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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预警·

一次典型灰霾天气过程及成因分析
陆晓波，许建华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３ ）
摘要：结合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２８ 日南京市出现的灰霾天气，利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卫星遥感监测秸秆焚烧
信息及后向轨迹模型等资料，对灰霾天气过程及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当晚大气扩散条件不利，周边地区秸秆焚
烧产生的大量气溶胶污染物在地面东北气流的引导下向南京市城区输送，使得大气监测点颗粒物浓度异常上升，导致能见
度恶化，形成了典型性重度灰霾污染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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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霾成为近年来环境热点问题之一，长江三角
洲是我国灰霾多发地带，位于其中的南京市霾天出
现频率呈升高趋势［ ］。气象条件是形成霾的主导
因素，大气中颗粒物是形成霾的物质条件。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２８ 日，南京市出现典型灰霾天气，笔者利
用气象和大气环境质量资料，剖析了本次成霾的过
程，初步分析了灰霾的成因。
１

典型灰霾天气过程分析
霾天气特征分析
１ １ 灰
灰霾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１９７９ 年气象
部门制定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将能见度小于
１０ ｋｍ 作
为霾的定量判定指标。而在实际观测中，
霾和雾都是能见度小于１０ ｋｍ 的天气现象，容易混
淆，其主要区别在于相对湿度上。吴兑等通过对城
市区域霾与雾的研究，建立了霾与雾的概念模型，
在能见度小于１０ ｋｍ 时，相对湿度小于等于８０％
为干霾；相对湿度在８０％ ～ ９５％ 之间为湿霾；相对
湿度大于等于９５％ ，为轻雾或雾。同时，还建立了
１

—１０ —

灰霾天气指数，能见度在５ ～ １０ ｋｍ 范围，为轻度灰
霾天气；能见度在２ ～ ５ ｋｍ 范围，为中度灰霾天
气；能见度小于２ ｋｍ ，为重度灰霾天气［ ］。
图１ 是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２７ 日至２９ 日每日４ 个
时次的能见度和相对湿度观测结果，根据吴兑等提
出霾判定的概念模型、灰霾天气指数及实际观测分
析，排除２９ 日降水对能见度的影响，２７ 日和２８ 日
能见度记录均小于１０ ｋｍ ，相对湿度小于９５％ ，霾
天气特征显著。其中，２７ 日前３ 个时次主要为湿
霾天气，２０ 时转为干霾；２８ 日２ 时为湿霾，之后的
时次均为干霾。就程度而言，２７ 日２ 时为轻度
３个
灰霾天气，早８ 时能见度下降，达到中度灰霾，１４
时转轻度灰霾之后，能见度又逐渐下降，２７ 日晚２０
时和２８ 日２ 时为中度灰霾，２８ 日早８ 时能见度小
于２ ｋｍ ，为重度灰霾，１４ 时为中度灰霾天气，２０ 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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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仅为１． ５ ｋｍ ，相对湿度保持在７８％ ，为重度 武湖、中华门测点ＰＭ 质量浓度依次开始升高，当
灰霾。由此可见，１０ 月２８ 日南京市出现了一次典 晚２１ 至２３ 时先后达到峰值，最大小时质量浓度均
型的灰霾天气过程。
超过
１． ０ｍｇ ／ ｍ ，
３ 个
测点ＰＭ 质量浓度的异常升
高及达到峰值的时间相隔１ ｈ，表明此次灰霾天气
ＰＭ 污
染气团由东北向西南逐步影响南京市。同
时，当晚浦口测点ＰＭ 最大小时质量浓度为
０． ５４１ ｍｇ ／ ｍ ，明
显低于主城区测点ＰＭ 的峰值，
表明主城区测点ＰＭ 的污染状况明显重于江北
测点。
１０

