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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大气扩散模型及其计算机应用集成技术成为环境评价、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的重要研究内

容。应急管理领域对气体扩散的时空分辨率和计算速度要求较高。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各种大气扩散模型的

适用条件不同、参数复杂，如何结合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型成了应急响应辅助分析的首要问题。针对两个

常见大气扩散模型AERMOD和 CALPUFF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首先，介绍了两个模型的原理；然后，设计

了 4组对比实验，利用实验结果分析了两个模型之间的异同；最后，对两个模型各自适用的情景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CALPUFF更适用于面向应急管理的高时空分辨率计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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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气扩散模型成为环境评价、防灾

减灾和应急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主流的

环境质量法规模型包括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推荐的

AERMOD模型、CALPUFF模型，这两个模型也

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中的推荐模型［1］。

这两个模型在环境评价、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中应

用非常广泛，而采用这两个模型开展应急响应中

的毒害气体扩散模拟和辅助决策分析的研究还

较少。

目前，很多国内外学者对 AERMOD模型和

CALPUFF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比较研究。通

过分析这些文献发现，目前关于 AERMOD模型

和 CALPUFF模型对比研究存在的问题为：除了

一些专门针对模型基本原理的研究外［2］，大多为

对特定案例进行研究，如城市［3‐4］、山区［5‐7］、沿海

地区［8］、工业园区［9‐10］等复杂地形条件［11］，静小风

等 特 殊 气 象 条 件［12］，以 及 特 定 的 研 究 区 域 尺

度［13‐14］。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两个模型的算法原理

分析不够深入，导致研究结论仅局限于环境评价

的特定案例，模型对比和具体应用场景分析不够

深入，并没有深入解释这两个模型的本质特征。

此外，在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领域，对大气扩散

模型的时空分辨率、计算速度等要求较高时，模

型参数和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集成还缺少深层

次的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对比分析了 AER‐
MOD模型和 CALPUFF模型基本原理的基础之

上，设计了 4组对比实验，结合两者原理上的差异

解释实验结果，比较两个模型的异同和优劣，给

出应急领域的大气扩散模型模拟应用应当注意

的一些问题和未来发展思路。

1 AERMOD模型与CALPUFF模

型原理

1.1 AERMOD模型

大气扩散的实际物理和化学过程是十分复

杂的。大气扩散模型是由基于物理学和化学的

合理假设转化为数学方法的可计算工具。大气

扩散过程主要属于流体力学过程，其遵循的基本

原则为质量守恒定律。对于流体中一个组分的

浓度 c，其质量守恒的基本方程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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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 (cv)+ Sc+∇ (Dc∇c) （1）

