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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汾 渭 平 原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大 气 颗 粒 物 的 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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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 中国科学院区域大气环境研究卓越创新中心，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５．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郑州 ４５０００４

摘要：煤炭产业的集中使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大气污染新高地． 本研究基于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式，数值模拟了 ２０１８ 年三门峡、
西安和郑州粒子逐日 ７２ ｈ 后向轨迹，并利用停留时间分析方法（ ＲＴＡ） 分析了在不同城市、不同季节和不同污染程度的情况下大气颗粒物在水

平和垂直方向的传输特征．结果表明，秋冬季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存在偏西和偏东北两条主要的传输路径，偏西路径是源自关中平原西部的
粒子沿秦岭向东的传输，偏东北路径为来源于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的粒子沿太行山向西南的传输．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到达西安的粒子水
平传输距离最短，其次是三门峡，到达郑州的粒子传输距离最长，重污染期间三门峡的垂直传输高度最高，其次是西安，郑州最低．秋冬季重污
染期间汾渭平原及其周边 地 区 水 平 传 输 距 离 ｒ ≤ １００ ｋｍ， 垂 直 传 输 高 度 在 ３００ ｍ ＜ ｈ ≤ ９００ ｍ 的 粒 子 占 主 导， 春 季 重 污 染 期 间 传 输 距 离

ｒ≤２００ ｋｍ，垂直传输高度在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主导．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重污染期间，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偏低．
关键词：汾渭平原；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停留时间分析方法（ ＲＴＡ） ；传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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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郑州 ３ 个城市，这 ３ 个城市自西向东纬度大致相同，
都处于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线上． 但每个城

汾渭平原是黄河流域汾河平原、渭河平原及台

市周围的地形有很大的差异，西安处于关中盆地，

塬阶地的总称． 近年来，在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

三门峡市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地势较高，而郑

２０１８；姜磊等，２０１８） ，汾渭平原多城市污染物浓度

拟了 ２０１８ 年在三门峡、西安和郑州释放的粒子后向

等区域 空 气 质 量 逐 渐 好 转 的 形 势 下 （ 李 言 顺 等，

州位于华北平原南部．运用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式模

７２ ｈ 的停留时间，并进行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统计

重点区域．气象条件和地形等因素都会影响污染物

路径及潜在排放源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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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降反升（ 肖悦等，２０１７；卫玮等，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汾

渭平原被生态环境保部纳入了“ 蓝天保卫战” 治理

分析，以期揭示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粒子的输送

的输送累积 （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Ｙ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

２

要的作用 （ Ｒｅｚ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 仅

２．１

而污染物的区域输送对重污染的形成起到至关重
通过观测手段来量化污染物的远距离输送具有局
限性，因此，空气质量数值模式成为定量分析污染

数据与方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数据来源

空气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

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 ｈｔｔｐ： ／ ／ １１３．１０８．１４２．

物区域传输的重要手段 （ 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Ｌｉ ｅｔ ａｌ．，

１４７：２００３５ ／ ｅｍｃｐｕｂｌｉｓｈ） ， 包 括 三 门 峡、 西 安 和 郑 州

应用到国内外大气污染物传输领域．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９）

２．２

Ｐｅｒｒｏｎｅ 等（２０１８） 利用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验证了多瑙河流

本，由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ＮＣＥＰ ） 全球预报系

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目前，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模式被广泛
利用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探 究 了 日 本 利 尻 岛 黑 炭 的 来 源．

域颗 粒 物 的 主 要 来 源． 李 岩 等 （ ２０１０ ） 通 过 对 比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模拟结果与北京上甸子站点的 ＣＯ 观测
数据及排放源清单，表明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模式在北京基
本适用．程巳阳等（２０１６） 利用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结合排放
源对北京本地站和城区站的 ＣＯ 浓度进行模拟，结
果表明，站点的污染物浓度一方面受到站点所在地
的局地排放源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影响站点的潜在

ＰＭ ２．５ 小时质量浓度．

２．２．１

模式设置

ＷＲＦ 模式参数设置

ＷＲＦ 模式采用 ３．６ 版

统 ＧＦＳ 的最后分析资料（ ＦＮＬ） 为模式提供初始条
件及边界条件，空间分辨率为 １° × １°，时间间隔为 ６

ｈ．模式设置两层嵌套模拟， 空间分辨率分 别 为 １５
ｋｍ × １５ ｋｍ、５ ｋｍ × ５ ｋｍ，其中，外层网格覆盖东亚大
部分区域，内层网格覆盖汾渭平原地区，模拟区域
中心点位于 ３１° Ｎ、１０２° Ｅ，垂直方向分成不等距的

