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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大气氮氧化物（ＮＯ 和 ＮＯ２）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ＴＶＯＣｓ）在太阳辐射条件下生成大气臭氧

（Ｏ３）这一反应原理，选取云贵高原地区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生态系统开展大气臭氧污染特征及生成机制研究，
并以昆明城区大气臭氧污染特征为对照，采集大气臭氧、氮氧化物及挥发性有机物样品，分析高速路－森林接

触带大气污染物浓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受气象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夏季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存在强烈的大

气光化学反应，臭氧质量浓度为 ９１．８３ μｇ ／ ｍ３，高于其他季节，气温及太阳紫外指数与其浓度变化显著正相关；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大气 Ｏ３ 生成对周边 ＮＯ２ 浓度变化最为敏感，说明减少机动车尾气中 ＮＯｘ 排放将有利于此

区域臭氧污染的控制．
关键词：高原地区；高速路；森林；臭氧；敏感性；昆明

中图分类号：Ｘ ５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８－７９７１（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１５－１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近地层大气臭氧浓度超标率及高值持续时间

逐年增加，逐渐成为我国城市的首要大气污染物．
近地面臭氧主要是由大气光化学反应生成的，其生

成速率主要受 ＮＯ、ＮＯ２ 和 ＶＯＣｓ 等前体物浓度和

气象条件的影响，城市光化学烟雾是人类活动造成

的典型 Ｏ３ 污染现象，已经成为倍受瞩目的区域性

大气环境问题［１－５］ ．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高速公路建设迅速

扩张，贯穿了很多森林、草场和农田等自然生态系

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高速路－生态系统接触带．这
种特殊的接触带区域既含有高速路机动车尾气带

来的大量 ＮＯｘ，又含有大量反应活性强的天然源

ＶＯＣｓ 气体［６－９］，使得高速路－生态系统接触带极易

发生光化学反应．
本文针对云南森林覆盖率高、空气颗粒物浓度

低、太阳辐射强度高、空气湿度低、高速路多穿越森

林生态系统等有利于光化学反应进行的环境和人

类活动特征，开展云南高原地区高速路附近大气

Ｏ３ 生成机理研究，获取光化学烟雾的关键污染物

Ｏ３ 及其前体物（ＮＯｘ 和 ＶＯＣｓ）的浓度分布特征，探
讨区域大气污染物传输规律，分析气象条件场对

Ｏ３ 生成的影响，明确高原地区高速路－森林接触带

大气 Ｏ３ 生成的敏感物质，为有效控制相关区域臭

氧污染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

１　 样品采集及处理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时间频率　 为清晰认识高速路－森
林接触带大气污染特征及臭氧生成影响因素，本文

分别选取了杭瑞高速昆明至石林高速东南 ５５ ｋｍ
处清水沟路段（２４°５５′Ｎ，１０３°０２′Ｅ）和沪昆高速昆

明至上海高速方向 ６０ ｋｍ 处兔耳关路段（２５°１１′Ｎ，
１０２°５５′Ｅ）两个试验采样点（较高的森林覆盖率），
并且选取昆明市五华区东风广场（１０２°４３′Ｅ，２５°
０２′Ｎ）（市中心监测点）、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环

工楼（１０２°５１′Ｅ，２４°５１′Ｎ）（郊区监测点）作为对比

点，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春季（４、５ 月）、夏季（６、７、８
月）、秋季（１０、１１ 月）及冬季（１２、１、２ 月），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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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５ 天时间进行采样．
１．２　 采样分析　 为有效观测高速路－森林接触带

各种大气污染物的变化特征，本次实验采用高精度

和高时间分辨率便携设备获取大气臭氧、挥发性有

机物、氮氧化物及气象要素数据．
１．２．１　 ＮＯｘ 监测分析　 对 ＮＯｘ 的分析方法遵循国

标法手工样品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ＨＪ ４７９—２００９）》，使用北京市劳动保护科