式中，t为时间；∇为矢量微分算子；等式右边第一

项对流通量中，v表示风速；第二项 Sc表示源项，

包含了干湿沉降、化学反应、放射性衰变等因素；

第三项扩散通量中，Dc表示扩散系数。

式（1）的涵义是：对于某一指定点处该组分

浓度的变化，可以表示为对流通量、源项、扩散通

量之和。式（1）并未考虑近地面的大气湍流效

应，为了将湍流效应量化，需要应用大气稳定度

等级、理查森数、莫宁‐奥布科夫长度等理论。假

定流体不可压缩，水平湍流各向同性，分子扩散

（菲克定律）忽略不计，则基本方程可以改写为：

∂c
∂t =-v∇c+ Sc+∇ h (Kh∇ h c)+ ∂

∂ Kz
∂c
∂z （2）

式中，∇ h为水平散度算符；Kh、Kz分别为水平、垂

直涡流扩散率；z为垂直方向坐标。涡流扩散率

代表了边界层中的湍流强度，包含热湍流和动力

湍流。对于式（2），当污染源为在 (0，0，h)处的稳

态点源时，该偏微分方程可以经推导转化为：

c (x,y,z) =
Q

2πσy σz u
exp (-y 22σ 2y ) (exp (- ( )z- h

2

2σ 2z )+
exp (- ( )z+ h

2

2σ 2z )) （3）

式中，x轴为下风方向；y轴为侧风方向；z轴为垂

直方向；c (x，y，z)表示在点 (x，y，z)处的时间平均

浓度；Q是源项；u是在源的高度 h上的时间平均

风速；σy 和 σz 为表征 y、z方向上扩散分布的标准

差；最后一项表示地面的反射作用。

式（3）即为高斯烟羽分布公式。式（3）表明，

污染物集中于沿下风方向的中心线上，并在侧

风、垂直方向上分别遵循高斯分布。根据式（3）
来 模 拟 气 体 扩 散 的 模 型 称 为 高 斯 烟 羽 模 型 。

AERMOD属于高斯烟羽模型。

AERMOD模型系统由 EPA和美国气象学

会（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AMS）共同

开发，它在高斯烟羽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处理复

杂地形、城市边界层、建筑物下洗等因素的能力，

系统主要包含 3部分：地形预处理器 AERMAP、
气 象 预 处 理 器 AERMET 和 主 程 序 AER‐
MOD［15］。

1.2 CALPUFF模型

在实际场景中，风速的方向往往会随时空变

化，导致污染物并非集中于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

线上，使得高斯烟羽模型的准确度受到影响。因

此，学者们又提出了拉格朗日‐高斯烟团模型（简

称为拉格朗日烟团模型或高斯烟团模型）对其进

行改进。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整个污染物的

浓度分布视为若干具有一定体积的烟团的叠加。

烟团的运动轨迹使用拉格朗日方法进行计算，即

包含风场和浮力作用的确定性部分与包含湍流

的随机性部分之和；而对于烟团内部污染物的扩

散分布，则仍使用高斯方法。CALPUFF模型就

属于高斯烟团模型。

CALPUFF模型系统包含了对地理、气象数

据进行预处理的若干程序，同时具有诊断风场和

预测风场的气象建模工具 CALMET，考虑沉降、

化学变化、复杂地形、建筑物下洗等效应的高斯

烟团模型 CALPUFF，以及输出气象、浓度、沉降

通量场的后处理器 CALPOST［16］。CALPUFF
利用 CALMET生成的风场和温度场，平移输送

模拟源所排放的物质“烟团”，模拟整个扩散和转

化过程。

1.3 AERMOD模型与CALPUFF模型特点对比

AERMOD模型与 CALPUFF模型是目前最

典型的高斯大气扩散模型。很多文献都开展了

这两个模型的对比研究。总的来说，两个模型都

可以输入气象数据、地理数据、污染源数据这 3大
类数据，考虑了三维地形等因素，通过模型计算

得到浓度分布文件和干湿沉降文件。两者的输

入输出和计算参数对比如表 1所示。

AERMOD支持输入地形、地面气象、探空气

象、地表参数（地表粗糙度、反照率、波恩比），其

中土地利用是以扇区形式划分。污染源数据类

型支持点源、线源、面源、体源、火炬源、建筑物下

洗等。CALPUFF的地理数据包括土地利用类

型、海拔高度及一些其他地表参数（如地表粗糙

度、反照率、波恩比、土壤热通量参数等），其中土

地利用类型和海拔高度以网格化的形式输入。

气象数据包括探空数据、地面站数据、降水数据、

海洋数据。污染源数据支持点源、线源、面源、体

源、臭氧浓度、化学转化速率，还支持输入污染物

浓度或干湿沉降通量背景值。

此外，由于这些模型都是开源程序，模型源

程序代码、技术指南、用户操作手册公开，可以任

意获取数据计算中间文件和最终结果文件，便于

后处理和深入分析，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嵌入到各

种GIS系统中开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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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为：