３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

１０

１０

图１ 能见度及相对湿度变化

大气颗粒物浓度变化特征
灰霾天气的本质是细粒子气溶胶的污染，根据
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ＰＭ 和细颗粒物ＰＭ 的连
续监测数据分析，１０ 月２７ 日全市ＰＭ 平均质量浓
度为０． １３２ ｍｇ ／ ｍ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最大小时
质量浓度为０． ２１４ ｍｇ ／ ｍ ；１０ 月２８ 日０ 至８ 时，
ＰＭ 质
量浓度不断升高，早８ 时小时质量浓度为
０． ３６０ ｍｇ ／ ｍ ，之
后呈下降趋势，１６ 时起，ＰＭ 质量
浓度急剧上升，当晚２２ 时达到峰值，小时质量浓度
超过１． ０ ｍｇ ／ ｍ ，２８ 日全市ＰＭ 平均质量浓度为
０． ４１７ ｍｇ ／ ｍ ，接
近重污染水平；１０ 月２９ 日凌晨，
由于降雨的洗涮作用及颗粒物的水溶性特征，ＰＭ
质量浓度显著下降，４ 时前后恢复正常水平
（见图２ ）。
１ ２

１０

２． ５

１０

３

３

１０

３

图３ 仙林大学城、玄武湖、中华门及浦口大气
国控点的点位分布

１０

３

１０

３

１０

图４ ４ 个大气国控点ＰＭ 小时质量浓度变化
１０

研究表明，细粒子污染会导致能见度下降，是形
成灰霾的主要因素［ ］。对此，对比２８ 日当晚ＰＭ
与ＰＭ 的浓度变化。图５ 是草场门与中华门测点
２８ 日
１２ 时
至２９ 日１２ 时ＰＭ 和ＰＭ 的小时浓度变
化，图中显示，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两个测
点ＰＭ 的最大小时质量浓度均超过１． ０ ｍｇ ／ ｍ 。
同时，草场门、中华门测点ＰＭ 占ＰＭ 的比重分别
为８８． ２％ 和７７． ５％ ，而南京市ＰＭ 与ＰＭ 年均值
的比值约为２∶ ３ ，说明重度灰霾事件期间，细粒子所
占比重较大，大气污染物以空气动力学粒径小于等
于２． ５ μｍ 的细粒子为主。
２

１０

２． ５

图２ 全市大气国控点ＰＭ 平均质量浓度变化
１０

选取仙林大学城、玄武湖、中华门及浦口４ 个
大气国控点（见图３ ）１０ 月２８ 日１２ 时至２９ 日１２
时ＰＭ 小时数据分析（见图４ ），仙林大学城、玄武
湖、中华门测点的位置分别位于南京城区的东北、
城中和城南方位，２８ 日１６ 至１８ 时仙林大学城、玄
１０

１０

２． ５

３

２． ５

２． ５

１０

２．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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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因分析
２ １ 气
象因素分析
图６ 是１０ 月２８ 日２０ 时高空５００ ｈＰａ 及地面
天气形势图。５００ ｈＰａ 高空图显示，华南地区受较
强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北方大部受槽后西北气流控
制，而江淮流域为平直的西风气流，等值线分布均
匀；地面天气图显示，影响江淮地区的弱高压系统
逐渐东移入海，南京地区处于高压后部的均压场控
制，海平面气压基本维持在１ ０１５ ｈＰａ。在此天气
形势下，大气水平、垂直运动均较小，夜间容易形成
逆温，使得大气中污染物堆积，易形成污染天气。
在各类气象要素中，风向、风速的变化对大气
污染物输送、大气扩散等影响较为重要，根据南京
地区风向、风速、气象要素的观测记录分析（见表
１ ），
２８ 日
当晚１６ 至２３ 时期间３ 次南京主导风向
均为东北风，风速较小，维持在２ ｍ ／ ｓ。
结合主城区大气国控点颗粒物浓度的变化，在
高空平直的西风气流配合地面均压场形成的不利
２

