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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2019 年 9—10 月广州市海珠湖大气成分观测站地表的气象要素和空气质量参数及垂直的颗粒物激光雷达观测资料，探讨不同

PM2.5-O3 污染类型对应的气象要素及大气污染物日变化特征、边界层内气溶胶分布特征，并对发生高 PM2.5-高 O3 的成因进行分析 . 观测期间共

出现 25 d 低 PM2.5-低 O3 日（清洁日）、12 d 低 PM2.5-高 O3 日（污染日Ⅰ）和 20 d 高 PM2.5-高 O3 日（污染日Ⅱ）. 对气象要素和污染物特征的分析表
明，污染日Ⅱ在 11：00—16：00 的平均气温均超过 30 ℃，相对湿度均低于 60%，日均风速和最大 J（NO2）分别为 0.88 m·s-1 和 0.007 s-1. 污染日Ⅱ
与清洁日相比，其对应的气象要素表现为显著的高温低湿特征；与单一的 O3 污染日相比则表现为略低的光化辐射和较低风速特征 . 污染日Ⅱ

的 PM2.5 和 O3 浓度日均值分别是清洁日的 2.3 和 1.5 倍，且对应着高浓度 SO2 和 NO2、高大气氧化能力与细粒子占比 . 雷达观测结果表明，清洁日
及污染日Ⅰ的气溶胶消光系数较小且主要在 0.1~0.2 km-1，污染日Ⅱ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则为 0.2~0.3 km-1 且高值在 500 m 以下 . 污染日Ⅱ午后的

气溶胶退偏比较清洁日与污染日Ⅰ高，具明显的二次气溶胶生成特征 . 污染日Ⅱ的典型污染过程分析表明，边界层演变可直接影响地表污染
物分布，在副热带高压与台风外围下沉气流控制下，早上残留层内污染物的垂直向下输送过程对地表污染物浓度的积累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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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observational data including surfac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air quality parameters and the vertical aerosol lidar observation data

from Guangzhou Haizhu Lake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Station during September to October 2019，the article studied the diurnal cycle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atmospheric polluta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oundary layer aerosol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PM 2.5-O3 episodes.
The causes of high PM2.5-high O3 were further analyzed. A total of 25 days of low PM2.5-low O3 days（Clean Days），12 days of low PM2.5-high O3 days

（Episodic Days Ⅰ） and 20 days of high PM2.5-high O3 days（Episodic Days Ⅱ） were identified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he analysis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nd atmospheric pollutants showed that on Episodic Days Ⅱ the average temperature（T）and relative humidity（RH）were

over 30 ℃ and lower than 60% from 11：00 to 16：00，and the average daily wind speed（WS）and the maximum J（NO2）were 0.88 m·s-1 and 0.007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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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Clean Days，Episodic Days Ⅱ is represented by high T and low RH. Meanwhile，slightly lower actinic radiation and lower

WS can be found in Episodic Days Ⅱ than Episodic Days I. The daily mean PM2.5 and O3 concentration were 2.3 and 1.5 times of those on clean day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O 2 and NO2，high atmospheric oxidation capacity and fine particles ratio on Episodic Days Ⅱ. The lida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 of Clean Days and Episodic Days Ⅰ were lower，and mainly in the range of 0.1~0.2 km-1. In
Episodic Days Ⅱ，the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s were in the range of 0.2~0.3 km-1 and the maximum value was below 500m. In the afternoon，the
aerosol depolarization ratio in Episodic Days II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Clean Says and Episodic Days Ⅰ，indicating obvious feature of secondary aerosol
generati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pollution episodes on Episodic Days Ⅱ shows that the boundary layer evolution c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pollutants.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and typhoon periphery，the downward transport of pollutants inside the residual
layer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ccumulation of surfac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n the morning.
Keywords：PM2.5；ozone；complex pollution；lidar；aerosol depolarization ratio；Guangzhou

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地表臭氧（O3）浓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大气中 O3 污染现象日渐突显（周学思

等，2019；赵伟等，2020；Chen et al.，2020）. 尽管在颁布大气环境标准《GB3905-2012》和积极实施“大气十条

（2013—2017）”等排放控制措施以后 PM2.5 污染得到明显改善（Wang et al.，2019；Zhang et al.，2019），但在该
背景下秋季高浓度 O3 污染伴随较高浓度气溶胶污染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李红丽等，2020；颜丰华等，2020）.

