility

Pump

Lime and Water
Mixture

Calcium Sulfite

mist into the flue gas, the 
Sulphur oxides within the 
exhaust gas react with the 
lime to form calcium 
sulfite. This is combined 
with oxygen, reacting to 
form gypsum.

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石灰石和水的混合液

(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

亚硫酸钙亚硫酸钙亚硫酸钙亚硫酸钙

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石灰石的混合物

排气体排气体排气体排气体

((((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

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石膏制造装置

泵泵泵泵



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二段燃烧法 ∕∕∕∕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排烟再循环法

温度在100℃以下时会产生Nox，当达

到1300℃以上的温度时NOx的产生量会急剧

增加。如果要改善燃烧的话，可以采取抑

制温度急剧上升的方法来降低NOx的产生。

一种方法是采取二段燃烧法，但是这个要

在燃烧过程中稍稍供给必要的空气，并且

把空气送到火焰的上端，使其完全燃烧。

另外，排烟循环法是指利用燃烧产生的一

部分烟气重返燃烧区，从而降低燃烧区的

温度﹙和氧的浓度﹚从此达到抑制NOx的生

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通过改善燃烧来降低

NOxNOxNOxNOx((((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NOx E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Improvements in Combustion Efficiency

Heater
Top air port

Flue stack

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

过热器过热器过热器过热器

锅炉锅炉锅炉锅炉

温度﹙和氧的浓度﹚从此达到抑制NOx的生

成。

Economizer

Clean gas
Exhaust 
gas/air 
mixing fan

Fan

Fuel pumpLow NOx burner
Fuel

Boiler

In this method the air volume required for 
complete combustion of fuel is supplied in 
two stages:at the burner inlet and at the 
burner top(top air port)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way in which 
fuel is atomized and air is supplied

低低低低NOxNOxNOxNOx燃料气燃料气燃料气燃料气

排气扇排气扇排气扇排气扇

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燃料用的空气

燃料燃料燃料燃料 风扇风扇风扇风扇

烟囱烟囱烟囱烟囱

节炭器节炭器节炭器节炭器

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预端风口

锅炉锅炉锅炉锅炉

清洁清洁清洁清洁····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

燃料泵燃料泵燃料泵燃料泵

空空空空

气气气气

预预预预

热热热热

器器器器



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排烟脱硝装置的构造
Configuration of Flue Gas Denitrification Facility

Flue Gas

废气废气废气废气

(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从锅炉)

NHNHNHNH3333 ((((氨氨氨氨) ) ) ) 

触媒层触媒层触媒层触媒层

Catalytic Layer Clean Gas

When ammonia is added to the flue gas, which includes NOx, and passed through the catalytic 
layer, the catalyst causes the NOx to separate into nitrogen and water

NNNN2222((((氮氮氮氮))))

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这是把氨注入从锅炉排出来的含有NOxNOxNOxNOx的废气中的废气中的废气中的废气中，，，，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利用触媒的作用，，，，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促进化学反

应应应应，，，，NoxNoxNoxNox----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还原就分解为NNNN2222和和和和HHHH2222OOOO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的排烟脱硝装置((((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氨选择接触还原法))))。。。。

净净净净

化化化化

气气气气

体体体体



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电子吸尘装置的结构

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电子吸尘装置

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通上高压直流电后，，，，

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在电极间充斥着大量的微

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小粉尘颗粒会被荷以负

电电电电，，，，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从而被吸附于阳极

板板板板。。。。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在不断的、、、、 周期性周期性周期性周期性

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的吸附过程程程程中中中中，，，，粉尘颗粒粉尘颗粒粉尘颗粒粉尘颗粒

会被收会被收会被收会被收集集集集在装置下在装置下在装置下在装置下部部部部的的的的抵抵抵抵

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从而从而从而从而净净净净化化化化

Configuration of Electrostatic Precipitaor

Clean Gas

Collected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净化气体

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御式贮料器内，，，，从而从而从而从而净净净净化化化化

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了排烟的尘埃埃埃埃颗粒颗粒颗粒颗粒。。。。

Collecting 
Electrode

Discharge Electrode

Flue Gas

Collected 
Particulates

The electrostatic percipitator 
uses a volta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wo electrodes to 
extract and collect particulates.