1）AERMOD高斯烟羽模型的优势在于计算

速度较快，通常为秒级。从原理上看它不考虑风

场计算，在 AERMAP阶段仅仅处理地形数据为

边界参数，在 AERMET阶段整合气象数据为边

界层参数，在 AERMOD阶段将求解微分方程的

过程简化为对于每一受体点计算一个简单的等

式，相当于直接采用一个高斯模型计算出结果，

这几乎不需要任何时间成本，计算速度为秒级。

而 CALPUFF模型在 CALMET阶段计算三维风

场，在 CALPUFF阶段将污染物按一定的体积分

割成若干烟团，计算烟团在三维风场中的轨迹，

每一个烟团内部采用高斯模型计算，然后将烟团

的轨迹进行了叠加。因此其计算速度更慢，通常

为分钟级。

2）AERMOD模型对风速较低（<0.5 m/s）
的案例的扩散处理能力比拉格朗日‐高斯烟团模

型差［5］，无法处理风速为零或近零的情况。

3）高斯烟羽模型假设源是稳态的，该假设在

距离源约 10~100 km范围内才成立，因此通常认

为AERMOD模型适用于局地尺度（50 km以下）。

4）CALPUFF拉格朗日‐高斯烟团模型在保

持相对较快的计算速度的同时，增强了对气象条

件的处理能力，CALMET模块支持 3个气象站的

参数输入，因此三维风场的计算更加精细化，这

也导致了 CALPUFF模型计算三维风场消耗时

间很大。

从计算精度、三维地形、气象参数等方面考

虑，CALPUFF高斯烟团模型优势更大，目前GIS
与 CALPUFF模型的集成较多见，应用范围更

广，然而其计算速度比AERMOD模型慢。

2 AERMOD与CALPUFF对比实验

设计

结合以上对AERMOD模型与 CALPUFF模

型原理和特点的分析，可知 CALPUFF模型在一

些 特 殊 气 象 、地 理 条 件 下 的 处 理 能 力 要 强 于

AERMOD模型。为了进一步研究两个模型在不

同气象、地理条件下的表现，本文进一步开展实

验研究。本文设计了 4个对比实验来探究与验证

两个模型的异同点：（1）风向突变实验；（2）静风

实验；（3）大尺度实验区域实验；（4）高分辨率计

算网格实验。实验采用加拿大 Lakes Environ‐
mental Software公司提供的 AERMOD View和

CALPUFF View软件进行计算，模型运算结果采

用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底图显示。

风 向 突 变 实 验 的 研 究 区 域 中 心 点 位 于

（37.755 9°N，111.879 8°E）（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

方），为 1 600 km2的正方形，投影坐标系采用通用

横轴墨卡托投影（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UTM），气象模拟为小时级别，计算网格分辨率

为 1 km，模 拟 的 污 染 源 位 于 中 心 点 ，其 参 数

见表 2。

表 1 AERMOD与CALPUFF对比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AERMOD and CALPUFF

模型特点

输入数据

输出数据

地理数据类型

气象数据类型

污染源数据类型

是否开源

计算原理

计算速度

模拟静风扩散

实验区域尺度

AERMOD
地理数据、气象数据、污染源数据

浓度分布、干湿沉降通量分布

高程数据、扇区化土地利用数据、地表

参数（地表粗糙度、反照率、波恩比）

单个气象站的地面气象数据及探空气

象数据

点源、线源、面源、体源、火炬源、建筑

物下洗等

是

不计算风场，对于每一受体点计算一

个简单的等式

较快，通常为秒级

不支持

局地尺度（小于 50 km）

CALPUFF
地理数据、气象数据、污染源数据

浓度分布、干湿沉降通量分布

网格化高程数据、网格化土地利用数据、地表参数（地表粗糙度、反照率、波恩

比、土壤热通量参数等）

多个气象站的地面气象数据、探空气象数据、降水数据、海洋数据

点源、线源、面源、体源、臭氧浓度、化学转化速率、浓度背景值等

是

先计算三维风场，然后把污染物按一定的体积分割成若干烟团，计算烟团在

三维风场中的轨迹，每一个烟团内部采用高斯模型计算，然后将烟团的轨迹

进行叠加

较慢，通常为分钟级

支持

城市尺度（几十到几百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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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控制实验条件，得出更加直观的

