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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成大气污染扩散模型、ＧＩＳ空间分析及人口动态制图模型（ＰＤＭＭ）实现了高空间分辨率空气污染

浓度和人口空间分布模拟，通过构建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实现了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程度的

空间格局划分。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浓度与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两种方法生成的人口空

气污染暴露评估结果差异较大。研究结果揭示，前者在区域人口空气污染暴露评估中存在缺陷的同时（如无

人居住的ＳＯ２高浓度区被误判为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高风险区），也肯定了基于后者得到的人口空气污染暴露

空间区划结果在区域空气污染暴露风险调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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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可直接或通过破坏工农

业等方式对人体健康造成间接影响［１］。空气污染

浓度作为目前普遍使用的空气污染暴露强度表征

方法，并不能真正实现测度（如无人居住的高空气

污染浓度区往往不存在人口空气污染暴露风险），

对此，文献［２５］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然而，上述

研究仍存在以下缺陷：① 空气污染数据多来源于

有限、离散空气质量观测站点，生成的趋势面空间

精度低；② 人口空间分布采用某一行政级别空间

单元的平均人口密度表征，与实际情况不符；③评

估结果仅可以反映空间单元中各网格（空间尺度）

暴露强度的绝对值大小，而无法区分该网格在整

个空间单元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大气污染扩散

模拟和ＧＩＳ空间插值的发展弥补了空气质量观

测揭示区域内部空气污染浓度微观变化的缺

陷［６］。人口动态制图模型（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ＤＭＭ）为高精度人口空间分布

格局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７］。本文在运

用大气污染扩散模拟、ＰＤＭＭ、ＧＩＳ技术提高空气

污染浓度趋势面和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精度的基础

上，构建了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

开展高分辨率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空间区划研究。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美国Ｔｅｘａｓ州Ｔａｒｒａｎｔ县（工业和

交通较发达）作为实验区，全县共有街区１０３３

个，面积２３２４ｋｍ２。２０００年，Ｄａｌｌａｓ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

地区冬季天空的能见度与ＳＯ２污染相关
［７］，因此，

本文以ＳＯ２为对象开展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空间区

划实证分析。

１．２　研究方法

如图１所示，本文主要涉及大气污染扩散模

拟、ＧＩＳ空间插值、人口空间分布模拟以及人口空

气污染暴露评估建模４个子过程。

１．２．１　空气污染扩散模拟

ＡＥＲＭＯ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

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是ＵＳＥＰＡ推荐和中国环境保护部

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大气污染扩散模拟模式，主

要用于复合排放源（点源、线源、面源和体源）及空

气污染浓度预测［８］。ＳＯ２年均浓度的模拟过程参

见文献［９］。模拟过程中的ＳＯ２排放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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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美国空气污染排放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ｐａ．ｇｏｖ／ｔｔｎ／ｃｈｉｅｆ／ｎｅｔ／２００２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图１　研究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１．２．２　空间插值

ＡＥＲＭＯＤ模拟结果是离散的空气污染浓度

点数据，空间插值方法的选择会影响趋势面生成

的精度［１０］。鉴于研究区ＳＯ２观测数据有限的特

殊情况，针对克里格（Ｋｒｉｇｉｎｇ）、反权距离（ＩＤＷ）、

样条曲线（Ｓｐｌｉｎｅ）三种常见的空间插值方法设计

了基于抽样数据（抽样点分布均匀，且顾及极端浓

度值，数量为６０）的插值精度交叉验证方案，采用

表１中的统计度量参数评价，确定了适合于研究

区空气污染浓度模拟结果的空间插值方法ＩＤＷ，

生成了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３０ｍ的ＳＯ２年均污

染趋势面。

表１　空间插值方法可靠性统计评价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统计度量参数
插值方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ＤＷ Ｓｐｌｉｎｅ

