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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冬季连续 ２ ｄ 在两种气象条件下分别环绕太湖对湖泊近无锡区域、湖心区域、近西

山岛区域和近苏州区域近湖层的 ＰＭ０ ５、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进行质量浓度观测，并通过分析同期相应气

象资料（包括高空和地面风场、流场以及湖面站点的水平垂直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探讨湖泊区

域内外颗粒物浓度变化的时空特征以及受气象条件变化的影响。 研究表明：第 １ 天当天气为晴转

阴且无雾时，由于湖面本身缺乏密集强排放源，以及因湖面大气上升运动较强使颗粒物容易被扩散

稀释，且受偏东转东南气流所带来的气团较干净影响，湖面湖心区域和离岛区域颗粒物浓度明显低

于上游城市；而在第 ２ 天当天气为雾时情况则相反，由于湖面大气较弱的上升运动使得大气颗粒物

不容易被扩散稀释，且湖泊强大的水汽源影响有助于气溶胶和颗粒物的生成进而使得湖面颗粒物

浓度大于周围城市。 此外还发现在两种天气下，颗粒物浓度都存在无锡区域最高，湖心区域次之，苏
州区域较低的特征。 并且，在雾天不同粒径颗粒物间变化的相关系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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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大气颗粒物是目前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

染物，对大气能见度、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造成较

重影响［１］。 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颗粒物随着大气

活动扩散到各个区域，再通过干湿沉降到地面或是

水体中［２］。 而附着在大气颗粒物的细菌、病毒等微

生物以及有机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对水体和水面

生物易造成不利影响［３，４］。 由大气污染引发的以湖

沼为代表的地表水污染，曾经给欧美地区多国的资

源与环境造成严重破坏［５，６］。 在美国，ＶａｎＣｕｒｅｎ， ｅｔ
ａｌ［７］曾在塔霍湖（Ｌａｋｅ Ｔａｈｏｅ）上对湖岸线周边进行

了一次大气颗粒物粒径浓度分布与区域风场的关系

研究，发现沿岸湖区的颗粒物浓度升高主要是因湖

岸附近人为排放和随湖陆风交换导致，但其观测研

究并未深入湖心进行。
中国对大气颗粒物的大范围深入研究起步较

晚，对水体和颗粒物之间的观测研究早期主要集中

以近海海雾为基础的研究［８］。 太湖作为长三角地

区一个重要的下垫面系统，其颗粒物浓度变化与区

域间颗粒物的变化有存在相互影响，尤其与风向的

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徐记亮等［９］通过 ＡＥＲＯＮＥＴ 太

湖站提供的资料，结合 Ｍｉｅ 散射理论分析对数正态

谱分布的气溶胶光学厚度随波长的变化趋势，以及

微物理特征分析；潘一新等［１０］曾通过用反演得到的

气溶胶光学厚度和实测的湖面气溶胶光学厚度对太

湖区域进行大气校正。 然而，对太湖湖心及湖岸等

区域中不同粒径的大气颗粒物浓度观测时空变化研

究目前还少。 因此，本文运用光学粒子计数器在太

湖环湖高频率测量超细、细和粗颗粒物（即 ＰＭ０ ５、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的浓度，辅以对应时刻气象条件信息