３０ 层．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源区的 排 放 源 密 切 相 关． Ｊｏｙ 等 （ ２００９） 将 ＷＲＦ 和

２．２．２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式参数设置

入到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模式进行对比，发现 ＷＲＦ 气象场

式，是目前开展印痕分析的主要工具之一，该模式可

ＭＭ５ 两个中尺度气象模式模拟得到的气象数据输

模式是挪威大气研究所开发的拉格朗日粒子扩散模

的改进效果更好． 因此，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作为一种

以计算点、线、面或体积源释放的粒子在不同区域

更精细化的模式被广泛运用到大气污染物区域传

尺度的传输、扩散、沉降和放射性衰减等过程，其前

输研究． 黄宇等 （ ２０１８） 结合 ＣＭＡＱ 和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向时间模拟可获得示踪物由源区向周围的传输、扩

（２０１７） 结合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和清华大学 ＭＥＩＣ 人为源

的排放源区分布或停留时间，并量化潜在源区的影

在源区时空分布的方法．但目前 ＦＬＸＥＰＡＲＴ⁃ＷＲＦ 在

用零加速度方式计算粒子轨迹，表达式为：
Ｘ（ ｔ ＋ Δｔ） ＝ Ｘ（ ｔ） ＋ ｖ（ Ｘ，ｔ） Δｔ

ＷＲＦ 对武汉地区污染物进行来源解析． 陈 赛 华 等

散轨迹，后向时间模拟可获得对固定点有潜在影响

排放清单，建立了一种快速定量估计大气污染物潜

响（ Ｓｔｏｈ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Ｓｔｏｈ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模式内核采

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应用基本没有，而且利用

ＦＬＸＥ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型开展污染物在垂直方向上传
输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本文选取汾渭平原及其周边的西安、 三门峡、

（１）

＋ｖ ｔ ＋ｖ ｍ 表示
式中，Δｔ 为时间增量，Ｘ 为位置矢量，ｖ ＝ ｖ

风矢量 ｖ 由网格尺度风量 ｖ
、湍流分量 ｖ ｔ 和中尺度风
扰动分量 ｖ ｍ 组成．

３期

经源汇关系的转换后，格点停留时间的计算公
式为：
Δτ ｉ ＝

ΔＴ
∑∑ｆ
ＮＪ ｎ ＝ １ ｊ ＝ １ ｉｊｎ
Ｎ

ｊ

（２）

式中，ΔＴ 为时间分辨率，Ｎ 为在 ΔＴ 时间范围内采
样的数量，Ｊ 为释放的总粒子数，ｆ ｉｊｎ 是一个函数，它
计算 了 对 于 指 定 网 格 点 有 贡 献 粒 子 的 多 少．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利 用 ＷＲＦ 模 式 模 拟 数 据 为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提 供 分 辨 率 更 高 的 气 象 场 （ Ｂｒｉｏｕｄｅ

方向为后向 ７２ ｈ 模拟，模式的气象场为 ＷＲＦ 模式

图１

Ｆｉｇ．１

２．３．１

研究方法

模拟得到的 １５ ｋｍ × １５ ｋｍ 气象场，模式的模拟区域

如图 １ 所示，模式的粒子释放位置在三门峡市、西安
市和郑州市，设置每天的 ２：００、８：００、１４：００ 和２０：００

分别释放 １００００ 个粒子，粒子释放高度为 ０ ～ １００ ｍ，

示踪物选用 ＡＩＲＴＲＡＣＥＲ，模式输出时间分辨率为
１ ｈ，空间分辨率为 ５ ｋｍ × ５ ｋｍ，垂直方向分成不等
距的 ２１ 层，结果为每个网格中的粒子停留时间． 某
地的停留时间越长，则对目标点或区域的污染贡献
越大，停留时间可以代表对目标点或区域有影响的
潜在源区和传输通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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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本研究中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 式 模 拟