抽样数目（犖） ６０ ６０ ６０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７ ０．５５２

平均绝对误差（ＭＡＥ）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３

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 ３６．４８ ３８．０５ １５２．８７

最大绝对误差（ＭａｘＡＥ） １．１７２ １．１２１ ２．３９１

标准差（ＳＤ） ０．５９２ ０．５８５ １．３９１

犉值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０ ０．８０２

显著性（犘＝０．０１） ０．９０３ ０．９５９ ０．３７２

１．２．３　人口空间分布模拟

针对基于行政空间单元平均人口密度方法生

成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单元内部人口空间

分布实况差异较大的缺陷（如无人居住的水体往

往被错误地分配一定数量的人口），本文采用组合

土地利用／覆被数据与ＰＤＭＭ 的方法开展高精

度人口空间分布模拟，包括土地利用／覆被再分类

和基于ＰＤＭＭ 的人口空间位置分配两个子过

程。前者是指依据人口载负能力将土地利用／覆

被数据分为４种基本城市用地类型
［１１］：高度城市

化区、低度城市化区、非城市区和无人区。后者指

运用土地利用／覆被再分类结果重新获取精细空

间单元人口密度的过程。ＰＤＭＭ 的基本原理是

基于面内插方法将一组地理源尺度数据转换成一

组基于辅助信息的目标区数据，具体计算过程参

见文献［１２］。

１．２．４　人口空气污染暴露评估建模

如前所述，传统人口空气污染暴露评估模型

ＥＰＣ（犈（暴露量）＝犘（人口密度）×犆（污染物浓

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空间单元内的人口空

气污染暴露强度［２］，但ＥＰＣ在区域空气污染健康

危害风险防治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如无法直接区

分某空间子单元内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于空间

单元整体的严重程度。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人口

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

犚犻犼 ＝ｐｏｐ狌犱犮×犆犻犼／∑
狀

犻＝１

ｐｏｐ狌犱犮×犆犻犼／（ ）狀

式中，犻是格网编号；犼是空气污染源特征类型（如

工业污染源）；犚犻犼表示犼类污染源贡献下格网犻的

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ｐｏｐ狌犱犮是空间单元犱

中城市用地类型狌单个格网的人口数量；犆犻犼是犼

类污染源作用下格网犻的污染浓度值；狀是空间

单元犮包含的总格网数。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犛犗２年均浓度空间分布格局

图２是 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基于特征污染源

的ＳＯ２年均浓度趋势面。如图２（ａ）所示，工业污

染源导致的ＳＯ２高浓度区主要分布在该县东南部

角落，其他大部分区域ＳＯ２浓度均较低（小于０．３０

μｇ／ｍ
３）。相对而言，图２（ｂ）表明交通污染源所

造成的同期ＳＯ２浓度较高，且空间分布格局更为

复杂，高浓度区主要分布在高速公路周围和城市

主干道交叉口。图２（ｃ）与图２（ａ）、２（ｂ）的对比表

明，工业与交通复合污染源（以下简称复合污染

源）作用下的ＳＯ２高浓度区主要集聚在该县中心

城区（０．５０～１．００μｇ／ｍ
３，１．００～１．５０μｇ／ｍ

３）和

东南部角落（０．５０～１．００μｇ／ｍ
３，１．００～１．５０μｇ／

ｍ３），与交通污染源作用下的同期ＳＯ２浓度空间

分布特征极为相似，但与工业污染源相比呈现出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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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

图２　特征污染源输入下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

ＳＯ２年均模拟浓度

Ｆｉｇ．２　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ｕａｌＳ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ａｒｒ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２０００

２．２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图３为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街区尺度平均人

口密度图和３０ｍ ×３０ｍ格网分辨率人口密度

图。图３（ａ）和３（ｂ）的对比表明，基于ＰＤＭＭ 的

人口空间分布模拟方法获得了相对于街区尺度更

为精细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在县南部、西北部和

东北部边界地区十分明显。

图３　不同空间尺度下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

人口密度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ｆｏｒＴａｒｒ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２０００