作为参考（包括 ＥＣＭＷＦ 的风场、流场和太湖通量网

实测的湖面水平垂直风速风向），并通过比对相同

时间的湖岸周围主要城市（包含苏州和无锡）的大

气颗粒物监测数据，分析了太湖区域在不同天气下

大气颗粒物的浓度分布特征和变化特点。

１　 资料选取和方法

１．１　 观测仪器工作原理

本次实验通过湖面上乘船环湖观测不同粒径的

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观测仪器采用的是便携式光

学粒子计数器（ＣＥＭ⁃ＤＴ⁃９８８０，深圳华盛昌机械实业

有限公司），其基本原理是依靠光学传感器的探测

激光经尘埃粒子散射后被光敏元件接收并产生脉冲

信号，该脉冲信号被输出并放大后进行数字信号处

理，通过与标准粒子信号进行比较后将对比结果用

参数表示出来。 由于空气中微粒对光的散射和微粒

大小、光波波长、微粒折射率及微粒对光的吸收特性

等因素有关。 因此就散射光强度和微粒大小之间存

在一定规律，即微粒散射光的强度随微粒的表面积

增加而增大，这样只要测定散射光的强度就可推知

微粒的大小。 而每个粒子产生的散射光强度很弱，
是一个很小的光脉冲，需要通过光电转换器的放大

作用，把光脉冲转化为信号幅度较大的电脉冲，然后

再经过电子线路的进一步放大和甄别，从而完成对

大量电脉冲的计数工作，然后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

可换算出较为准确的质量浓度［１１］。
１．２　 观测方法和资料处理

观测期间在乘船在湖上每隔 ３０ ｍｉｎ 对 ＰＭ０ ５、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的质量浓度（误差±５％）进行观测，部
分区域加密，每次观测连续测量 １０ ～ １５ 次，耗时

２ ｍｉｎ左右，滤除异常数据后取其平均作为测量点区

域的代表值；湖岸城市数据采用环境监测站发布的

逐小时颗粒物浓度数据。 在观测同时通过 ＧＰＳ 对

每一个观测点进行定位并记录地理坐标；天气背景

场的资料来源于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Ｍｉ⁃
ｃａｐｓ）中对应时段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
ＷＦ）细网格客观分析及预报数据资料，且因为大气

颗粒物一般大量聚集于边界层内，也就是在 １～２ ｋｍ
高度以下的区域内，而冬季低温会导致边界层顶高

度较夏季低（＜１ ｋｍ），对大气颗粒物的扩散稀释能

力较弱［１２，１３］，因此资料选取 ９２５ ｈＰａ 等压面高度

（一般为 ７００ ｍ 左右）流场图作为边界层上部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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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分析以及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等压面高度流场图作为边

界层下部即近地（湖）面的气流轨迹分析，其中资料

空间分辨率（０ ２５°×０ ２５°），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ｈ。 同

时利用耶鲁⁃南信大大气环境中心在太湖湖面建立

的太湖通量网湖面站点的风速风向计 （ ｍｏｄｅｌ
０５１０３；Ｒ Ｍ Ｙｏｕ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 Ｃｉｔｙ、 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连续实测的每 ３０ ｍｉｎ 水平风速风向数据及三

维超声风速风向仪（ｍｏｄｅｌ ＣＳＡＴ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连续实测的每 ３０ ｍｉｎ 垂直风速数据作为湖面

近湖层水平和上升运动的参考量。

图 １　 环太湖观测路径点示意图和观测点数据所代表
区域分区图（红色方点路径为 １１ 月 １５ 日观测路径；

蓝色圆点路径为 １１ 月 １６ 日观测路径；
１１ 月 １５ 日的 １、２５ 号点与 １６ 日的 １、１０ 号点重合）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ｏｔ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ｏｎｅ ｉｓ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１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２５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ｉｎｔ １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１０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１ ３　 观测路径

图 １ 为本次环湖实验的路径图。 观测期内，湖
区都未有强对流天气系统以及强冷空气经过。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颗粒物观测沿红色方形点路径

逆时针行进，共观测 ２５ 个点；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沿

蓝色圆形点顺时针行进，共观测 １０ 个点。 根据大气

颗粒物浓度的分布特征，每一个观测点均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较稳定天气背景场下周围区域的浓度

特征［１４］。
本文依据观测点和湖区下垫面特征将观测区域

划分为 ＡＢＣＤ ４ 个区域： Ａ 区为梅梁湾近无锡市区

域；Ｂ 区为湖心区域；Ｃ 区为湖心离岛群近西山岛区

域；Ｄ 区为避风港近苏州市区域。
此外，为了更准确的分析湖面近湖层高度的气

象因子，本文利用太湖通量网站点所提供的实测气

象要素数据作为参考，并根据站点的位置以及相应

代表区域 ［１５］，将观测期间梅梁湾站点的气象观测

数据作为 Ａ 区所有观测点的气象因子参考量，平台

山站点的数据作为 Ｂ、Ｃ 区所有观测点的气象因子

参考量，避风港站点的数据作为 Ｄ 区所有观测点的

气象因子参考量。
１ ４　 观测期间气象条件分析

１ ４ １　 湖面垂直运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根据图 ２ａ 中 ３ 个站点所测