结果，本文设计了模拟的地理与气象条件。其

中，地形高程设置为全区域均为海拔 1 000 m；土

地利用类型设置为全区域均为农田；气象条件为

在 20 d的总实验时间中，第 1—5天中风向为 45°
（东北风），第 6—10天中风向为 135°（东南风），第

11—15天中风向为 225°（西南风），第 16—20天中

风向为 315°（西北风），风速均为 3 m/s保持不变。

设计这些参数是为了观察两个模型在风向突然

改变后，在原风向上存在的污染物是否会累积到

下一时刻并对新的扩散分布产生影响。

静风实验是在风向突变实验的基础上，将风

速改写为 0，其他实验条件均不变，用于观察两个

模型对静风的处理能力。

大尺度区域实验将实验区域扩大到 160 000
km2，计算网格分辨率相应更改为 10 km，地形高

程使用该地区真实值（来自 SRTM1 Version 3数
据，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类型仍模拟为全区域

均为农田，气象条件与风向突变实验相同。此实

验用于观察两个模型分别在两种不同区域尺度

下的计算结果的对比情况。

高分辨率计算网格实验中计算网格分辨率

设置为 0.1 km，其他参数与风向突变实验相同，

用于对比大幅增加空间分辨率之后两个模型的

计算速度。

3 AERMOD与CALPUFF对比实验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 1：风向突变实验

将§2中的实验数据输入模型，得到逐小时浓

度分布图和整个实验期间污染物浓度均值分布

图（见图 1、图 2）。表 3为两个模型在实验时间第

5天晚 21时至第 6天凌晨 0时的结果图对比。

从表 3的结果图中可以看出，AERMOD遵

循高斯烟羽模型的基本原理，简单地对每一受体

点使用公式计算结果，所以每一小时的结果之间

相互独立，当气象条件不变时扩散结果完全一

致，当风向突变时扩散结果也发生突变，原风向

上的污染物浓度立刻消失；而 CALPUFF模型将

污染物划分为若干烟团，对每一烟团使用拉格朗

日方法计算其轨迹，最后进行叠加，使得结果具

有连续性。同时，由于烟团移动的速度应当接近

于风速，当风速为 3 m/s时，烟团的速度约为 10.8
km/h，而研究区域对角线方向长度约为 28.3 km，

所以当风速发生突变的两小时后，仍有一部分的

原风向上的烟团处于研究区域内并沿新风向运

动，因此第 5天 23时和第 6天 0时存在一个渐变

的过程。

观察图 1、图 2，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图 1
中 AERMOD的结果呈中心对称，正东、正南、正

西、正北 4个方向上污染物浓度均很小，可以忽略

不计；而图 2中 CALPUFF则展现了第 5—6天、

第 10—11天、第 15—16天在正西、正北、正东 3个
方向上均有一定的污染物存在。

图 2 CALPUFF实验 1平均浓度分布

Fig.2 Average Concentration from CALPUFF in
Experiment 1

图 1 AERMOD实验 1平均浓度分布

Fig.1 Average Concentration from AERMOD in
Experiment 1

表 2 模拟污染源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Simulated Pollution Source

污染物种类

CO
烟囱高度/m

100
烟囱内径/m

3
出口温度/K

300
出口初速度/(m·s－1)

5
恒定排放速率/(kg·s－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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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CALPUFF
模型对风向突变的模拟结果要比AERMOD模型

更为合理。

3.2 实验 2：静风实验

将实验的风速改为 0之后，运行 AERMOD
模型，发现得到的模拟结果全部为 0。实际上，根

据§2介绍的高斯烟羽分布公式，风速为 0将导致

分母为 0，无法计算任何点的污染物浓度，或者说

静风情况下没有下风方向，也就没有中心线，高

斯烟羽模型不成立，因此 AERMOD模型无法处

理静风条件。EPA的官方文件明确说明了AER‐
MOD计算的风速不能为 0。在中国的环境导则

文件中也提到，当风速小于 0.5 m/s的时间占总

时间的一定百分比时，AERMOD计算误差较大，

因此不推荐使用。而 CALPUFF模型仍然能够

计算出模拟结果，如图 3所示。

表 3 AERMOD与CALPUFF逐时结果

Tab.3 Hourly Results of AERMOD and CALPUFF

时间

第 5天 21时

第 5天 22时

第 5天 23时

第 6天 0时

AERMOD CALP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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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风、地形平坦的条件下，污染物将向四