２．３　人口犛犗２污染暴露相对风险空间分布格局

图４是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基于特征污染源

的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估结果。图中格

网的相对风险值小于、等于或大于１．００分别表示

格网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相对低于、等于或高于全

县平均水平。图４（ａ）表明，工业污染源引起的人

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相对风险空间分布特征明显，高

暴露风险区主要集聚在东南部角落（风险值：６．００

～１７．００）和中心城区（风险值：２．５０～６．００，６．００

～１７．００）。相对图４（ａ）而言，图４（ｂ）表明交通污

染源作用下的同期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相对风险空

间分布均匀，高暴露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州际高速

和城市主干道周围（风险值：１．００～２．５０，２．５０～

６．０，仅极个别道路交叉口呈现出极端暴露风险

（风险值：６．００～１７．００）。图４（ｃ）与图４（ａ）、４（ｂ）

的对比表明，复合污染源作用下的人口ＳＯ２污染

暴露相对风险空间分布格局与同期交通污染源作

用下的基本一致（风险值：１．００～２．５０，２．５０～６．０

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但与同期工业污染源作用

下的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极端暴露风险区（风险

值：６．００～１７．００）范围缩减。

图４　特征污染源输入下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

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相对风险

Ｆｉｇ．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ｓｆｏ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ＳＯ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ａｒｒ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２０００

图４和图２的对比还表明，基于ＳＯ２浓度生成

的人口ＳＯ２污染暴露空间分区结果与采用人口空

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获取的结果之间的

差异较大。图２（ｃ）所示的复合污染源作用下的人

口空气污染高暴露区（浓度：０．５０～１．００μｇ／ｍ
３）

高度积聚在中心城区和东南部角落，但图４（ｃ）中

的高暴露风险区（风险值：２．５０～６．０）在全县范围

内分布均匀，未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积聚特征。

２．４　人口犛犗２污染暴露风险空间区划差异识别

§２．２与§２．３表明，受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的

影响，空气污染浓度与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

险评价模型生成的区域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空间区

划结果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对此，本研究选取人

口ＳＯ２污染暴露１０％高风险区（即格网ＳＯ２浓度

值和相对风险值分别从高到低排在前１０％的地

区）进一步分析了此差异，结果如图５和表２

所示。

图５　特征污染源输入下Ｔａｒｒａｎｔ县２０００年人口ＳＯ２

污染暴露高风险区和ＳＯ２高浓度区空间格局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Ｓ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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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和表２表明，空气污染浓度与人口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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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两种方法生成的人口

ＳＯ２污染暴露１０％高风险区在面积大小、空间位

置、几何重心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如在各类

污染源作用下，上述两种方法所获取的人口ＳＯ２

污染暴露１０％高风险区面积相对差异均大于

５０％，重心点间的距离也均偏移在３ｋｍ以上。

表２　人口犛犗２污染暴露１０％高风险区统计测度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Ｔｏｐ１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ＳＯ２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污染源类型

基于空气污染浓度方法
基于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

风险评价模型方法

高风险区面积

犛犪／ｋｍ２
所占研究区面

积比率／％

高风险区面

积犛犫／ｋｍ２
所占研究区面

积比率／％

面积变化

率／％

重心间

距／ｋｍ

点污染源 ２１７．２８ ９．３５ ８４．９１ ３．６５ ６０．９２ ３．７２

线污染源 １５５．００ ６．６７ ６７．０１ ２．８８ ５６．７７ ３．６１

点 ＆线污染源 １８４．５８ ７．９４ ６５．４０ ２．８１ ６４．５７ ３．９２

　　　　　　　注：面积变化率＝ （犛犫－犛犪）／犛犪 ×１００％ 。

３　结　语

本研究构建了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

价模型，并开展了模型在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空间

区划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大气污染扩散

模拟模型、ＧＩＳ空间分析、ＰＤＭＭ 技术以及人口

空气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集成方案可以在

精细空间尺度较好地实现人口空气污染暴露风险

空间区划；② 与空气污染浓度测度方法相比，人

口空气污染污染暴露相对风险评价模型在准确揭

示人口空气污染暴露潜在健康风险的同时，还可

以直观测度各空间格网在空间单元整体人口空气

污染暴露中的贡献大小；③ 开展基于特征污染源

的人口空气污染暴露评估有利于直接探明空间格

网中人口空气污染暴露的主导因素，辅助制定面

向污染源的空气污染防控政策。与以往研究相

比，本文在提高人口空气污染暴露评估空间分辨

率的同时，还克服了传统人口空气污染暴露均值

模型无法直接区分单一空间格网人口空气污染暴

露相对整体风险大小的缺陷。本研究未深入探讨

空间区划分级标准改变可能造成的评估结果的不

确定性等问题，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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