的观测区域湖面的近湖层垂直风速，可见当日观测

期间 Ａ 区的上升运动很弱，在 １０ 时前还有较弱的

下沉气流，不利于颗粒物的扩散。 然而在 Ｂ 区和 Ｃ
区以及 Ｄ 区，期间上升运动较好，有利于颗粒物的

扩散。 同时，Ａ 区和 Ｄ 区的上升运动强度在临近中

午开始加强，但湖面却无此特点并有一定的下降趋

势。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根据图 ２ｂ 中 ３ 个站点所测

的观测区域湖面的近湖层垂直风速，并对比前 １ ｄ
的变化特征可见，１６ 日的湖心同时刻的上升运动强

度弱于前 １ ｄ，同时观测记录显示在观测期间湖面有

雾，也表明底层大气背景较前 １ ｄ 更稳定，不利于颗

粒物扩散。 而各区域对比情况与前 １ ｄ 相似，其中

当日观测期间 Ａ 区的上升运动很弱，在 １１ 时前还

有较弱的下沉气流，不利于颗粒物的扩散。 然而在

Ｂ 区和 Ｃ 区以及 Ｄ 区，期间上升运动好于 Ａ 区，但
总体相比前１ ｄ同期的上升运动强度依旧较低。
１ ４ ２　 颗粒物水平输送以及上游排放源

湖面水体本身无法产生大量的颗粒物，因此在

湖面上所检测到的颗粒物浓度大部分应来自周围城

市的扩散输送，但湖面水体大量的水汽又是促成有

助于气溶胶生成并稳定存在的因素之一［１６］。 观测

期间，根据两个等压面高度的流场确定大气颗粒物

的上游城市排放源。 同时通过太湖通量网站点所测

的实时风向风速值作为辅助分析。 由图 １ 可知，太
湖周边有可能成为上游污染源的城市或地区包括北

面的无锡市、东面的苏州市、南面的湖州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根据图 ３ａ、ｂ 的 ９２５ ｈＰａ 等

压面高度流场和图 ３ｃ⁃ｆ 的近地面流场，可见在边界

层高层 ０８—１７ 时（北京时间，下同）以东南气流为

主，结合地面流场所显示的偏东气流转东南气流可

知上午在观测区域 Ａ 区的梅梁湾内，影响湖面颗粒

物浓度的城市排放源应主要是无锡市，而观测区 Ｂ、
Ｃ、Ｄ 区的城市排放源则是苏州市。 同时，偏东气流

带来的气团包含一部分来源于海洋输送气团，所以

气团较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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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ａ）１５ 日和（ｂ） １６ 日湖面各区域近湖层垂直风速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ａ）１５ ａｎｄ （ｂ）１６，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ＭＬＷ，ＰＴＳ ａｎｄ ＢＦ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ｚｏｎｅ Ａ，Ｂ ａｎｄ Ｃ）

图 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１６ 日各时刻 ９２５ ｈＰａ 等压面高度流场图（ａ、ｂ、ｇ、ｈ）和地面流场图（ｃ、ｄ、ｅ、ｆ、ｉ、ｊ）
（黑色箭头为太湖位置和湖面气流方向；圆形点位置为无锡，方形点位置为苏州）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ｂ，ｇ，ｈ）９２５ ｈＰ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ｃ，ｄ，ｅ，ｆ，ｉ，ｊ）ｇｒｏｕ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ａｎｄ １６，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ｒｒｏ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ａｉｒｆｌｏｗ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ｄｏｔｓ ａｒｅ Ｗｕｘ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ｏｔｓ ａｒｅ Ｓｕｚｈｏｕ）

在次日 １１ 月 １６ 日，根据图 ３ｇ、ｈ 的 ９２５ ｈＰａ 等

压面高度流场和图 ３ｉ、ｊ 的近地面流场，可见在边界

层高层 ０８—１１ 时以偏北气流为主，同时，偏北气流

带来的气团基本来源于大陆输送气团，所以气团污

染程度比前 １ ｄ 高。 结合地面流场所显示的持续偏

北气流可知在观测期间影响湖面颗粒物浓度的城市

排放源应包括来自无锡市输送以及大气层中未沉降

的大气颗粒物等。 而当日 ０８—１１ 时苏州和无锡的

天气皆为雾，并根据避风港站点的风向风速实测值

显示，０７—０８ 时湖面为静风，所以 Ｄ 区的颗粒物浓

度还受到苏州区域的城市排放源排放扩散影响。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大气颗粒物粒径浓度分布场