学研究所生产的 ＱＣ－１Ｓ 型气体采样仪，该气体采

样仪负载能力大于 １．０ Ｌ ／ ｍｉｎ （４ ｋＰａ），流量范围

０．１ ～ １．５ Ｌ ／ ｍｉｎ，流量误差≤５％，定时范围 ０ ～ ９９
ｍｉｎ 内，误差≤０．１％．采样时间间隔 ６０ ｍｉｎ，能够长

时间连续运行，满足实验需求．
１．２．２　 ＶＯＣｓ 监测分析　 美国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ｎｓｅＴＭ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ｅｒ （ＧＲＡＹＷＯＬＦ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ＵＳＡ）：对大气 ＴＶＯＣ 监测体积比精度为

１．０×１０－９，采样时间间隔 ６０ ｓ．另外，该设备同时可

以分析 ＮＯ 和 ＮＯ２ 气体，监测精度可达到 ０． １
μｇ ／ ｍ３ ．
１．２．３　 Ｏ３ 监测分析　 使用美国 ２Ｂ ＭＯＤＥＬ １０６Ｍ
紫外臭氧分析仪，测量监测精度大于 ３．２０ μｇ ／ ｍ３，
采样时间间隔 １０ ｓ，流量 １ Ｌ ／ ｍｉｎ （美国 ２Ｂ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公司） ．
１．２．４　 气象因素观测　 使用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２ＴＭ 气象

站，可持续监测风速、风向、温度、太阳辐射、紫外指

数、降雨、湿度、大气压强等气象数据（Ｄａｖ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ＵＳＡ） ．
１．３　 质量保证与控制　 本实验所有设备在使用之

前都进行了校准和标定，设备使用操作符合规范，
采样监测期间每天进行 １ 次平行样品和空白样品

监测实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季节浓度变化规

律　 将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和郊区监测点不同季

度 Ｏ３、ＮＯ、ＮＯ２ 和 ＴＶＯＣ（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
浓度数据做算术平均，获得春（４、５ 月）、夏（６、７、８
月）、秋（１０、１１ 月）和冬季（１２、１、２ 月）的污染物季

节浓度均值，以评价不同环境区域 Ｏ３ 及其前体物

的污染状况，并与文献数据进行比较，如表 １．
在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监测点，Ｏ３ 质量浓度表

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在郊区监测点（昆明

理工大学呈贡校区），Ｏ３ 质量浓度表现为春季＞秋

季＞夏季．２ 个监测点 Ｏ３ 质量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国家二级标准（１６０ μｇ ／ ｍ３），但在高速路夏季

（监测最大值 １７３．３９ μｇ ／ ｍ３）和郊区春季（监测最

大值 １８３．０２ μｇ ／ ｍ３），臭氧质量浓度存在超标现象；
ＮＯｘ 季节质量浓度均超过国家年平均二级标准（５０
μｇ ／ ｍ３） ．市中心作为对比点，监测仅选取光化学反

应发生的典型季节：夏季，污染物（Ｏ３、ＮＯ 和 ＮＯ２）
季度平均值分别为 ４３．４４、４６６．５８ μｇ ／ ｍ３ 和 ４４．０３
μｇ ／ ｍ３，ＴＶＯＣ 体积分数为 ４５．７１×１０－９ ．

作为光化学反应的重要气象条件，光照对化学

反应产物 Ｏ３ 的季节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
浓度的 Ｏ３ 需要充足的前体物（ＮＯｘ、ＶＯＣｓ 等）、强
太阳紫外辐射、高温等有利的气象条件．夏季，大量

的汽车尾气排放及高覆盖率的植被为高速路－森
林接触带发生光化学反应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区域

内大气 ＮＯｘ 的质量浓度约为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

区监测点的 ２ 倍；接触带范围内 ＴＶＯＣ 浓度的检测

结果低于郊区，但 Ｏ３ 的浓度表现为高速路－森林

接触带高于郊区浓度，其原因可以解释为：ＶＯＣｓ
决定 Ｏ３ 反应的起始速率，而 ＮＯｘ 决定 Ｏ３ 最终生

成量的相关机理造成的［１０－１６］ ．
２．２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小时浓度变化规