图５ 草场门、中华门测点ＰＭ 与ＰＭ
质量浓度变化对比
１０

图６

２００８

２． ５

年１０ 月２８ 日２０ 时高空５００ ｈＰａ（ａ）和地面（ｂ）天气形势

天气除了气象影响之外，还与外来污染源输送有很
大关系。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作物秸秆已不再作为农村的生活燃料，而逐渐成为
粮食收获以后的多余副产品，在夏、秋粮食收获期
间，秸秆焚烧频繁，不仅对环境产生影响，还对人体
健康、交通运输等多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段
凤魁等通过观测实验，证实了秸秆焚烧对空气污染
大气扩散的天气背景下，近地面的东北气流引导大 的影响［ ］。张红等结合郑州市一次严重霾天气案
小粒子数量
气污染物向主城区堆积，造成短时段内细颗粒物污 例分析，发现秸秆焚烧会导致空气中微
［
］
的增加，从而增大霾天气的发生几率 。
染加重，形成了典型重度灰霾天气。
查询卫星遥感监测秸秆焚烧信息，１０ 月２７ 日
２ ２ 污
染来源分析
根据历史经验积累判断，短时间内出现重污染 江苏连云港、宿迁、泰州地区发现秸秆焚烧火点，且
表１ 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２８ 日１４ 时至２９ 日１１ 时南京风向、风速
日期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０ 月
２９ 日
时刻１４ ：００ １７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３ ：００ ２ ：００ ５ ：００ ８ ：００ １１ ：００
风向 东 东北东北东北 北 东北西北静风
风速／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
ｓ ）
（ｍ·
－１

３

４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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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京及周边城市空气质量对比
火点多集中于泰州地区。同时，对比１０ 月２７ 日至
２９ 日
南京周边及全省１３ 个城市空气质量（见表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发
现，２７ 日除上海和镇江轻微污染，其他地区空 合肥 良好 轻微污染 轻微污染
气质量均为良好，２８ 日合肥、杭州、南京、常州等部 上海 轻微污染 良好
良好
分地区出现轻微污染天气，２９ 日合肥、杭州及江苏 杭州 良好 轻微污染 轻微污染
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均达到污染水平，属区域性污 南京 良好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染天气，其中镇江、扬州、泰州、南京及常州空气污 无锡 良好
良好 轻微污染
染较重，镇江污染指数达到重污染等级。可见，空 徐州 良好
良好
良好
气污染最重的３ 个地区与卫星监控发现的火点位 常州 良好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置是一致的，此次区域性污染与秸秆焚烧有关。
苏州
良好
良好
良好
为进一步分析秸秆焚烧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利 南通 良好
良好 轻微污染
用美国ＮＯＡＡ 研制的轨迹模式ＨＹＳＰＬＩＴ４，计算南 连云港 良好
良好 轻微污染
京１０ 月２８ 日晚重度灰霾天气的后向气流轨迹，分 淮安 良好
良好
良好
析大气污染物输送情况。图７ 中① 线、② 线分别代 盐城 良好
良好 轻微污染
表地面１０ ｍ 和１００ ｍ 高度的气流运动轨迹，轨迹以 扬州 良好 轻微污染 中度重污染
２７ 日
２２ 时
无锡、苏州为起点，沿长江经常州、镇江、
镇江 轻微污染 轻微污染 重污染
扬州等地到达南京。这样，由泰州等地焚烧秸秆产 泰州 良好 轻微污染 中度污染
生的污染物，随着气流沿长江从东北方向影响南京。
宿迁
良好
良好
良好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内南京上空的天气形势不利于 注：每日空气质量评价时段为前一天中午１２ 时至当天中午
污染物的扩散，使得污染物在城区内累积，造成空气 １２ 时，根据ＳＯ 、ＮＯ 、ＰＭ ３ 项指标评价
质量下降，出现典型重度灰霾天气。
重，全市ＰＭ 浓度异常升高，当晚２２ 时达到峰值，
短时内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水平；草场门、中华门
测点ＰＭ 占ＰＭ 的比重明显增大，以细粒子
ＰＭ 污
染为主。
（２ ）在近地面东北风的引导下，污染团由南京
市东北向西南方向输送，使得仙林大学城、玄武湖、
中华门大气国控点ＰＭ 浓度异常升高及达到峰值
的时间依次出现，而浦口大气国控点受其影响相对
较小，ＰＭ 峰值明显低于其他国控点。
（３ ）结合气象条件及周边污染状况分析，在当
晚南京上空不利扩散的天气条件影响下，泰州等地
大面积焚烧秸秆，造成泰州、镇江、扬州等地空气污
染严重，并通过东北气流输送影响南京地区，形成
典型重度灰霾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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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 月２８ 日晚２２ 时前２４ ｈ 后向气流轨迹

结论
针对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２８ 日晚南京市出现的一次
典型重度灰霾天气，对其污染变化过程、颗粒物污
染特征及程度进行分析，并从气象及污染物来源方
面对形成原因做了初步探讨，得到以下结论：
（１ ）１ ０ 月２ ８ 日１ ６ 时起，南京市灰霾现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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