根据上述分析的污染排放源输送路径和扩散区

域，并根据各观测点位置，本文在做 １１ 月 １５ 日的大

气颗粒物比对时，在 １～８ 号点（Ａ、Ｂ 区）将无锡市作

为主要上游城市排放源参考城市点，而 ８ 号点区域

以后至当天观测结束，将苏州市作为主要上游城市

排放源参考城市点，并且，根据图 ３ａ、ｂ 的 ９２５ ｈＰａ
等压面高度流场可知由于边界层高层有东南气流，
因此来自苏州市的产生的大气颗粒物也有可能输送

到 １～８ 号点（Ａ、Ｂ 区）区域，因此本文在统计时在 １
～８ 号点时，也加入苏州市的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浓度值进

行比较分析。 如图 ４ 所示，颗粒物浓度值在湖面和

城市排放源之间对比差异明显，城市排放源的

ＰＭ１０、ＰＭ２ ５浓度皆高于湖面，并且，从近无锡区域到

湖心区域的浓度随离岸距离增加跌幅很大，湖泊区

域（包含 Ｂ 区和 Ｃ 区）的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的颗粒物浓

度始终小于上游城市的 ＰＭ２ ５ 和 ＰＭ１０ 的颗粒物浓

度。 因为气流上升运动是有利于颗粒物扩散的条

件，因此根据湖面观测各点对应区域的站点所测的

实时风向风速和垂直风速显示，由 Ａ 区到 Ｂ、Ｃ 区的

２２８ 气　 　 象　 　 科　 　 学　 　 　 　 　 　 　 　 　 　 　 　 　 　 　 　 ３６ 卷



图 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环湖及湖城 ＰＭ 质量浓度变化
（包含湖面质量浓度变化和对应整点时刻上游城市的质量浓度值）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浓度降低与湖面逐渐增加的风速和上升运动增强有

关，而到了 Ｄ 区以后颗粒物浓度持续保持低值也与

观测点所在区域相比其他区域更强的上升运动有

关。
此外湖面与地面不同的下垫面特点，使地面上

空的大气颗粒物通过自然沉降或湿沉降等地气交换

形式到达地面以后，会因干燥后形成或析出的凝结

核，但由于地面无法继续将其固定住，颗粒物容易随

地气交换从重新进入大气中，与空气中的水汽结合

形成二次气溶胶（ＳＯＡ），致使大气颗粒物浓度再次

升高［１７］。 而在湖面上，一部分大气颗粒物的凝结核

具有可溶解性，其通过湖气交换进入水中后会溶解，
另一部分不可溶的大气颗粒物，由于水的黏性系数

比空气大，也很难像颗粒物沉降到地面一样容易再

次被带入大气中，因此使得当日湖面大气颗粒物浓

度明显低于城市大气颗粒物浓度。 另外，如图 ５ 所

示，当日观测区域较好的上升运动有助于湖面观测

区域的颗粒物扩散稀释，以及高空偏东气流带来较

干净的气团，在湖面没有密集的排放源补充的前提

下，有利于使得湖面的颗粒物浓度值低于城市的颗

粒物浓度值。
另外，图 ６ 显示 １１ 号点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出现了一

个较明显的向上波动，根据当时的观测记录备注，当
时 １１ 号点的观测进行期间，有一艘柴油机运输船在

观测船的距离 ５０ ｍ 左右的东南方向航道相向驶过，
并有轻微黑烟排放，根据当时临近的平台山站的实

测值，如图 ５ 所示，风向为东南风，因此观测船相较

图 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环湖各观测点实时
水平风向风速和垂直风速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ａｋｅ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４