律　 图 １ 展示了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四季

小时浓度均值变化趋势，由于野外采样条件及大气

光化学反应高发时段的限制，本次实验监测污染物

浓度主要集中在早晨 ０７：００ 至下午 １７：００ 时段．不
同季节均发现 Ｏ３ 浓度曲线变化趋势呈抛物线型，
清晨与傍晚浓度低，午间浓度高，最低值出现在早

晨 ０７：００，随着太阳辐射强度的增加，Ｏ３ 浓度快速

升高，至午间 １３：００ 前后到达最高值，随后浓度持

续下降直至傍晚，同样的臭氧变化趋势也出现在八

达岭高速公路大气环境中［１７］ ．
从四季整体变化来看，高速路－森林接触带 Ｏ３

日波动趋势保持一致，质量浓度曲线幅度夏季

（３１．２４ ～ １２９． １７ μｇ ／ ｍ３ ） ＞ 春季 （ ２６． ７６ ～ １１６． ３５
μ ｇ ／ ｍ３）＞秋季（１１．６７～７９．０３ μｇ ／ ｍ３）＞冬季（７．３４～
６９．８９ μｇ ／ ｍ３），即夏季臭氧生成量最大，各个季节

Ｏ３ 波动范围均在国家二级标准（１６０ μｇ ／ ｍ３）以内．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晨 Ｏ３ 浓度起始曲线存在

交点，表明春季与夏季、秋季与冬季臭氧背景浓度

及整体浓度水平相近．ＮＯ 浓度曲线有明显的高峰

与低谷，早晨 ０７：００ 附近，ＮＯ 出现一个小高峰，随
下后浓度迅速降，在０８：００前后到达低谷，浓度曲

６１４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ｎｄｘｘｂ．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第 ３９ 卷



７１４第 ３ 期　 　 　 　 　 　 　 　 　 　 　 史建武等：高原地区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光化学臭氧形成机制研究



图 １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浓度小时均值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ｐｅｒ ｈｏｕ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ｆｏｒｅｓｔ

线再次上升并在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时到达一天中浓度

最高值，午后至傍晚浓度曲线呈持续下降趋势，在
一年不同季节呈现相同变化；ＮＯ２ 浓度曲线趋势与

ＮＯ 一致，同样存在“一谷一峰” ．氮氧化物晨间的

小高峰现象在四季均有出现，夏、秋季较为明显，有
文献指出［２３－２４］，ＮＯ 早晨的峰值可能与土壤微生物

活动的排放有关，同时，土壤微生物是不可忽视的

ＮＯ 排放源，土壤微生物排放的 ＮＯｘ 中，ＮＯ 占 ９５％
以上［２５］，Ａｌａｇｈｍａｎｄ ［２６］指出没有人为排放源的情

况下，早晨大量的 ＮＯ 来自土壤排放，Ｔｉｅ［２７］认为较

高高度排放的 ＮＯ 被较低的地表边界层所捕获导

致其早晨浓度的升高，同时夜间逆温层中的积累对

监测出 ＮＯ 的早间高浓度有一定的贡献［２８］ ．高速路

监测点附近人为活动稀少，周围是广阔茂密的森

林，且晨间车流量较少，约为 ３７ 辆 ／ ｍｉｎ，因此森林

土壤夜间排放的累积是氮氧化物清晨浓度值高的

主要原因．
２．３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与气象条件的关

系　 污染物浓度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排放源，天气条

件同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９］，研究指出，重污染

事件的发生主要归结为不利于扩散的天气条件，而
并非突然增加的排放源［３０］ ．Ｏ３ 的生成除了受前体

物浓度水平的制约，气象因素与污染物的排放、传
输、以及干湿沉降等方面密切相关，例如，温度、太
阳辐射、紫外指数以及云量对光化学反应的影

响［３１］，降水过程对污染物的清除［３２］，大气环流对

区域污染物传输促进［３３］ ．因此，我们在监测点对气

象条件同时进行了观测，如图 ２．一天中，温度呈现

缓慢上升的趋势，曲线波动较小，在下午 １５：００ 附

近最高，平均气温夏季（２７．７ ℃）＞春季（２２．４ ℃） ＞
秋季（１６．３ ℃）＞冬季（１２．４ ℃），监测时间段平均温

差约为 １２．３ ℃，臭氧前体物中 ＮＯ 与 ＮＯ２ 质量浓

度曲线变化趋势与温度较为相似．云南处于高原地

区，紫外指数（单位：２５ ｍＷ ／ ｍ２）全年较高，春、夏、
秋三季紫外指数较为相近，趋势曲线出现多次相交

且大于冬季，其波动范围夏季（（０．８８ ～ ８．１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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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 ｍ２）＞秋季（（０．５３ ～ ７．９９） ×２５ ｍＷ ／ ｍ２） ＞春季