迄今，越来越多地区已开始关注 PM2.5 与 O3 之间的协同变化特征 . 气溶胶能影响到达地表的辐射（邓雪娇

等，2011；Deng et al.，2016；彭妍君等，2021），可显著影响光化学过程，与 O3 的生成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Tao et al.，2014；Qu et al.，2020）.PM2.5 和 O3 浓度的高低与大气中气溶胶的形成和增长、非均相反应及气溶
胶引起光解速率改变等过程密切相关（Luo et al.，2014）. 对于长三角地区（YRD）地表 O3-PM2.5 的研究，多集中

于对 PM2.5-O3 污染的地表观测资料的探讨 . 例如，Wang 等（2014）对 2013 年 3 月—2014 年 2 月长三角地区地表

PM2.5 与 O3 日均浓度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0<r≤0.25）；Zhu 等（2019）探讨了 2016 年长三角地
区 1497 个站点 PM2.5 与 O3 相关性的时空分布特征，表明在夏季两者呈正相关关系；Dai 等（2021）指出，PM2.5 与

O3 复合污染主要出现在 4—6 月和 10 月，对应的气象参数表现为高相对湿度、高地表温度及低风速特征 .
对于珠三角地区地表 O3-PM2.5 的研究，邓涛等在 2012 年已对同时出现光化学污染和细粒子污染的一次典型

复合型污染过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光化学烟雾过程中能见度恶化主要由细粒子所导致（PM2.5 占 79.8%）

（邓涛等，2012）. 高浓度 O3 通常对应强大气光化学活性，从而促进大气环境中 SO2 和 NO2 等分别向硫酸盐和

硝酸盐等二次气溶胶的高效转化（赖安琪等，2017）. 颜丰华等（2020）利用 2013—2017 年珠三角地区地表 Ox

（NO2+O3）和 PM2.5 资料的统计表明，期间总共出现 60 次 O3 与 PM2.5 复合污染的案例，主要发生在主城区且秋季
更为频繁（52%）. 然而，发生复合污染时其它与地表污染物浓度变化有关的物理过程也应该被纳入考虑 . 当

台风接近陆地时，大范围下沉气流容易形成高压均压场等不利扩散条件，使得边界层内的 O3 等空气污染物
堆积在近地面（岳海燕等，2018；洪莹莹等，2021）.Deng 等（2019）阐明了台风外围下沉气流下高浓度 O3 与

气溶胶污染（双高污染）形成的机理，指出高浓度 O3 可促进二次气溶胶生成，由于新生成的散射型气溶胶对
光化辐射的散射作用，增加了边界层中上层物种的光解速率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 O3 生成，这部分 O3 最终在
下沉气流背景下向地表输送从而加剧地表污染 .

过去较多集中于对单一的 O3 或颗粒物污染事件进行研究，随着对领域探索的深入，近年来对日内 O3 与

PM2.5 均出现较高浓度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 . 本文基于 2019 年 9—10 月广州市海珠湖大气成分观测站的观测

资料，对不同 PM2.5-O3 污染类型进行分类，分析各个污染类型对应的气象要素及大气污染物日变化特征、

边界层内气溶胶分布特征的共性，并进一步利用典型污染过程对发生高 PM2.5-高 O3 过程的成因进行分析，
以期为 PM2.5-O3 复合污染的高效率协同治理提供参考 .