于运输船正好处于下风向，因此受运输船排放影响，
导致当时 １１ 号点位的观测浓度上升。 由于湖面空

间广阔且排放量相对较小，以及太湖航道本身行驶

船舶很少，其导致颗粒物浓度上升的幅度并不大，１２
号点的浓度值已开始回到正常序列，由此可见，船舶

的排放在湖面上很快就能扩散稀释。

图 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环湖各观测点
实时水平风向（箭头）、风速和垂直风速的变化

（注：３ 号点由于所处 Ｄ 区和 Ｂ 区交接且接近平台山站点和
避风港站点中间，因此其风速等值为两站点实测值均值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ａｋｅ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ｚｏｎｅ Ｄ ａｎｄ ｚｏｎｅ Ｂ，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ＰＴＳ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ＢＦＧ 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ｔｅｓ）

１１ 月 １６ 日观测的湖泊区域内 １０ 个点的浓度

值与沿岸城市的浓度值比对结果如图 ７ 所示。 但如

３２８６ 期　 汤天然，等：太湖及与湖岸城市间大气颗粒物分布特征分析



图 ６ 所示，由于观测区对应时期的上升运动较前一

日有减弱，整体浓度值由于较前一日更高，但湖面趋

势依旧是 Ａ 区浓度大，Ｄ 区浓度小，Ｂ 区 Ｃ 区浓度

居中。 正常情况下，ＰＭ１０的浓度应大于 ＰＭ２ ５的浓

度，但是在 １６ 日的 ０７ 时和 ０８ 时，即观测船还位于

近苏州区域（Ｄ 区）时，苏州站出现了同期的 ＰＭ２ ５

浓度值（０７ 时为 ５５，０８ 时为 ５８）大于 ＰＭ１０ 浓度值

（０７ 时为 ４９， ０８ 时为 ５１） 的情况。 由于在雾天

ＰＭ２ ５浓度较准确，ＰＭ１０浓度测量方式易导致所测浓

度偏低［１８］，因此本文将苏州站两个时间点（０７ 时和

０８ 时）的 ＰＭ１０浓度不再列入，只考虑 ＰＭ２ ５，而如图

图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环湖及湖城 ＰＭ 质量浓度变化
（包含湖面质量浓度变化和对应整点时刻上游城市的质量浓度值）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１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Ｍ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７ 可知，观测周期内湖城对比呈现出与前一日相反

的情况，即湖面的颗粒物浓度大于城市的颗粒物浓

度。 根据当日的记录，从出发点苏州市西山岛到船

舶回到无锡市梅梁湾，湖面天气状况始终为雾，以及

相比前一日更弱的上升运动，使得近湖层大气趋于

静稳不利于大气颗粒物扩散。 同时，由于夜晚和早

晨的湖雾，水汽增加，温度降低，饱和的水汽有助于

较小的颗粒物碰撞凝结或吸湿胀大形成较大的颗粒

物，使得湖面更多船舶排放的超细颗粒物转化成

ＰＭ０ ５，同时 ＰＭ０ ５也在转换成 ＰＭ２ ５或 ＰＭ１０，导致浓

度升高，并在雾天长期维持［１９，２０］。 另外，根据观测

记录，在苏州区域（Ｄ 区），Ｂ 区东南部，湖层生物主

要是水草，水质较清，溶解度好，而往北进入近无锡

区域（Ａ 区），湖面水华现象严重，阻碍湖气交换，并
且水中生物减少降低了湖泊对称将颗粒物的消化能

力，以及水华微生物进入大气形成二次气溶胶［２１］，

最终导致湖面颗粒物浓度升高。
　 　 根据表 １ 所得出的两日 ３ 种粒径的颗粒物浓度

变化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两日观测的所

有 ＰＭ２ ５、ＰＭ１０和 ＰＭ０ ５ 浓度变化均存在显著相关。
然而表 ２ 却显示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ＰＭ１０及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０ ５

之间相关系数略低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 究其原因，应该

在于 ＰＭ０ ５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光化学反应，１１ 月 １５
日观测期间上午和中午天气皆为晴天，而 １１ 月 １６
日观测期间天气为雾，晴好天气的紫外线辐射加速