（（０．５６～７．６０）×２５ ｍＷ ／ ｍ２） ＞冬季（（０．４６ ～ ６．７０） ×
２５ ｍＷ ／ ｍ２），约在 １３：００ 时出现峰值，此时 Ｏ３ 质量

浓度（１３：００ 附近）同样到达峰值时．而温度（１５：００
附近）的峰值则滞后于 Ｏ３ 和紫外指数，至傍晚，温
度及紫外指数降低时，Ｏ３ 的浓度水平也持续下降，
且 Ｏ３ 浓度曲线变化趋势与紫外指数保持良好的一

致性．这说明，当紫外指数达到最高值时气温并不

是最高，紫外指数作为衡量太阳辐射强度的主要指

标，Ｏ３ 的产生与太阳辐射密切相关，持续升高的温

度同样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促进了 Ｏ３ 的生

成．
大气压强日变化幅度较小，平均水平分别为冬

（８０８．２ ｈＰａ）＞秋（７６３．９ ｈＰａ） ＞春（７１９．３ ｈＰａ） ＞夏
（６８７．２ ｈＰａ），清早气压略高于傍晚，一天中总体趋

势持续下降，与 ４ 种污染物浓度曲线变化趋势差异

较大，无明显一致性．相对湿度受温度影响较大，曲
线变化趋势与温度相反，表现为早晚高中午低，清
晨相对湿度最大值：秋季（８０．１％）＞冬季（７４．９％）＞

夏季（７３．６％）＞春季（６６．８％），在午后 １５：００—１６：
００ 间达最低谷，此时为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刻，与
臭氧前体物中 ＴＶＯＣ 变化趋势表现出相似性．
２．４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与气象参数相关

性（表 ２） 　 通过对比污染物及气象因素小时浓度

变化趋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二者之间的

相关性，但变量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随机的共

同变化的关系，及这种关系的强弱程度还需进一步

讨论．因此，我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进一步

分析气象参数：温度（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紫外指数（ＵＶ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ｏｌｅｔ Ｉｎｄｅｘ）、压强（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和相对湿度

（Ｒ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由
表 ２ 可知，在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监测点，温度对

Ｏ３、ＮＯ 和 ＮＯ２ 的影响相似，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

性，而与 ＴＶＯＣ 显著负相关，四季相关性一致，这充

分说明高温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加快了前体

物 ＮＯ２ 与 ＴＶＯＣ 的生成与消耗，促进了 Ｏ３ 的循环

变化．
紫外指数与Ｏ３ 显著正相关，与ＴＶＯＣ显著负

图 ２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气象参数小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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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污染物与气象因素相关性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ｆｏｒｅｓｔ

季节 气温 紫外指数 气压 湿度 Ｏ３ ＮＯ ＮＯ２ ＴＶＯＣ

春 气温 １

紫外指数 ０．６２９∗ １

气压 －０．６１０∗ ０．０８２ １

湿度 －０．９７７∗∗ －０．６６８∗ ０．５４３ １

Ｏ３ ０．９０１∗ ０．８４８∗∗ －０．３３ －０．９４２∗∗ １

ＮＯ ０．８４２∗∗ ０．８４４∗∗ －０．３５１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９∗∗ １

ＮＯ２ ０．９１１∗∗ ０．９７５∗∗ －０．５０８ －０．９４４∗∗ ０．９６１∗∗ ０．９１４∗∗ １

ＴＶＯＣ －０．８６８∗ －０．８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９４３∗∗ －０．９２５∗∗ －０．６４３ －０．８４４∗ １