2

资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研究所利用数据的观测时段为 2019 年 9—10 月，其中，地表空气质量参数（O3、PM2.5、PM10、NO2、SO2）、

气象要素（大气温度 T、相对湿度 RH、风速 WS）及光解速率来自广州市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海珠湖大气成分
观测站（113.37°E，23.08°N）. 颗粒物激光雷达观测资料（垂直气溶胶的退偏比和消光系数）来自邻近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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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象局（113.32°E，23.00°N），微波辐射计的温度廓线观测结果来自广州市黄埔区气象局（113.48°E，23.21°
N），所有数据资料已经过科学的质量控制处理 .

颗粒物激光雷达的组成包括由激光与发射器构成的发射系统、信号接收器与探测器、数据采集与收集

系统 . 雷达发射的激光波长为 532 nm，对人眼安全 . 探测时设置时间分辨率为 4 min，垂直分辨率为 7.5 m.
在利用探测数据反演消光系数前，将预先规范采集的订正文件，包括驻留脉冲订正、几何因子订正和探测器
延时订正导入软件进行订正预处理，最后雷达方程基于广泛采用的 Fernald 算法求解（Fernald，1984），具体
反演方法参见文献（Deng et al.，2016）.

大气光化学污染是大气污染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部分参与光化学反应的关键物种（如 NO2、O1D 等）的

光解速率是分析光化学污染状况及程度的重要指标，利用光解速率分析仪对光解速率进行测量是研究光化
学污染的必要手段 . 物种在某波段范围的光解速率采用式（1）计算 .
J=

∫

λ2
λ1

F ( λ) σ ( λ，T ) φ ( λ，T )dλ

（1）

式中，λ 为波长；F（λ）为光化辐射通量，取决于入射的太阳光强、地表反照率、大气中散射与吸收效应等

参数；σ（λ，T）为吸收波长范围为 λ1~λ2 的物种的吸收截面；φ（λ，T）为吸收波长范围为 λ1~λ2 的物种的光化学
量子产率 .

气 流 后 向 轨 迹 分 析 采 用 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管 理 局（NOAA）开 发 的 在 线 HYSPLIT Trajectory 模 式

（https：//www.ready.noaa.gov/HYSPLIT.php），以海珠湿地站（113.37°E，23.08°N）作为气流的终点，选取 10、
600、1000 m 这 3 个高度（边界层内）分别计算气流路径信息 .

本研究使用基于 Igor 开发的 Histbox（Wu et al.，2018）和 ScatterPlot（Wu et al.，2018）工具箱，分别用来制

作箱式图及散点图 . 这两个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工具箱（附有详细的中英文教程）可以在网站上（https：//sites.
google.com/site/wuchengust）免费下载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观测期间空气质量特征

2019 年 9—10 月在广州海珠湿地站观测期间，观察到部分日期出现地表 PM2.5 与 O3 浓度变化趋势较为一

致的现象 . 本研究根据 PM2.5 与 O3 浓度变化趋势特征将污染类型分为 3 类，包括 25 d 清洁日（低 PM2.5-低 O3）、
12 d 污染日Ⅰ（低 PM2.5-高 O3）和 20 d 污染日Ⅱ（高 PM2.5-高 O3）. 观测期间有 3 d 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不纳入
统计分析；10 月 8 日出现高 PM2.5-低 O3 现象，但由于个例少不具有代表性，本文对此不进行详细讨论 . 需要说

明的是，本文提到的高 PM2.5 并非表示 24 h 平均 PM2.5 浓度超过二级标准的限值（75 μg·m-3），这是相对于日内

出现单一的高浓度 O3 污染而言，为了便于区分 O3 超标日中对应低浓度 PM2.5（低 PM2.5-高 O3）和较高浓度 PM2.5

（高 PM2.5-高 O3）这两种污染类型而做出的定义 . 另外，我国经过多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努力，珠三角地区排放
的一次 PM2.5 已明显下降，PM2.5 转变成以二次生成为主，标志着 PM2.5 与 O3 复合污染防控进入新的阶段（中国
大气臭氧污染防治蓝皮书（2020））. 本研究中 3 种 PM2.5-O3 类型的分类结果如表 1 所示 .
Table 1