收集粉尘收集粉尘收集粉尘收集粉尘

吸吸吸吸

尘尘尘尘

电电电电

极极极极

排气排气排气排气

放放放放

电电电电

电电电电

极极极极



SoxSoxSoxSox、、、、NoxNoxNoxNox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排放单位的国际比较((((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火力发电厂平均值))))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Japan emit much less pollutants (sulfur oxides and nitric oxides) than those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SOx排放単位 NOx排放単位

SOx emission(gram/kWh) NOx emission(gram/kWh)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 ﹕) ﹕) ﹕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日本的排放单位是2006200620062006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由的电气事业联合会调查))))，，，，

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其他六个国家的排放单位是2005200520052005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年度的数据。。。。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 ﹕﹕﹕﹕OECDOECDOECDOECD〈〈〈〈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2006∕2007 〉〉〉〉、、、、

IEAIEAIEAIEA〈〈〈〈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4----2005 2005 2005 2005 〉〉〉〉。。。。

France Germany Italy United Kingdom U.S.A
Average of these six countries

Japan

加加加加

拿拿拿拿

大大大大

法法法法

国国国国

德德德德

国国国国

意意意意

大大大大

利利利利

英英英英

国国国国

美美美美

国国国国

六六六六

个个个个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的的的的

平平平平

均均均均

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

Canada



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患者的救世主

• 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三重大学医学部吉田教授﹕﹕﹕﹕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一个人承担两个任务

・・・・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四日市公害审判中作过患者方面的证人

・・・・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三重县政府进行公害规定时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负责人

⇒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提案三重县的医疗费补贴

⇒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四日市市的医疗费补贴

⇒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日本的法律))))

(1968(1968(1968(1968年年年年～ 88888888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

Great leader, Professor K. Yoshida

(1968(1968(1968(1968年年年年～ 88888888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年施行))))

• Prof. Yoshida behaved as a witness in the pollution court for the plaintiff 
side, the pollution disease patients, and was a top leader in the Mie 
prefectural government to control industries. His tough efforts avoided 
bad battle among plaintiff, pollutors(compani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 Based on Prof. Yoshida’s advice, Mie prefecture suggested medical 
subsidy and the City of Yokkaichi made a subsidy system to the patients. 
This system led to the pollution-related health damage compensation 
law.

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平野孝《《《《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来自于海边儿上的油菜花》》》》下下下下卷卷卷卷((((法法法法律文律文律文律文化化化化社社社社1991991991997777年出年出年出年出版版版版))))第第第第1111章章章章



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

• 1967196719671967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9999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位哮喘患者对6666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家石油化厂提出诉讼。。。。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津地方法院于

1977197719771977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命令命令命令命令6666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家石油化厂向患者支付8821882188218821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万日元赔偿。。。。

• 6666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家石油化厂没有提出上诉。。。。两年后两年后两年后两年后，，，，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公害健康受害者赔偿法开始施

行行行行。。。。

• 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这个判决给日本的公害行政以及日本各地的公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响响响。。。。

⇔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

Pollution Suit

⇔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市民的呼声通过审判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主义。。。。

⇔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把有解决公害问题能力的人选作知事或市长的民主主义。。。。

In 1967, nine asthmatics filed a suit for pollution damage against six companies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and the court ordered to the six companies to pay about 
ninety million yen. Two years later, the companies decided not to appeal to higher 
court.
This pollution suit much influenced an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pollution suit in Japan.
Citizen voices influence government through pollution suit, while they take votes on 

who is in favor of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These are mechanisms of democracy.



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即使采取什么对策，，，，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也不能恢复受害者的健康。。。。

⇒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污染，，，，

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赔偿暂时继续增加下去((((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日本全国的数据))))。。。。

Once pollution damages human health, it would not recover again. This graph shows 
that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pollution asthmatics increased after decreasing the sulfur 
oxides emission.

Trends of sulfur oxides emission amount, pollution pati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for compensation to the 
patients in Japan.

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日本全国的由于硫磺氧气化物

发发发发生的大气生的大气生的大气生的大气污污污污染的影响染的影响染的影响染的影响﹕﹕﹕﹕

SoxSoxSoxSox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百万百万百万百万ＮＮＮＮ㎥㎥㎥㎥))))

患者人数患者人数患者人数患者人数 ((((百人百人百人百人))))

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 ((((亿亿亿亿日元日元日元日元))))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公害健康受害赔偿预防协会

《《《《 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日本的大气污染的经验 》》》》P.51.P.51.P.51.P.51.图图图图3333----1  1  1  1  制作制作制作制作

The number of the pollution patients(in hundred person)
The expenditure for the compensation(in hundred thousand yen)

Sulfur oxides’ emission amount(in million normal cubic meters)

患者人数(百人)

赔偿额(亿日元)

排放量(百万Ｎ㎥)

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赔偿额 ((((亿亿亿亿日元日元日元日元))))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年年年年))))



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明显下降的大气中的SoxSoxSoxSox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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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ur oxides’ concentration in air acceptably decreased in abou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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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现在的四日市

眺望旧眺望旧眺望旧眺望旧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四日市港港港港以以以以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222石油化石油化石油化石油化学学学学联合厂远联合厂远联合厂远联合厂远景景景景

Present Yokkaichi covered with clean sky and air.



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现在的石油化学联合厂

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四日市商工会议所发行《《《《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眼看的四日市的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Environmentally clean view of Yokkaichi petrochemical complex in 21st century.