夏 气温 １

紫外指数 ０．５１７ １

气压 －０．８８２∗∗ －０．３６２ １

湿度 －０．９８５∗∗ －０．５６１ ０．９２４∗∗ １

Ｏ３ ０．７０２∗ ０．９５３∗∗ －０．５６５ －０．７５０∗∗ １

ＮＯ ０．９１３∗∗ ０．４３１ －０．７２１∗ －０．８４９∗∗ ０．５７２ １

ＮＯ２ ０．９８６∗∗ ０．５０６ －０．８１０∗∗ －０．９４９∗∗ ０．６７８∗ ０．９４１∗∗１

ＴＶＯＣ －０．７４１∗∗ －０．６４３∗ ０．８８９∗∗ ０．８３４∗∗ －０．７７４∗∗ －０．５３２ －０．６４９∗ １

秋 气温 １

紫外指数 ０．５３７ １

气压 －０．７９９∗∗ ０．０２ １

湿度 －０．９９４∗∗ －０．５７ ０．７６５∗∗ １

Ｏ３ ０．７５１∗∗ ０．９４３∗∗ －０．２８１ －０．７６９∗∗ １

ＮＯ ０．９２８∗∗ ０．５２７ －０．７５６∗∗ －０．９２５∗∗ ０．７３６∗∗ １

ＮＯ２ ０．９６８∗∗ ０．６２０∗ －０．６８６∗ －０．９７１∗∗ ０．７８９∗∗ ０．８８２∗∗ １

ＴＶＯＣ －０．８０６∗∗ －０．７３４∗ ０．３５５ ０．８３０∗∗ －０．７９０∗∗ －０．６７２∗ －０．８１９∗∗ １

冬 气温 １

紫外指数 ０．５９２ １

气压 －０．７３９∗∗ －０．００７ １

湿度 －０．９８９∗∗ －０．５０１ ０．７９５∗∗ １

Ｏ３ ０．６８４∗ ０．９３６∗∗ －０．１４１ －０．６２２∗ １

ＮＯ ０．８７４∗∗ ０．６６７∗ －０．７２０∗ －０．８１１∗∗ ０．７２６∗ １

ＮＯ２ ０．９８５∗∗ ０．７４２∗ －０．７３５∗ －０．９５５∗∗ ０．８５８∗∗ ０．８９２∗∗ １

ＴＶＯＣ －０．９２０∗∗ －０．８９８∗∗ ０．４１６ ０．８８０∗∗ －０．９４２∗∗ －０．７３６∗ －０．９２６∗∗ １

　 　 ∗∗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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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四季均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通过对比，温度

和臭氧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即置信区间在

９５％，紫外指数和臭氧则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即置信区间在 ９９％，因此，我们认为紫外指数与臭

氧的联系相对于温度更加紧密．紫外指数与 ＮＯｘ 的

相关性在四季中规律性不同，春、冬季显著正相关，
夏、秋季相关性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影响 ＮＯｘ 浓度

不仅仅是光化学反应的进行，还有机动车尾气氮氧

化物的持续排放，高速路车流量夏秋季高于春冬

季，尾气对氮氧化物浓度的贡献因此有所不同，但
紫外指数与 ＮＯｘ 整体仍呈现正相关性．光化学反应

的发生主要为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共存时，在
紫外射线的作用下会发生一系列氧化还原反应，太
阳辐射提供的紫外线直接参与光化学反应并遵循

各个物质的反应机理，为光化学反应发生提供了必

要条件，而温度主要表现在对光化学反应速率上的

促进作用．大气中水蒸气在光化学反应和湿气溶胶

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影响了紫外线光

通量［３４］ ．因此，相对湿度对 Ｏ３、ＮＯ 和 ＮＯ２ 的浓度

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性，ＴＶＯＣ 作为光化学反应的

反应物不断消耗，相对湿度在日出之后随着温度的

升高和太阳辐射也在不断降低，二者的曲线变化趋

势相似，导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当地面受高气压

控制时，大气越稳定，大气压力越高，污染物越容易

累积，从而污染物浓度升高［３５］，观测发现大气压强

与污染物季节浓度变化趋势完全相反，同时，污染

物日浓度曲线也与大气压强差异较大，因此压强与

污染物相关性不明显．

２．５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臭氧生成敏感性分析　
图 ３ 给出了不同季节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监测点