表1

观测期间 PM2.5 与 O3 污染类型统计表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M 2.5 and O3 pollution episodes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污染类型

分类依据

出现天数/d

出现频率

清洁日（低 PM2.5-低 O3）

24 h 平均 PM2.5<35 μg·m-3，1 h 平均 O3<200 μg·m-3

25

41%

24 h 平均 PM2.5≥35 μg·m-3，1 h 平均 O3≥200 μg·m-3

20

33%

污染日Ⅰ（低 PM2.5-高 O3）
污染日Ⅱ（高 PM2.5-高 O3）

24 h 平均 PM2.5<35 μg·m ，1 h 平均 O3≥200 μg·m
-3

-3

12

20%

图 1 为不同污染类型的 PM2.5 与 O3 时间序列图，图中虚线表示 PM2.5 的 35 μg·m-3 限值，实线表示 O3 的 200

μg·m-3 限值 . 从图 1（b1）中可以看出，与低 PM2.5-高 O3 污染相比，高 PM2.5-高 O3 污染几乎均以连续 2 d 或以上的

过程形式出现，最长的污染过程是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共持续 8 d. 图 1（a2、b2 和 c2）为 3 种污染类型的平均

日变化时间序列图，清洁日的 PM2.5 和 O3 浓度日均值分别为 22 μg·m-3 和 83 μg·m-3，污染日Ⅰ的 PM2.5 和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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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日均值分别为 26 μg·m-3 和 109 μg·m-3，污染日Ⅱ的 PM2.5 和 O3 浓度日均值分别为 50 μg·m-3 和 122 μg·m-3，
分别达到清洁日的 2.3 和 1.5 倍 . 对于秋季观测期间多次出现日内高浓度 O3 污染伴随较高浓度 PM2.5 的现象，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图1
Fig.1

3.2
3.2.1

观测期间 PM2.5 和 O3 污染类型时间序列图

Time series of PM2.5 and O3 pollution episodes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清洁日与污染日的气象要素及污染物特征
气象要素特征

对清洁日（低 PM2.5-低 O3）、污染日Ⅰ（低 PM2.5-高 O3）和污染日Ⅱ（高 PM2.5-高 O3）的

关键气象要素（T、RH、WS、光化辐射）进行平均日变化对比分析，结果见图 2. 其中，光化辐射强度与 J（NO2）
呈强的线性关系，因此，本文以 J（NO2）的大小表示光化辐射强度 .3 种类型中，污染日Ⅱ的平均最高气温达
33 ℃，11：00—16：00 平均气温均超过 30 ℃；污染日Ⅱ午后的相对湿度最低，最低值为 48%，11：00—16：00 平
均相对湿度低于 60%. 污染日Ⅰ与污染日Ⅱ的日间气温显著高于清洁日，而相对湿度则显著低于清洁日 . 污

染日Ⅱ的日平均风速为 0.89 m·s-1，较低风速容易导致污染物的积累 . 此外，3 种类型的 J（NO2）均达到 0.7 s-1，
对应着高光化辐射 . 其中，污染日Ⅱ的 J（NO2）在 11：00 后与清洁日差异不大，说明上午的 PM2.5 并没有造成明
显的辐射衰减，甚至午后气溶胶的散射辐射有可能增加光解率（Liao et al.，1999；Deng et al.，2019）. 污染日Ⅱ

的 J（NO2）较污染日Ⅰ略低，但该范围的光化辐射强度仍足够支持 O3 的光化学反应，这与 He 等（2021）在深圳

地区同期研究的结果一致 . 总而言之，出现污染日Ⅱ的污染现象时，与清洁日相比，其对应的气象要素表现
为显著的高温低湿特征；与单一的 O3 污染日相比，对应的气象要素表现为略低的光化辐射和较低风速特征 .
3.2.2