２．３

停留时间分析法

模拟区域地形图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ｏｍａｉｎ

污染物浓度最低．对于不同城市，秋冬季和春季郑州

本研究运用停留时间分

析方法（ ＲＴＡ） （ Ａｓｈｂａｕｇ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 ，以期更好地

表征受体点的传输通道．ＲＴＡ 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ＲＴＡ（ ｉ，ｊ） ＝

ｔ（ ｉ，ｊ）
× １００％
Ｔ

（３）

式中，ｔ（ｉ，ｊ）为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ＷＲＦ 模式输出的网格（ｉ，ｊ）

ＰＭ ２．５ 浓度最高，是 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 二级标准限值的 ２． ２６ 倍，其次是西安，三门峡
ＰＭ ２．５ 浓度最低．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内粒子的停留时间，Ｔ 为所有网格点停留时间之和．

３
３．１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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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８

城市

结果与讨论（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三门峡
西安

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污染特征

郑州

为了研究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粒子的传输

２０１８ 年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ＰＭ ２．５ 平均浓度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 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ｎｗｅｉ 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Ｍ ２．５ 平均浓度 ／ （ μｇ·ｍ －３ ）

秋冬季

春季

夏季

６６．１０

５８．６０

３６．９７

７８．９７

６７．３１

３５．０３

７６．０９

６１．６４

３０．２８

路径，本文选取三门峡、西安和郑州 ３ 个典型城市作

３．２

粒子后向 ７２ ｈ 停留时间． 由于受到采暖期的影响，

年不同季 节 的 重 污 染 和 清 洁 期 间 到 达 三 门 峡、 西

易受到沙尘传输的影响，也会出现重污染；夏季这 ３

围内粒子停留时间分布．对于不同的季节和城市，粒

为粒子的释放点，模拟在距离地面 ０ ～ １００ ｍ 释放的

三门峡、西安和郑州秋冬季污染最为严重；而春季
个城市均未出现重污染．为此将三门峡、西安和郑州
的分为秋冬季、春季和夏季 ３ 个阶段来研究．３ 个城

市在研究时间段内的 ＰＭ ２．５ 浓度如表 １ 所示．从季节
变化来看，秋冬季 ＰＭ ２．５ 浓度最高，其次是春季，夏季

水平传输路径

图 ２ ～ ４ 分别显示了利用 ＲＴＡ 方法统计的 ２０１８

安、郑州的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表 ２ 为不同水平范

子有来自不同方向的传输． 重污染期间传输距离较
近，清洁时期粒子的扩散条件更好．

由表 ２ 可知，西安地处关中盆地特殊喇叭状狭

长区域的中部，污染物不易扩散，粒子停留时间在

７８２

环

境

科

学

学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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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释放点 ｒ≤１００ ｋｍ 占比最高，尤其在秋冬季重

１７．６％ ～ ２４．４％．郑州位于华北平原东部，远距离传输

阶地的峡谷地形内，且地势较高，粒子停留时间在

留时间在距离释放点 ５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０ ｋｍ 占比最

污染期间，占比高达 ３９．３％．三门峡座落在黄河南岸

对其传输影响较大，与三门峡和西安相比，粒子停

大，为 １２．３％ ～ ２８．７％．

距离 释 放 点 ３００ ｋｍ ＜ ｒ ≤ ５００ ｋｍ 占 比 较 大， 为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三门峡

释放点距离

占比（ 夏季）

重污染

清洁

ｒ≤１００ ｋｍ

２９．４２％

２７．６３％

２１．５８％

２６．１９％

２７．８７％

ｒ≤３００ ｋｍ

７１．６９％

５９．８２％

５０．２４％

５８．２９％

５７．５５％

ｒ≤２００ ｋｍ

ｒ≤５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 ｋｍ
ｒ≤２００ ｋｍ

ｒ≤３００ ｋｍ

ｒ≤５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 ｋｍ

郑州

占比（ 春季）

清洁

ｒ≤１０００ ｋｍ

西安

占比（ 秋冬季）

重污染
５５．４２％

４６．４１％

３７．５２％

环境
科学
学报

城市

不同水平范围内粒子停留时间分布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ｒａｎｇｅｓ

ｒ≤２００ ｋｍ

ｒ≤３００ ｋｍ

ｒ≤５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０ ｋｍ

８９．２４％
９８．８０％
３９．２９％
６５．８４％
７９．４０％
９２．１６％
９９．８７％
２４．９５％
４３．８１％
５９．２４％
７９．９３％
９７．７９％