了大气中光化学反应和二次气溶胶的生成速率，使
得 ＰＭ０ ５的变化不确定性增强［２２］，并影响其与 ＰＭ２ ５

和 ＰＭ１０的相关性。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及 １６ 日所有环湖观测的

各粒径间质量浓度值变化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ａｎｄ １６， ２０１４

ＰＭ０ ５ ＰＭ２ ５

ＰＭ２ ５ ０ ９９３∗∗ －

ＰＭ１０ ０ ９７５∗∗ ０ ９９１∗∗

注：∗∗表示 α＝ ０ ０１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和 １６ 日逐日环湖观测的

各粒径间质量浓度值变化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ａｎｄ １６， ２０１４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ＰＭ０ ５ ＰＭ２ ５ ＰＭ０ ５ ＰＭ２ ５

ＰＭ２ ５ ０ ９５４∗∗ － ０ ９８５∗∗ －

ＰＭ１０ ０ ９０７∗∗ ０ ９７４∗∗ ０ ９７７∗∗ ０ ９９２∗∗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３　 结论

（１）太湖区域在雾天和非雾天（晴天和阴天）时
颗粒物在湖面的空间分布特征相同，但湖面颗粒物

浓度与城市颗粒物浓度对比特征相反。
（２）太湖区域在雾天各粒径颗粒物变化相关程

度高于非雾天（晴天和阴天）。
（３）太湖区域受到偏北气流影响时区域的湖面

和城市颗粒物浓度会高于受偏东气流影响时的颗粒

物浓度。
（４）太湖区域内湖面行驶船舶的排放同样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排放源，会导致行驶区域一定范围内

大气颗粒物浓度迅速升高，但因排放量和空间密度

４２８ 气　 　 象　 　 科　 　 学　 　 　 　 　 　 　 　 　 　 　 　 　 　 　 　 ３６ 卷



远小于城市的排放量和空间密度，尤其在湖面底层

大气上升运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会被快速扩散稀

释。

参　 考　 文　 献

［１］ 　 张蓬勃， 金琼， 陆晓波，等．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持续性霾天气中影响

污染程度的气象条件分析． 气象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６ （１）： １１２⁃１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ｂｏ，ＪＩＮ Ｑｉｏｎｇ，ＬＵ Ｘｉａｏｂｏ，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ｈａｚ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ｎ
Ｊｕ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３６
（１）： １１２⁃１２０．

［２］ 　 汤天然， 陈建楠， 李广前， 等． 降雨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及人

工降雨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的探讨． 贵州气象， ２０１３， ３７（４）： ３５⁃
３７．
ＴＡＮＧ Ｔｉａｎｒａｎ，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
ｓｉｎｇ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３， ３７（４）： ３５⁃３７．

［３］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 Ｃｒｕｔｚｅｎ Ｐ Ｊ， Ｌｅｌｉｅｖｅｌｄ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ｄｏ⁃Ａｓｉａｎ ｈａｚｅ．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０６
（Ｄ２２）： ２８３７１⁃２８３９８．

［４］ 　 马梁臣， 银燕． ２００９ 年石家庄地区大气气溶胶的飞机探测研

究． 气象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４７⁃５３．
ＭＡ 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 ＹＩＮ Ｙ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４７⁃５３．

［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 Ｊ， Ｂｌｏｍｑｖｉｓｔ Ｐ， Ｒｅｎｂｅｒｇ Ｉ．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ｌ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ａｋｅ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ｌａｋｅｓ． Ｅｕｒ． Ｊ． Ｐｈｙｃｏｌ．， １９９７， ３２
（１）： ３５⁃４８．

［６］ 　 Ｗｈｉｔｅ Ｃ Ｃ， Ｓｍａｒｔ Ｒ， Ｓｔｕｔｔ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ｔｏ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 １９９９， １４ （ ８）：
１０９３⁃１０９９．

［７］ 　 ＶａｎＣｕｒｅｎ Ｒ， Ｐｅ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Ｌａｓｈｇａｒｉ Ａ，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ｌａｋｅ—２—Ａｅｒｏ⁃
ｓ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Ｌａｋｅ Ｔａｈｏｅ， ＣＡ． Ａｔｍｏ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２０１２，
４６： ６３１⁃６４４．

［８］ 　 安礼政， 江静， 周洋． 东亚夏季风环流对气溶胶分布的影响．
气象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５（１）： ２６⁃３２．
ＡＮ Ｌｉ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５， ３５（１）： ２６⁃３２．