污染物特征

对清洁日、污染日Ⅰ和污染日Ⅱ 3 种类型的常规空气质量参数（O3、PM2.5、SO2、NO2、Ox、

PM2.5/PM10）进行平均日变化对比分析，结果见图 3，其中，O3 与 PM2.5 在图 1（a2、b2 和 c2）中已展示 . 从图 3 中可

以看出，早上 8：00 左右，污染日Ⅱ的 SO2、NO2 浓度峰值明显，与人类活动早高峰及不利扩散条件或者残留层
内污染物的向下输送等因素有关 . 与清洁日和污染日Ⅰ相比，污染日Ⅱ的 PM2.5、SO2、NO2 浓度的平均日变化

曲线波动较大，浓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可见污染日Ⅱ的前体物相对充足 .O（O
是表示大气氧化
x
3+NO2）
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其在 15：00—16：00 达到最大值，清洁日的日均 Ox 浓度为 117 μg·m-3，污染日Ⅱ的日均

Ox 浓度为 176 μg·m-3，是清洁日的 1.5 倍 .PM2.5/PM10 能反映大气中细粒子占比，污染日Ⅱ的细粒子占比显著高

于清洁日和污染日Ⅰ，推测日间高的细粒子占比与高大气氧化能力有关，下文将利用颗粒物激光雷达反演
的气溶胶光学特性进一步分析 .

254

环

图2
Fig.2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清洁日与污染日的关键气象要素日变化特征

Diur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e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n Clean Days and Episodic Days

图3
Fig.3

清洁日与污染日的地表污染物日变化特征

Diurnal variation of surface pollutants on clean days and episodic days

以往的研究大多利用激光雷达观测结果探讨灰霾污染过程，但对于探讨发生高浓度 O3 并伴随较高浓度

PM2.5 污染事件的边界层内气溶胶分布结构的研究仍较少 . 图 4 展示了观测期间利用颗粒物激光雷达探测边
界层内气溶胶垂直分布的结构特征，总体上清洁日及污染日Ⅰ的垂直气溶胶消光系数较小，数值主要分布
在 0.1~0.2 km-1. 对比之下，观测期间出现 20 d 的污染日Ⅱ（图 4 中灰色图层的覆盖范围）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值

可达 0.2~0.3 km-1，随高度递减，高值主要聚集在 500 m 以下 . 表 2 对 300 m 处的夜间（0：00 廓线平均）和日间

（12：00 廓线平均）平均气溶胶消光系数进行了统计，其中，污染日Ⅱ的气溶胶消光系数最大，清洁日和污染

日Ⅰ两者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则较为接近 . 利用边界层内气溶胶分布特征来探讨气溶胶对光化辐射的影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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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地表获得的颗粒物观测资料的方法更为直观，图 4 中红色曲线表示地表观测的 J（NO2）. 可见污染日Ⅱ的

部分日期边界层内 J（NO2）值较低，如 10 月 10 日的日最大值仅为 0.0061 s-1，但该时段的气溶胶消光系数观测

结果缺失 . 为进一步探讨气溶胶-光化辐射-O3 三者的关系，对 3 种污染类型的日最大 J（NO2）平均、日最大 O3
平均及 24 h PM2.5 平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 从表 2 中观察到污染日Ⅰ的 PM2.5 浓度日均值为 26
μg·m-3，污染日Ⅱ的 PM2.5 浓度日均值为 50 μg·m-3，约为前者的 1.9 倍 . 污染日Ⅰ、Ⅱ的日最大 O3 平均浓度接

近，其中，污染日Ⅱ的日最大 J（NO2）平均值较污染日Ⅰ稍低，反映了当大气中颗粒物污染并非很严重时，
其对辐射衰减程度不明显，到达地表的光化辐射强度仍足够 O3 的光化学生成 . 赵淑婷等（2021）对邯郸市的
PM2.5-O3 复合污染研究中指出，PM2.5 浓度在 35~75 μg·m-3 时 O3 光化学反应最强烈，而超过 75 μg·m-3 时 O3 光化
学反应强度显著下降，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

图4
Fig.4
Table 2

垂直气溶胶消光系数日变化特征时间序列图

Time series of diurnal variation of vertical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
表2