７８．６１％
９７．６６％
３５．３８％

７４．８５％
９９．３２％
３．３３％

５５．０６％

１８．５４％

８２．８８％

７６．７２％

６７．０１％
９８．８７％
２３．５３％

４５．０８％
９８．５７％
５．３４％

４１．７３％

３８．３０％

７５．０６％

８８．２３％

５５．８８％
９７．４６％

６６．０１％
９９．５５％

４４．２３％
７８．３７％

９６．４２％

４４．６８％
７７．７０％
９７．６９％

３１．９４％

３１．４２％

６１．８２％

６３．６０％

５０．１６％
７８．２２％

９５．８２％

４９．５３％
８２．８０％
９７．５２％

２１．７３％

２２．２５％

５０．２３％

５２．８７％

３８．１５％
６８．３９％

９７．１３％

３８．２８％
７４．３１％
９８．２０％

图 ２ 为秋冬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秋冬季三

秦岭山脉向东的传输，偏东北路径主要是来源于京

门峡、西安和郑州均有来自偏西和偏东北两个方向

津冀及其 周 边 的 粒 子 沿 太 行 山 向 西 的 传 输． 而 在

的传输，偏 西 路 径 是 来 自 关 中 平 原 西 部 的 粒 子 沿

三 门峡，秋冬季重污染期间还存在偏西北和偏南的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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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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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３

秋冬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 ａ． 三门峡重污染时期，ｂ． 三门峡清洁时期，ｃ． 西安重污染时期，ｄ． 西安清洁时期，ｅ． 郑州重污染时期，
ｆ．郑州清洁时期）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ａ．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ｄ．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ｅ．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两条路径，沿西北路径，粒子从中国西北部地区的

来源受到局地传输的影响较大． 西安和郑州在秋冬

新疆、青海、内蒙、甘肃等地经陕西北部和山西南部

季重污染和清洁时期粒子停留时间的分布基本一

到达三门峡．偏南路径主要受到湖北和河南南部传

致，说明西安和郑州秋冬季粒子的来源比较稳定，

输的影响，但由于三门峡南靠秦岭东段伏牛山脉，

但重污染期间局地传输的贡献较大．

季 ５５％ ～ ７１％ 的粒子集中在与释放点距离 ｒ ≤３００

峡、西安和郑州均有来自东北、西和西南 ３ 个方向的

占比最长，尤其是在重污染期间．说明秋冬季粒子的

输，偏西路径主要是来自我国西北部沙尘的传输，

所以省内传输对三门峡影响较大．由表 １ 可见，秋冬

ｋｍ 的范围内，且在 ｒ≤１００ ｋｍ 范围内粒子停留时间

图 ３ 为春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在春季，三门

传输，偏东 北 路 径 主 要 是 粒 子 沿 太 行 山 向 西 的 传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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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 ａ．三门峡重污染时期，ｂ．三门峡清洁时期，ｃ．西安重污染时期，ｄ．西安清洁时期，ｅ．郑州重污染时期，ｆ．郑州

清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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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环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ｅ．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偏西南路径粒子主要受到西南部四川和重庆等省

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粒子停留时间影响较大．

市传输的影响．而在三门峡和西安，春季重污染期间

郑州在春季重污染和清洁时期粒子停留时间的分

还存在偏东南的一条路径，粒子主要受到三门峡西

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春季到达郑州的粒子来源比

边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地传输的影响． 由表 １

较稳定，但重污染期间局地传输的贡献较大．

处粒子停留时间占比较大，说明远距离传输对春季

偏东路径的粒子对三门峡、西安和郑州影响较大，

可见，与秋冬季相比，春季与释放点距离 ｒ ＞ ２００ ｋｍ

图４
Ｆｉｇ．４

图 ４ 为夏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夏季来源于

夏季粒子的水平传输路径（ ａ．三门峡，ｂ．西安，ｃ．郑州）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ｂ． Ｘｉ′ａｎ， ｃ．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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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东路径粒子主要受到来源于京津冀及其周边粒

７８５

图 ５ 为秋冬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由图 ５ 和

子沿太行山南麓向西传输的影响．由表 １ 可见，夏季

表 ３ 可以发现，在秋冬季粒子的传输高度较低，随着

仍较高．但郑州在距离释放点 ５００ ｋｍ ＜ ｒ ≤１０００ ｋｍ

ｈ≤９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比例增加．说明高层的粒子经

郑州夏季存在明显的来源于偏东北方向的粒子，说

合作用的减弱导致粒子的传输高度降低． 秋冬季在

明粒子沿太行山脉的远传输非常重要．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高度运动的粒子比例最高，尤其在