［９］ 　 徐记亮， 张镭， 吕达仁． 太湖地区大气气溶胶光学及微物理特

征分析． 高原气象， ２０１１， ３０（６）： １６６８⁃１６７５．
ＸＵ Ｊ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ＬＹＵ Ｄａｒ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ｅｔｅ⁃
ｏｒｏｌｏｇ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１， ３０（６）： １６６８⁃１６７５．

［１０］ 潘一新， 胡方超， 汪柳红， 等． 太湖地区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分

布及其在大气校正中的应用． 大气科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６（３）：
３６１⁃３６６．

ＰＡＮ Ｙｉｘｉｎ， ＨＵ Ｆａｎｇ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０１３， ３６（３）： ３６１⁃３６６．

［１１］ 顾芳， 杨娟， 卞保民， 等． 基于平均质量的悬浮颗粒物的质量

密度算法． 光学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９）： １７０６⁃１７１０．
ＧＵ Ｆ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ＢＩＡＮ Ｂａ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ｍａ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ｓｓ． 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００７， ２７（９）： １７０６⁃１７１０．

［１２］ Ｓｔｕｌｌ Ｒ Ｂ．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Ｋｔ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８： ３２．

［１３］ Ａｗａｓｔｈｉ Ａ，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Ｒ， Ｍｉｔｔａｌ Ｓ Ｋ，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ｕｎｊａｂ， Ｉｎｄｉ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ｏｎｉｔ．， ２０１１， １３（４）： １０７３⁃１０８１．

［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ＡＯ Ｆ．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Ｍ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ａ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Ｓｃｉ． Ｒｅｐ．， ２０１５， ５： １４８８４．

［１５］ Ｌｅｅ Ｘ， ＬＩＵ Ｓ， ＸＩＡＯ 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ｅｄｄｙ ｆｌｕ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 Ｂｕｌｌ． Ａｍ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 Ｓｏｃ．， ２０１４， ９５
（１０）： １５８３⁃１５９４．

［１６］ 汤鹏宇， 何宏让， 阳向荣． 大连海雾特征及形成机理初步分

析． 干旱气象， ２０１３， ３１（１）： ６２⁃６９．
ＴＡＮＧ Ｐｅｎｇｙｕ， ＨＥ Ｈｏｎｇｒ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ａ ｆｏｇ ｉ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３， ３１（１）：
６２⁃６９．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Ｙ， 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Ｋ， Ｆｕ Ｐ．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
ｕｂｌｅ 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ｔｍｏｓ． 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 ２０１６，１６：６４０７⁃６４１９．

［１８］ 张宇烽．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监测数据“倒挂”成因浅析． 广东化工，
２０１３， ４０（１２）： １７０⁃１７１， １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ＰＭ１０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３， ４０
（１２）： １７０⁃１７１， １４１．

［１９］ Ｋｕｍａｒ Ｐ， Ｋｅｔｚｅｌ Ｍ， Ｖａｒｄｏｕｌａｋｉｓ Ｓ，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
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４２（９）：
５８０⁃６０３．

［２０］ ＷＵ Ｃ Ｄ， Ｍａ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Ｐ， Ｍｅｌｌｙ Ｓ， ｅｔ 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ｎｅａｒ⁃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Ｊ． Ｅｘｐｏ． Ｓｃ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１４， ２４（３）： ２９７⁃３０４．

［２３］ 陈莹，庄国顺，郭志刚． 富营养化淡水湖营养盐的大气沉降． 地

球科学进展， ２０１０，２５（７）：６８２⁃６９０．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Ｇｕｏｓｈｕｎ， ＧＵ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ｏｃｅａ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０，２５（７）：
６８２⁃６９０．

［２４］ 安俊琳， 王跃思， 李昕， 等． 北京地面紫外辐射与空气污染的

关系研究． 环境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９（４）： １０５３⁃１０５８．
ＡＮ Ｊｕｎ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ｓｉ， ＬＩ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Ｖ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８， ２９（４）： １０５３⁃１０５８．

５２８６ 期　 汤天然，等：太湖及与湖岸城市间大气颗粒物分布特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