观测期间不同污染类型的气溶胶- J（NO2）-O3 统计表

Statistics of aerosol- J（NO2）-O3 in different pollution episodes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污染类型

24 h PM2.5 平均

300 m 夜间/日间消光系数

日最大 J（NO2）平均

日最大 O3 平均/

清洁日（低 PM2.5-低 O3）

22

0.124/0.089

0.0069

150

50

0.211/0.137

0.0070

250

污染日Ⅰ（低 PM2.5-高 O3）
污染日Ⅱ（高 PM2.5-高 O3）

（
/ μg·m-3）
26

/km-1

0.115/0.083

/s-1

0.0075

（μg·m-3）
244

为进一步探讨高 PM2.5-高 O3 的成因，本文基于气溶胶光学特性的角度，利用颗粒物激光雷达探测最低

高度（255 m）的气溶胶退偏比来分析 . 退偏比是反映气溶胶呈球状与非球状的指标，低退偏比表明气溶胶处

于老化状态，趋于球状的特征；排除沙尘气溶胶外，高退偏比则表明气溶胶处于新生成的状态，外表不平整，
趋于非球状的特征（邓涛等，2013）. 图 5 为观测期间 3
种污染类型的气溶胶退偏比平均日变化，可见清洁日

与污染日Ⅰ的退偏比分布范围相近，说明在清洁期间
或者单一的 O3 污染期间二次气溶胶生成不明显，对应

的 PM2.5 较低 . 午后，清洁日与污染日Ⅰ两者的退偏比
约为 0.032 以下，而污染日Ⅱ的退偏比接近 0.040，污染

日Ⅱ的退偏比较前两者的大，反映了污染日Ⅱ的日间
具有明显的二次气溶胶生成特征 . 与图 3 中污染日Ⅱ

的细粒子占比显著高于清洁日及污染日Ⅰ的现象相

对应，最终出现日内高浓度 O3 污染伴随较高浓度 PM2.5
的特征（图 1 的 c1~c2）.

图5
Fig.5

激光雷达探测最低高度的气溶胶退偏比

Aerosol depolarization ratio at the lowest detection height of
the 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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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的二次无机气溶胶大多为硫酸盐、硝酸盐等散射型气溶胶，这类型气溶胶

的后向散射作用可以增加边界层中高层的光化辐射，利于 O3 的生成，并在大气湍流过程将边界层中高层的
O3 输送至地表进一步增加地表 O3 浓度（Deng et al.，2019）. 本研究的污染日Ⅱ中存在充足的 SO2、NO2 等气态

污染物，另外，高的气溶胶退偏比反映了二次气溶胶生成明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从而解释了污染日Ⅱ

表现为高 PM2.5-高 O3 特征的部分原因 . 但由于本研究缺乏气溶胶组分和气溶胶单次散射反照率等观测资料，
这种增加地表 O3 浓度的机制后续还需进一步探讨 .
3.3

3.3.1

典型污染过程分析

天气背景及气流后向轨迹

污染日中最长的污染过程是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共持续 8 d，是一次典

型的高 PM2.5-高 O3 污染过程 .9 月 25—28 日期间边界层高层持续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9 月 28 日早上，
2019 年第 18 号台风“米娜”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热带风暴级），随后台风中心向西北方向移动靠近珠三角
地区，观测站点在 29 日夜间到 30 日已在外围偏北下沉气流明显影响区域，该过程具体天气形势描述参考

文献（Lin et al.，2021；He et al.，2021），直到 10 月 2 日“米娜”强度减弱并逐渐远离 . 对 9 月 30 日进行边界层内
气流的后向轨迹分析，可见 10、600 及 1000 m 均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图 6）. 以往的研究表明，台风天气系统

不仅局限于通过影响温度等气象要素影响污染物浓度，其外围加强的下沉气流可以把边界层中上层污染物

向低层输送并积累（余纬等，2011；吴蒙等，2013；张智等，2019）. 根据台风中心活动范围及气流后向轨迹，
边界层内污染物的垂直向下输送对污染过程的地表 O3 与气溶胶等污染物浓度存在一定影响 .
3.3.2