在距离释放点距离 ｒ≤１００ ｋｍ 处粒子停留时间占比
范围内粒子的停留时间最长，占比为 ２３．８９％，而且

３．３
３．３．１

垂直传输特征
垂直传输高度特征

图 ５ ～ ７ 分别展示了利

时间推移，ｈ ＞ ９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占比逐渐减少，而

过一定时间的传输到达释放点附近时由于湍流混

重污染期间，后向 ７２ ｈ 内来自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高
度的粒子在秋冬季重污染期间占比可达 ３９． ６％ ～

４３．０％．结合表 １，秋冬季重污染期间汾渭平原及其

停留时间的分布特征． 表 ３ 为不同后向时间步长粒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主导作用．在秋冬季重污

秋冬季最低，其次是春季，在夏季传输高度最高，而

而在清洁时期西安传输高度最高，三门峡次之，郑

且重污染期间粒子的传输高度低于清洁时期．

州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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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ＲＴＡ 方法统计的 ２０１８ 年不同季节的污染和清洁
期间到达三门峡、西安和郑州的粒子在垂直方向上

子停留时间高度分布．由表 ３ 可见，粒子传输高度在

图５
Ｆｉｇ．５

周边地区传输距离小于 １００ ｋｍ， 垂直传输高度在

染时期三门峡传输高度最高，西安次之，郑州最低．

秋冬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 ａ． 三门峡重污染时期，ｂ． 三门峡清洁时期，ｃ． 西安重污染时期，ｄ． 西安清洁时期，ｅ． 郑州重污染时期，
ｆ．郑州清洁时期）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ａ．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ｄ．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ｅ．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郑州

西安

三门峡

城市

２０００ ｍ＜ｈ≤１００００ ｍ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１５０ ｍ＜ｈ≤３００ ｍ

０＜ｈ≤１５０ ｍ

２０００ ｍ＜ｈ≤１００００ ｍ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１５０ ｍ＜ｈ≤３００ ｍ

０＜ｈ≤１５０ ｍ

２０００ ｍ＜ｈ≤１００００ ｍ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１５０ ｍ＜ｈ≤３００ ｍ

０＜ｈ≤１５０ ｍ

高度

不同后向时间步长粒子停留时间的高度分布

２４ 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１２ ｈ

２４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占比（ 秋冬季清洁时期）

１２ ｈ

２４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占比（ 春季重污染时期）

１２ ｈ

２４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占比（ 春季清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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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ｉｍｅ ｓｔｅｐｓ
１２ ｈ

２４ｈ

９．７％ １３．３％ １０．４％

９．３％

８．９％ １３．０％

９．６％

７．９％

１．１％

３．２％

４．３％

２．２％

４．２％

７．４％

９．８％

２．３％

４．６％

７．７％ １２．２％

５．１％ １０．１％ １４．８％ １７．０％

５．２％ １１．４％ １７．９％

９．３％ １６．７％ １２．０％

９．２％

０．６％

２．３％

３．３％

２．８％

５．１％

９．３％ １２．４％

１．５％

５．３％ １２．１％ １４．７％

５．４％ １０．４％ １５．２％ １７．８％

３．４％

９．４％ １７．３％

０．１％

３．８％

０．２％

６．７％

０．５％

０．９％

９．９％ １２．９％

０．９％

１．６％

２．７％

３．５％

０．０％

０．７％

２．５％

４．８％

１．２％

３．１％

７．０％ １０．２％

１．９％

４．１％

８．４％

９．９％ １６．５％ ２２．０％ ２３．２％ １１．５％ １５．７％ １８．１％ ２３．１％ １３．６％ １９．６％ ２５．３％ ２６．５％ １７．４％ ２５．１％ ２８．３％

３０．９％ ３８．４％ ４２．４％ ４３．０％ ３２．６％ ３８．１％ ３８．７％ ３８．５％ ３８．５％ ４０．１％ ４０．４％ ３９．０％ ４０．１％ ４０．９％ ３７．５％ ３５．５％ ３７．３％ ３７．６％ ３５．６％

２５．７％ ２２．４％ ２０．０％ １８．５％ ２３．７％ １８．７％ １５．６％ １４．８％ ２２．８％ ２０．１％ １７．１％ １４．６％ ２０．３％ １６．４％ １３．５％ １２．４％ １８．９％ １４．６％ １２．２％