周自由扩散，呈以污染源为圆心的近似同心圆状

分布，这个结果是合理的，说明 CALPUFF模型

对静风条件具有良好的处理能力。

综上所述，CALPUFF模型对特殊风场，如

静风、小风等条件的模拟结果要比 AERMOD更

为合理。

3.3 实验 3：大尺度区域实验

实验区域内的地形高程如图 4所示。

两个模型运行得到的全实验期间浓度均值

分布图如图 5、图 6所示。

为了进一步比较两个模型的计算数值，在源

的 45°方向上，每隔 10 2 km（即 10 km×10 km
网格的对角点）设置一个受体点，共设置 15个，其

结果如表 4所示。

结合图 5、6和表 4来看，对于全实验期间均

值的预测，两个模型得到的图像也较为相似，两

者浓度值的相对差值较小。从 50 km以内（前 4

个受体点）的下降梯度来看，AERMOD预测浓度

值 随 距 离 的 衰 减 更 为 平 稳 ，表 现 要 优 于

CALPUFF，AERMOD小时峰值预测值明显低

于 CALPUFF。在 50 km以外（第 4个受体点以

后），AERMOD 的 小 时 峰 值 预 测 值 接 近 于

CALPUFF 的 1/3~1/2。同时，AERMOD 模型

在系统运行时明确给出了实验区域半径不宜大

于 50 km的警告，结合§1中介绍的高斯烟羽模型

关于稳态源的假设是 100 km，对比 CALPUFF模

型结果可知，AERMOD在 50 km以外计算污染

物浓度随距离的衰减存在问题，这说明 AER‐
MOD不适用于实验范围超出 50 km的案例；而在

50 km以内，两个模型的模拟结果均可接受。

3.4 实验 4：高分辨率计算网格实验

应急响应气体扩散模拟与传统的大气质量

环境评估不同。应急响应、灾害监测等应用场景

下，人们往往希望能够通过实时气象条件的数据

输入实时计算出毒害性气体的模拟结果，而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17‐18］。基于这一实验目

图 6 CALPUFF实验 3平均浓度分布

Fig.6 Average Concentration from CALPUFF in
Experiment 3

图 5 AERMOD实验 3平均浓度分布

Fig.5 Average Concentration from AERMOD in
Experiment 3

图 4 实验区域地形高程（400 km×400 km,分辨率 30 m）
Fig.4 Terrain Elevation of Experimental Area（400 km×

400 km, 30 m Resolution）

图 3 CALPUFF实验 2平均浓度分布

Fig.3 Average Concentration from CALPUFF in
Experi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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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文设计了高分辨率计算网格实验用来查看

模型运算的耗时情况。由于扩散模型运行时间

受到气象数据、释放源、计算机性能等多个方面

影响，因此本文只是作了简单的时间对比。

本文将风向突变实验中的计算网格分辨率

从 1 km提高到 0.1 km，计算网格数量扩大了 100
倍。通过记录模型运行时间发现，大幅度提高网

格分辨率后，AERMOD运行耗时增加幅度不大，

而 CALPUFF模型运行耗时大幅增加。

在风向突变实验中，当网格计算量为 1 600
个时，AERMOD 的主程序运行耗时 4.08 s，而

CALPUFF运行耗时 71.93 s（其中 CALMET模

块耗时 63.72 s，CALPUFF模块耗时 8.21 s）。在

高分辨率计算网格实验中，当计算网格为 160 000
个 ，AERMOD 的 主 程 序 运 行 耗 时 25.34 s，而

CALPUFF运行耗时 857.23 s（其中 CALMET模

块耗时 849.41 s，CALPUFF 模块耗时 7.82 s）。

由此可见，CALPUFF主要的耗时都在计算高精

度的三维风场，增加了约 12倍。提高 CALPUFF
的计算效率，需要对 CALMET进行多处理器互

联 以 达 到 中 央 处 理 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多核并行或者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
cessing unit，GPU）运算，目前已有研究开展这项