边界层演变与地表污染特征

高压天气系统控

制下容易产生大规模下沉气流，其下沉气流的绝热增

温作用导致逆温出现，而逆温使得大气扩散能力恶化 .
为探讨边界层演变对地表污染物的影响，图 7a 为利用

微波辐射计对温度廓线的探测结果，图 7b 为利用颗粒
物激光雷达探测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廓线 . 可见 28 日

夜间到 29 日早上存在较严重的逆温现象，从温度廓线

可判断出夜间残留层顶部和底部高度分别在 100、600
m 附近 . 观察到在 7：00 以后垂直方向的温差逐渐减
小，这是由于日出后下垫面吸收太阳辐射，热通量向上

输送，混合层发展 . 在夜间，过去的研究表明残留层能

储存前一天大气中剩余的污染物，并且次日早上大气
的垂直混合过程可将残留层内的污染物输送到地表从
而加剧地表污染（Stull，1988）. 另外，夜间残留层内强

逆温导致的高温、低湿不利气象条件，使得其内部 O3

驱 动 NOx 向 硝 酸 盐 转 化 的 生 成 率 极 低（Tang et al.，
2021）. 本研究中，污染过程的夜间形成稳定层结，营造
了稳定的天气形势，空气静止少动，十分有利于 O3 及

图6
Fig.6

典型污染过程气流后向轨迹

Backward trajectories of air flow in typical pollution episodes

其它污染物储存在残留层内 . 图 7b 中展示了不同时间点（5：20、6：50、8：30、10：30）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廓线，
能清晰反映出早上日出及以后的不同时刻边界层演变导致的污染物垂直变化特征 . 其中，5：20 的灰色廓线
和 6：50 的蓝色廓线中气溶胶随高度并非逐渐下降，表明当时明显的残留层内富含污染物的特征 .8：30 的

橙色廓线中 500 m 以下的气溶胶浓度有所下降，但低层 367.5 m 以下气溶胶浓度却增大，表明随大气湍流的
加剧，混合层上升并开始突破残留层，原先储存在残留层内的气溶胶在垂直方向重新分布 . 从 10：30 的红色

廓线中可观察到垂直的气溶胶浓度均降低，图 7a 的温度垂直分布及图 7b 的气溶胶消光系数垂直分布特征
均可表明此时残留层已消失，另外，气溶胶消光系数廓线的拐点表明混合层顶已发展到 682.5 m，气溶胶可
垂直扩散的空间范围更大从而得到稀释 . 综合上述分析，在逆温的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形势下，早上
边界层演变过程会将残留层内污染物重新分布，这对于低层及地表污染物浓度的积累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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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Fig.7

257

微波辐射计探测的温度（a）及颗粒物激光雷达探测的气溶胶消光系数（b）廓线特征

Temperature profile（a）observed from microwave radiometer and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b）observed from aerosol lidar

对流层中 O3 的光化学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NO2 的光解（唐孝炎等，2006）. 理想情况下，当太阳辐射强

度变化不大时，白天 NO、NO2 和 O3 3 种物质近似处于光化学稳态，O3 浓度会随 J（NO2）的增加而上升（安俊琳
等，2008）. 图 8 是对 9—10 月整个观测期间的 d［O3］/dt（即 O3 增加量）与 J（NO2）
·
［NO2］的关系分析，可见实际

观测数据中 d［O3］/d［t］与 J（NO2）
·
［NO2］在早上的 8：00—12：00 有显著正向线性关系，即臭氧增加量显著受
NO2 的光解影响 .