３９．５％ ３２．３％ ２７．２％ ２４．７％ ３２．８％ ２５．２％ ２１．０％ １９．９％ ２７．２％ ２３．４％ ２１．９％ １８．５％ ２４．８％ ２０．０％ １６．７％ １５．３％ ２４．５％ １８．６％ １５．５％

０．２％

７．５％ １２．８％ １７．７％ ２１．５％ １８．４％ ２６．８％ ３１．７％ ３２．５％ １４．５％ ２１．８％ ２６．１％ ２８．８％ ２０．９％ ２８．４％ ３０．４％ ３０．６％ ２０．２％ ２８．８％ ３１．７％

３３．１％ ３６．７％ ３９．６％ ３９．６％ ３６．３％ ３６．１％ ３３．３％ ３１．７％ ３４．９％ ３５．７％ ３３．５％ ３１．８％ ３４．９％ ３２．８％ ３１．１％ ３０．０％ ３６．４％ ３３．８％ ２９．６％

２４．０％ ２０．２％ １６．８％ １５．０％ １８．０％ １３．８％ １１．１％ １０．２％ １８．８％ １４．８％ １１．８％ １０．４％ １６．１％ １２．１％ １０．０％

３５．３％ ２９．７％ ２３．６％ ２０．６％ ２４．５％ １８．３％ １４．６％ １３．３％ ３０．３％ ２２．４％ １６．５％ １４．３％ ２２．６％ １６．３％ １３．２％ １２．２％ ２３．２％ １６．０％ １２．１％

０．２％

８．７％ １６．３％ ２１．１％ ２２．７％ １６．５％ ２４．８％ ２９．１％ ２９．９％ ２４．９％ ３０．６％ ２９．０％ ３０．１％ ２４．６％ ３０．１％ ３０．８％ ３０．９％ ２７．４％ ３４．６％ ３５．２％

４１．７％ ４２．１％ ４０．７％ ４０．５％ ４０．８％ ３９．４％ ３７．０％ ３５．５％ ４３．５％ ４０．９％ ３９．７％ ３６．０％ ４２．０％ ３７．５％ ３４．２％ ３２．８％ ３９．３％ ３３．２％ ２９．５％

２１．９％ １７．６％ １５．３％ １４．２％ １８．０％ １４．１％ １１．８％ １１．０％ １３．５％ １１．０％ １０．７％

４８ ｈ

９．５％

占比（ 夏季）

２７．５％ ２３．０％ １９．８％ １８．３％ ２２．４％ １７．５％ １４．７％ １３．８％ １５．９％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５．０％ １１．９％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５．２％ １１．２％

１２ ｈ

占比（ 秋冬季重污染时期）

Ｔａｂｌｅ ３

１１．４％

２８．６％

３４．４％

１１．３％

１４．４％

２０．９％

３１．６％

２８．０％

８．４％

１１．０％

２１．０％

３４．２％

２８．２％

７．５％

７２ ｈ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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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为春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相对于秋冬

秋冬季，但粒子垂直传输仍然在 ３００ ｍ ＜ ｈ ≤９００ ｍ

比例明显增加，尤其是郑州．郑州春季重污染期间后

间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传输距离小于 ２００ ｋｍ，垂

为 ２３．１％， 远高于 秋 冬 季 的 １２． ９％． 春 季 来 自 高 层

在春季重 污 染 时 期 三 门 峡 传 输 高 度 最 高， 西 安 次

季来说，春季来源于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
向 ７２ ｈ 来源于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比例

（ ｈ＞２０００ ｍ） 的粒子在西安占比最高， 其次是三门

直传输高度在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主导作用．

之，郑州最低．而在清洁时期西安传输高度最高，三
门峡次之，郑州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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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郑州占比最低． 虽然春季粒子的传输高度高于

高度范围内占比最高．结合表 １ 可知，春季重污染期

春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 ａ．三门峡重污染时期，ｂ．三门峡清洁时期，ｃ．西安重污染时期，ｄ．西安清洁时期，ｅ．郑州重污染时期，ｆ．郑州

图６

清洁时期）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ｄ．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Ｘｉ′ａｎ， ｅ．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ｃｌｅ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图 ７ 为夏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相对于秋冬