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四日市石油化学学学学联合厂联合厂联合厂联合厂夜景夜景夜景夜景 出出出出自自自自﹕﹕﹕﹕ http://photohito.com/photo/2048154/
Beautiful nigh view of the petrochemical complex nowadays



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环境情报学部

�� 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为了把环境技术转让到发展中的国家，，，，19901990199019901990199019901990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年在四日市成立了((((((((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财团

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fer））。。。。。。。。
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

ICETTICETT and 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Yokkaichi University.Yokkaichi University.

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它的使命是利用四日市的公害经验以及积蓄的环境技术，，，，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

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共同努力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

�� 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年年年年，，，，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四日市大学成立了环境情报学部，，，，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把公害作为一门学问进行

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具有公害问题专业知识的学生不断涌现。。。。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founded i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founded in 
1990 at Yokkaichi, aiming to contribute 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ant 1990 at Yokkaichi, aiming to contribute 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ant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s by offering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ng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s by offering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ng 
Story and Technologies.Story and Technologies.
In 2007,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as opened in In 2007,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as opened in 
Yokkaichi University to educate challenging studen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Yokkaichi University to educate challenging studen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pollution and other possible problems.problems such as pollution and other possible problems.



PM2PM2PM2PM2.5.5.5.5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笼罩着中国大陆

•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添煤时发生的煤尘和硫磺氧化物。。。。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车辆的急剧增加，，，，直径直径直径直径2.52.52.52.5μmμmμmμm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以下的超微粒子PM2.5PM2.5PM2.5PM2.5笼罩着中笼罩着中笼罩着中笼罩着中

国全土国全土国全土国全土，，，，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给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列岛以及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其他东亚地地地地区区区区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带来了大气污染。。。。

• 对对对对策策策策﹕﹕﹕﹕普普普普及及及及汽汽汽汽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车方面的环境装置，，，，给煤给煤给煤给煤炭火炭火炭火炭火力发力发力发力发电电电电厂厂厂厂、、、、中中中中小企小企小企小企业使用的业使用的业使用的业使用的小小小小

型锅炉型锅炉型锅炉型锅炉上上上上安安安安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装环境装置。。。。

• 怎样活怎样活怎样活怎样活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用四日市的经验？？？？

第第第第一是推一是推一是推一是推广广广广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 ⇒⇒⇒⇒ 市民市民市民市民亲亲亲亲自要自要自要自要求保护求保护求保护求保护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健康不受公害污染的权权权权利利利利

⇒⇒⇒⇒ 确确确确立立立立防止防止防止防止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公害的政治体制体制体制体制

• In the past, bigger particulate and sulfur oxides are major pollutants in China. Coal 
combustion emitted the pollutants. Recently huge number of automobiles emit PM2.5 
as well as nitric oxides in China and they fly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PM2.5 particulate 
are very small and damage human lungs.

• Emission control instruments should be housed to any automobiles and coal fired 
electric power plants in China especially to small sized boilers.

• Experience of Yokkaichi pollution prevention provides useful effective way against 
pollu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Democracy together wit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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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工工工工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工工工工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业发展⇒⇒经经经经济济济济成长成长成长成长经经经经济济济济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公害发生⇒⇒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

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

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技术

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

Conclusion

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健康受害⇒⇒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公害诉讼⇒⇒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条条条条令令令令等等等等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定定定定

⇒⇒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策策策策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环境对策策策策

⇒⇒救济救济救济救济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救济救济救济救济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

Democracy/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ealth damage ⇒ pollution suit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 regulations

Pollution Control

Relief of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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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请请请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的的的的城城城城市市市市请请请请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到变得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的的的的城城城城市市市市﹦﹦﹦﹦﹦﹦﹦﹦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四日市来！！！！

请请请请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学学学学来来来来请请请请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到四日市大学学学学来来来来！！！！！！！！

请请请请到到到到请请请请到到到到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ICETT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让我让我让我让我们们们们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的的的的未未未未来来来来吧吧吧吧让我让我让我让我们们们们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一起考虑世界的的的的未未未未来来来来吧吧吧吧！！！！！！！！

This article in an entrance to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Pollution.This article in an entrance to Yokkaichi which overcame Pollution.
This article has no content page thus we invite you to any page that you may open.This article has no content page thus we invite you to any page that you may open.
If you find any interest in your favorite page, please discuss with you neighborhood.If you find any interest in your favorite page, please discuss with you neighborhood.
If you feel more interest about Yokkaichi,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not only by rail but also If you feel more interest about Yokkaichi,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not only by rail but also 
internet, where you should find cleaner Yokkaichi than expected.internet, where you should find cleaner Yokkaichi than expected.
Why not visit Yokkaichi University, why no ICETT?Why not visit Yokkaichi University, why no ICETT?
Let us consider, discuss our common future.Let us consider, discuss our common future.
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这本资料得到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地区社会财团法人((((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东洋胶集团财团))))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