图8
Fig.8

d［O3］/dt 与 J（NO2）
·
［NO2］的关系分析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3］/dt and J（NO2）
·
［NO2］

上文表明典型污染过程部分日期受到台风外围加强的下沉气流控制，利用温度廓线及气溶胶消光系数
廓线时空变化特征，从大气物理的角度来说明边界层演变过程中大气污染物的垂直向下输送对地表处的
影响，同时，利用 NO2 的光解与 O3 增加量之间的关系从大气化学的角度来反映出 NO2 的光解对 O3 光化学生成

的重要影响 . 大气环境是三维结构的，边界层内大气污染的成因复杂，而地表的大气污染往往与输送过程

相关联 . 下文对 J（NO2）
·
［NO2］、d［O3］/dt 及 CO/NO2 的统计结果特征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指出边界层演变对
地表污染物浓度变化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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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典型污染过程与 9—10 月清洁日平均状态的统计结果相比，结果表明，清洁

日中 J（NO2）
·
［NO2］与 d［O3］/dt 的最大值都出现在 10：00，而典型污染过程中 J（NO2）
·
［NO2］与 d［O3］/dt 的最

大值分别出现在 10：00 和 9：00，对比之下 d［O3］/dt 的最大值较清洁日提前了 1 h，不存在一致的对应关系，
推测存在其它物理输送过程对 O3 浓度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包括其它地区外来输送与本地垂直向下的输送 .
上文指出典型污染过程期间珠三角地区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后期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晚上与晨间逆

温频繁，导致污染物的水平输送扩散条件极为不利 . 另外，CO/NO2 的大小可反映污染物远距离输送的强弱，
从图 9 的 CO/NO2 时间序列图观察到上午阶段各个小时的 CO/NO2 都比清洁日低，7：00—12：00 的 CO/NO2
平均值在典型污染过程和清洁日中分别为 14.8 和 18.3，进一步反映出其它地区的污染物远距离输送对观测
站点的贡献不显著 . 总的来说，早上残留层内污染物的本地向下输送对于地表 O3 浓度高值提前的影响不可
忽略（He et al.，2021）.

图9
Fig.9

4

典型污染过程及清洁日的 d［O3］/dt 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d［O3］/dt between typical pollution episodes and clean days

结论（Conclusions）
1）2019 年 9—10 月 共 出 现 25 d 低 PM2.5- 低 O3 日（清 洁 日）、12 d 低 PM2.5- 高 O3 日（污 染 日 Ⅰ）和 20 d

高 PM2.5-高 O3 日（污染日Ⅱ）. 污染日Ⅱ在 11：00—16：00 的平均气温均超过 30 ℃，相对湿度均低于 60%，日均

风速较低为 0.88 m·s-1 且日均最大 J（NO2）为 0.007 s-1. 污染日Ⅱ与清洁日相比，其对应的气象要素表现为显著
的高温低湿特征；与单一的 O3 污染日相比则表现为略低的光化辐射和低风速特征 . 此外，PM2.5 和 O3 浓度日均

值分别为 50 μg·m-3 和 122 μg·m-3，分别是清洁日的 2.3 和 1.5 倍，且对应着高浓度 SO2 和 NO2、高大气氧化能力

（Ox）与细粒子占比（PM2.5/PM10）.

2）颗粒物激光雷达观测结果表明，清洁日及污染日Ⅰ的垂直气溶胶消光系数较小且主要分布在 0.1~

0.2 km-1，污染日Ⅱ中则为 0.2~0.3 km-1 且气溶胶高值聚集在约 500 m 以下 .255 m 处气溶胶退偏比表明清洁日
与污染日Ⅰ的午后退偏比约在 0.032 以下，而污染日Ⅱ的午后退偏比接近 0.040，后者具有明显的二次气溶胶
生成特征 .

3）边界层演变过程可以直接影响地表污染物的分布 . 对污染日Ⅱ的个例分析表明，典型污染过程的

平均 d［O3］/dt 出现在 9：00，较平均 J（NO2）
·
［NO2］提前了 1 h. 另外，低的 CO/NO2 比值反映污染物外来输送不

显著，表明在副热带高压与台风外围下沉气流控制背景下，早上残留层内污染物的本地垂直向下输送过程
对于地表污染物浓度的积累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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