之，郑州最低．

季和春季．夏季来源于 ９００ ｍ＜ｈ 高度的粒子比例明

３．３．２

ｍ＜ｈ≤２０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占比超过来源于 ３００ ｍ＜

路径，另一方面能体现垂直传输高度的特征．为探究

显增加．在三门峡和西安，夏季后向 ７２ ｈ 来源于 ９００

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而且从后向 ７２ ｈ 到后向 ４８ ｈ，来

源于 ９００ ｍ＜ｈ≤２０００ ｍ 高度的粒子比例增加． 结合

重污染期间粒子穿越边界层传输特征

粒

子穿越边界层的传输特征一方面能体现水平传输
汾渭平原不同年份不同季节重污染期间粒子的传
输特征，对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分

表 １ 可知， 夏 季 三 门 峡 和 西 安 水 平 传 输 距 离 小 于

布进行分析． 对 ＷＲＦ 模式模拟得到的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主导．而郑州水平传输距离在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ｋｍ 范围内，

的边界层高度如表 ４ 所示．由表 ４ 可见，秋冬季重污

１００ ｋｍ，垂直传输高度在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
垂直传输距离在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主导．对
于不同城市，在夏季三门峡传输高度最高，西安次

年边界层高度做统计得到的不同城市重污染期间
染期间边界层高度均低于 ２５０ ｍ，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 春季重污染期间边界层高度明

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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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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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粒子的垂直传输特征（ ａ．三门峡，ｂ．西安，ｃ．郑州）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Ｘｉ′ａｎ， ｃ．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显高于秋冬季．根据表 ４ 的边界层高度计算粒子穿
越边界层的概率 ｒ（ ｉ，ｊ） ，计算公式为：
ｒ（ ｉ，ｊ） ＝

Ａ（ ｉ，ｊ）
× １００％
Ｔ（ ｉ，ｊ）

（４）

３） ．如图 ８ ～ ９ 所示，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重污染
期间，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分布呈“ 南高北低” 的
特点，在秋 冬 季 重 污 染 期 间 粒 子 的 主 要 传 输 通 道
上，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较低．说明秋冬季重污染

式中，Ａ（ ｉ，ｊ） 为网格（ ｉ，ｊ） 内在边界层高度以上运动

期间大气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垂直方向的混合作用

年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分布如图 ８ ～ ９ 所示．

界层的概率低于 ４０％，也就是来自关中平原、湖北

的粒子数量，Ｔ（ ｉ，ｊ） 为网格内粒子总数．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重污染日边界层高度

Ｄａｉｌｙ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份

重污染时期

２０１７ 年

秋冬季

２０１８ 年

秋冬季

春季

春季

三门峡
２１３．７２

边界层高度 ／ ｍ

郑州

２４５．４９

２３１．４６

４６０．１５

７４１．２４

８５９．９４

４４６．２７

７８４．１９

２３３．１１

和河南本省的粒子主要集中在边界层以内． 偏东北
和偏西北路径的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相对较高，
沿太行山向西传输的粒子和来源于中国西北方向

的粒子传输高度较高，４０％ 以上的粒子在边界层以

西安

６６２．６０

２０３．０３

较小．对于三门峡，偏西和偏东南路径的粒子穿越边

２４３．２５

上传输到达三门峡．在粒子的水平传输通道上，到达
西安的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均高于 ４０％，而到达
郑州的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均低于 ４０％．

在春季重污染期间，粒子在偏西路径上穿越边

界层的概率较高，即春季来自我国西北地区的粒子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重污染期间，三门峡、西

传输高度较高，而且 ２０１７ 年重污染期间粒子穿越边

在三门峡，秋冬季重污染期间还存在偏西北和偏南

东南路径上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低于 ４０％，说明

安和郑州均有来自偏西和偏东北两个方向的传输，
的传输通道．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春季重污染期间，三

界层的概率高于 ２０１８ 年． 而在偏东北、偏西南和偏

来自京津冀、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粒子主要在边

门峡、西安和郑州均有来自偏西和偏西南两个方向

界层以内运动．春季由西北沙尘远距离传输引起的

的传输．２０１８ 年春季重污染期间 ３ 个城市均存在偏

重污染过程粒子的传输高度较高，而来源于其他路

东北的传输路径，但在 ２０１７ 年，仅三门峡存在偏东
北的路径，西安和郑州存在偏北的传输路径（ 图 ２ ～

径的粒子传输高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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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重污染时期粒子 ７２ ｈ 后向传输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分布（ ａ．三门峡秋冬季，ｂ．三门峡春季，ｃ．西安秋冬季，ｄ．西安春季，ｅ．郑州秋