工作［19‐20］。研究结果表明，CALPUFF 并行计算

能 够 使 得 模 型 的 计 算 速 度 提 高 4~16 倍 的 数

量级。

4 总结与展望

由于不同的大气扩散模型是为不同的目的

而开发的，遵循不同的基本原理及一些附加理

论，所以其适用范围也存在差异。本文在研究中

尝试找出更加适合面向应急管理的大气扩散模

型，并在计算速度与计算精度之间寻找平衡。综

合本文中 4 个实验的结果，对于 AERMOD 和

CALPUFF的适用性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1）AERMOD和 CALPUFF均可以进行大气

扩散模拟，在地理、气象、污染源等参数设置方面

类似，支持最大 30 m DEM数据，计算网格分辨率

相 同 ，但 是 相 同 条 件 下 CALPUFF 模 拟 值 比

AERMOD的数值略大。两个模拟结果均符合国

家法规要求，均可以采用。

2）AERMOD模型进行计算时，应当满足高

斯烟羽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排放源保持稳态、

风速不能过小或无风、风向变化连续、研究区域

半径不超过局部尺度即 50 km、小时级的气象数

据输入等，才能保证结果的合理性。

3）CALPUFF模型适用的预测范围为几十

到几百 km，并可以应用于特殊风场，如长期静风、

小风、岸边熏烟等。此外，CALPUFF支持不恒

定速率释放、支持秒级气象数据输入。

4）由于 CALPUFF支持多个气象站计算三

维风场，加之从模型原理上烟团模型比烟羽模型

更加精细，总结果比AERMOD更加精细。

综上所述，当对计算速度的需求较低、计算

周期要求低时，应优先考虑 AERMOD模型。对

表 4 受体点浓度对比/( μg·m-3)
Tab.4 Comparison of Concentration at Receptors/( μg·m-3)

受体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ERMOD全期间均值

61.438
38.353
29.993
17.542
13.819
9.396 2
7.458 4
6.133 9
5.208 5
4.516 5
4.589 4
4.035 6
3.367 6
2.344 4
2.223 7

CALPUFF全期间均值

68.564
23.115
22.933
23.590
13.370
5.833 7
4.604 1
4.074 2
3.731 6
3.402 4
3.674 5
5.056 3
5.931 0
4.448 2
3.156 5

AERMOD小时均值峰值

1217.1
441.93
363.91
251.87
167.91
108.78
86.062
69.820
58.111
49.113
51.458
43.596
41.162
32.127
28.721

CALPUFF小时均值峰值

1 543.1
609.45
514.88
468.28
388.82
219.17
207.50
198.27
176.19
124.16
92.256
93.313
119.85
84.682
5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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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空分辨率、计算精度的需求都比较高时，应