φ（ＴＶＯＣ） ／ φ（ＮＯｘ ） 浓度比值变化趋势． 比值受

φ（ＴＶＯＣ）与 φ（ＮＯｘ）变化综合影响，呈现出早晚高

午间低的特征，与 ＴＶＯＣ 体分数曲线变化趋势相

似，约在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时达到一天中最低值，此时

间段 Ｏ３、ＮＯ 和 ＮＯ２ 一天中浓度最大，ＴＶＯＣ 体积

分数最小．不同季节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监测点

φ（ＴＶＯＣ） ／ φ（ＮＯｘ）分别为：０．３６（春）、０．２５（夏）、
０．３５（秋）、０．３９（冬），远远小于城市典型大气条件

下 φ（ＶＯＣｓ） ／ φ（ＮＯｘ ）的临界值 ５． ５，ＮＯｘ 相对较

多，环境空气中大量 ＯＨ 自由基主要与 ＮＯｘ 反应，
从而抑制了 ＶＯＣ 氧化循环过程，导致 Ｏ３ 生成被抑

制，说明此时 Ｏ３ 生成的敏感物质为 ＮＯｘ ．
选取夏季天气条件良好时的监测数据进行分

析，给出了高速路－森林接触带监测点污染物浓度

小时值差趋势分布图，如图 ４．图中点的数值为该时

间点污染物浓度减去上一小时污染物浓度，正值代

表该时间点污染物相对于上一小时浓度升高，污染

物生成＞消耗，处于累积状态；负值代表该时间点

污染物相对于上一小时浓度降低，污染物生成＜消
耗，处于减少状态．从图 ４ 各种污染物浓度速率变

化上可以看出：Ｏ３ 浓度变化 １３：００ 之前处于累积

阶段，且 ＮＯ 与 ＮＯ２ 累积速率变化趋势一致，臭氧

累积速率随 ＮＯｘ 增加而上升，而此时段 ＴＶＯＣ 累

积速率变化不利于累积，与 Ｏ３ 变化趋势差异明显，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时段仅有 ＮＯ２ 与 Ｏ３ 浓度变化一致，
推断白天整个时段大气光化学Ｏ３ 生成对ＮＯ２ 浓

　 　 图 ３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 ＴＶＯＣ 与 ＮＯｘ 小时浓度比

值

　 　 Ｆｉｇ．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ＴＶＯＣ ／ ＮＯｘ ｐｅｒ ｈｏｕ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ｉｇｈ⁃
ｗａｙ－ｆｏｒｅｓｔ

　 　 图 ４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大气污染物浓度小时值差趋

势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ｈｏｕｒ ｖａｌ⁃
ｕ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ｆｏｒ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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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敏感性最强．

３　 结　 论

（１）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大气环境中存在明

显的光化学反应现象．ＮＯｘ 和 ＶＯＣｓ 在太阳辐射下

对 Ｏ３ 生成积累效应较为明显，表现为：日出至午

间，ρ（Ｏ３）持续升高；夏季，光化学反应最为剧烈，
其次分别是春季、秋季、冬季，但各个季节 ρ（Ｏ３）均
未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１６０ μｇ ／ ｍ３） ．

（２） 来自森林地区大范围的土壤微生物排放

和高速路机动车尾气是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区域

ＮＯｘ 呈现高浓度特征的主要原因，土壤微生物的排

放远低于高速路机动车尾气对 ＮＯｘ 的影响．ＶＯＣｓ
主要来自森林植被排放，其浓度水平与高速路机动

车数量没有明显关系，即受机动车尾气排放的贡献

较小．
（３） 在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区域，大气温度和

紫外指数对污染物的浓度有重要影响，它们与 Ｏ３、
ＮＯｘ 显著正相关，与 ＶＯＣｓ 显著负相关．

（４） 高速路－森林接触带区域的 ＶＯＣｓ ／ ＮＯｘ 呈

现出早晚高午间低的特征，比值分别为：０．３６（春）、
０．２５（夏）、０．３５（秋）、０．３９（冬），远远小于城市典型

大气条件下的临界值 ５．５，Ｏ３ 生成对 ＮＯ２ 浓度变化

最为敏感，说明减少高速路－森林接触带机动车尾

气中 ＮＯｘ 排放将有利于此区域臭氧污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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