图８

冬季，ｆ．郑州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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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７２ ｈｏｕｒ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 ａ．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Ｘｉ′ａｎ， 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Ｘｉ′ａｎ， 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

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秋冬季有偏西和偏

西的传输．对于春季，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有偏东

北、偏西和偏西南 ３ 条主要的传输通道，偏东北路径

主要是粒子沿太行山向西的传输，偏西路径主要是

东北两条主要的传输通道，偏西路径是来自关中平

来自我国西北部沙尘传输的影响，偏西南路径粒子

原西部的粒子沿秦岭山脉向东的传输，偏东北路径

主要受到西南部四川和重庆等省市传输的影响． 夏

主要是来源于京津冀及其周边的粒子沿太行山向

季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主要受到偏东路径的影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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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重污染时期粒子 ７２ ｈ 后向传输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分布（ ａ．三门峡秋冬季，ｂ．三门峡春季，ｃ．西安秋冬季，ｄ．西安春季，ｅ．郑州秋

图９

冬季，ｆ．郑州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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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７２ ｈｏｕｒ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８（ ａ．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 ｃ．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Ｘｉ′ ａｎ， 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Ｘｉ′ ａｎ， 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响，偏东路径粒子主要是来源于京津冀及其周边粒

的粒子占主导作用． 春季重污染期间汾渭平原及其

子沿太行山南麓向西传输的影响．

周边地区传输距离 ｒ≤２００ ｋｍ，垂直传输高度在 ３００

秋冬季最低，其次是春季，夏季传输高度最高的特

子的垂直传输高度均较低，而春季易受到沙尘的影

２） 对于不同的季节，粒子的垂直传输高度呈现

征．秋冬季重污染期间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传输
距离 ｒ≤１００ ｋｍ，垂直传输高度在 ３００ ｍ＜ｈ≤９００ ｍ

ｍ＜ｈ≤９００ ｍ 的粒子占比最高．说明在重污染期间粒
响，粒子的水平传输距离比秋冬季远．

３） 对于不同的城市，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３期

李雁宇等：２０１８ 年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大气颗粒物的传输特征

到达西安的粒子在距离释放点 ｒ≤１００ ｋｍ 的范围内
占比最高，到达三门峡的粒子在距离释放点 ３００ ｋｍ

＜ｒ≤５００ ｋｍ 的范围内占比较大，到达郑州的粒子在

７９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ｄａｙ ｃｏｌｄ⁃ａｉｒ ｐｏｏｌｓ ｉｎ 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４６（１） ：１７⁃２４

黄宇，王堃，邱培培，等．２０１８．基于 ＣＭＡＱ 及 ＦＬＥＸＰＡＲＴ 模式的武汉
地区污染来源解析［ Ｊ］ ．环境科学与技术，４１（１２） ：２７０⁃２７７

距离释放点 ５００ ｋｍ ＜ｒ≤１０００ ｋｍ 的范围内占比最

姜磊，周海峰，赖志柱，等．２０１８．中国城市 ＰＭ ２．５ 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分

输高度最高，西安次之，郑州最低；在清洁时期西安

Ｌｉ Ｊ，Ｄｕ Ｈ Ｙ，Ｗａｎｇ Ｚ Ｆ，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Ｒａｐｉ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大．在秋冬季和春季的重污染期间，三门峡的垂直传
传输高度最高，三门峡次之，郑州最低．

析：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Ｊ］ ．环境科学学报，３８（１０） ：３８１６⁃３８２５

ｗｉｎｔｅｒ ｈａｚｅ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ｏｖｅｒ ａ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２３：６０５⁃６１５

４）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重污染期间，除来源于中

Ｌｉ Ｊ，Ｗａｎｇ Ｚ Ｆ， Ｈｕａｎｇ Ｈ 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

期间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均较低． 秋冬季重污染

ｈａｚｅ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ｅｌｌｕｓ 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期间，到达郑州的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最低，其
次是三门峡，到达西安的粒子穿越边界层的概率较

高．重污染期间到达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粒子
主要在边界层以内运动，再加上边界层高度较低等
不利气象条件，成为重污染过程出现的重要原因．

５） 由于不同季节到达汾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的粒子的传输路径有显著差异，因此针对不同季节
的污染应该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秋冬季，汾渭平原

及其周边 地 区 的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主 要 应 防 范 陕 西、
河南、京津冀等地的近距离传输；春季在注意近距
离传输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来自我国西北地区的
沙尘的影响；夏季的管控重点是来源于京津冀的偏
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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