该优先考虑 CALPUFF模型。一般情况下应急

响应模拟优先考虑使用 CALPUFF模型。

从AERMOD模型和 CALPUFF模型的这些

特点可以看出，现有的大气扩散模型在大气污染

预测与环境评价方面表现较好，而在应急管理的

应用上模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在应急管

理应用上，CALPUFF与 GIS的集成已有不少的

研究和应用，已经在高含硫气田应急响应、核应

急响应等有较为完整的应用。但现有模型应用

于应急管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问题在于：

1）应急场景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危害性，要

求模型必须同时具有高计算速度和高计算精度，

理想状态下应该将模拟结果精确到时间上的秒

级和空间上的米级，而现有的 CALPUFF等大气

扩散模型空间分辨率为百米级，气象输入参数为

秒级，时空分辨率还不能自洽，计算效率有进一

步提升的空间。

2）应急场景中涉及到的物理、化学作用都比

较复杂，并非单纯的气体扩散过程，而是可能伴

随着燃烧（如汽油等易燃物质泄漏）、液相与气相

间的转化（如氨水、氟利昂等泄漏）、气载物质扩

散（如放射性物质、细菌、病毒等在空气中的扩

散）等一系列的复合过程，这些是现有的 AER‐
MOD、CALPUFF等大气扩散模型无法处理的。

现有的大气扩散模型还存在很多不足，为了

适应应急管理的需求，应该对现有的大气扩散模

型作出以下改进：

1）更高的计算精度。模型应当支持获取应

急场景下分钟级甚至秒级的气象数据和米级的

地形数据，有能力处理并生成米级的计算网格以

及逐秒变化的高精度风场与浓度场。

2）更高的运行效率。当计算精度由原来的

小时级和千米级提高到秒级和米级时，其计算量

也将随之增加若干个数量级，而应急响应需要在

最短时间内获取计算结果，因此应当应用 CPU多

核并行计算、GPU加速等技术来提高计算速度。

3）更多的对于复杂应用场景的理论支持。

一个模型系统应当随着基础理论的发展不断将

这些新理论加以整合、集成和升级 ，实际上 ，

CALPUFF模型系统仅在 1987年进行过一次升

级，更新了城市风箱模型、光化学模型等［16］，因此

应当针对领域的热点问题来整合更多的理论，改

造或者提出新的模型系统。

4）整合多个模型形成面向应急管理的专用

模型库和模型服务链。结合当前的云计算和时

空大数据等技术，建立面向灾害应急的模型服务

链，增强对应急场景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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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Perspectives on Theories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Gas

Dispersion Models AERMOD and CALPUFF

LI Mei 1 YANG Dongou 1 HE Wangjun 2

1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eijing 10083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atmospheric dispersion models have become important research con‐
tents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present, mainstream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gulations models include the AERMOD model and
CALPUFF model recommended by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These models are
widely used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but ra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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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in toxic gas dispersion simula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in emergency response.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
ticle i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odels and give idea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expan‐
ding the atmospheric dispersion model to the field of emergency response.Methods: First, the basic theo‐
ries of the two models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n, four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are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Experiment 1 is designed to observe whether the pollutants existing in the original wind direc‐
tion will accumulate to the next moment and affect the new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after the sudden
change of wind direction in the two models. Experiment 2 is designed to observe the processing capacity of
the two models for static wind. Experiment 3 is designed to observe the results of the two models in two dif‐
ferent dispersion scales. Experiment 4 is designed to compare the calculation speed of the two models after
greatly increasing the spatial resolution. Results: Experiment 1 shows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CALPUFF model for sudden changes in wind direction are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AERMOD model.
Experiment 2 shows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CALPUFF for special wind fields, such as breeze, are
more reasonable than AERMOD. Experiment 3 shows that AERMOD is not suitable for cases where the
experimental range exceeds 50 km, and within 50 k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both models are acceptable.
Experiment 4 shows that after greatly improving the mesh resolution, the time‐consuming increase in AER‐
MOD is not large, while the time‐consuming of CALPUFF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Considering the calcula‐
tion accuracy, three‐dimensional terrain and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the CALPUFF Gaussian puff
model has more advantages. At 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GIS and CALPUFF is more common a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is wider, but its disadvantage is that the calculation speed is slower than AERMOD.Con‐
clusions:When the demand for calculation speed is low, the AERMOD model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And when the requirements for spatial‐temporal resolution and calculation accuracy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CALPUFF model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emergency response simulation
is preferred to use CALPUFF. Existing atmospheric dispersion models perform well in air pollution predic‐
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not deep enough. Future improvements include higher calculation accuracy, higher running
efficiency,mor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mplex application scenarios,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models
to form a dedicated model library and model service chai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Key words：gas dispersion model；AERMOD；CALPUFF；comparative study；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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