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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研究背景   

1.1.1 研究显示，颗粒污染物  – 特别是细颗粒物（ PM2.5）– 是损害健康和降低能见度

的主要原因。然而，大部分颗粒污染物的问题是由外来污染导致，所以需要从区

域层面量化污染来源，才能更有效针对问题所在，制定空气污染控制策略。  

1.1.2 本研究为粤港澳环保部门首次合作，以全面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区（简称珠三角，

也即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 PM2.5的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不分地域边界，若没有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及珠三角三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便不可能全面了解这区域的

空气污染问题。   

1.1.3 香港环境保护署（环保署）于 2014年 11月 6日委托香港科大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香港科技大学） 开展《改善珠三角空气质素的 PM2.5研究–可行性研究》项

目  [合约编号：CE 28/2014 （EP）]。  

1.1.4 长远而言，本研究能为珠三角地区以外的其他城市群树立榜样，展示有订明目标

的合作研究如何协助区内各政府制定环境政策。 

1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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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标和范围 

2.1 研究目标 

2.1.1 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 

• 取得珠三角地区PM2.5污染物的时序及空间分布，以及全面化学成分数据； 

• 掌握珠三角地区 PM2.5污染物、其前驱体和它们的主要成分于全年不同季节的变

化的基线数据； 

• 识别和量化 PM2.5的主要污染源，包括一次源（直接排放）和二次源（在大气中

形成，非直接排放）产生污染的比重，气溶胶的主要来源和作为二次有机颗粒物

前驱体的主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 编制珠三角地区的高解像PM2.5排放清单； 

• 改善用于模拟 PM2.5的空气质量模型，以探讨排放源头和污染特征、预测污染趋

势和严重污染事故，及以情景分析评估潜在控制排放措施的成效； 

• 开发珠三角地区的PM2.5概念模型来鉴定PM2.5在不同区域的主要特征； 

• 建议有效及适当的污染控制策略； 

• 识别珠三角地区现有和未来PM2.5监测技术潜在偏差的地方； 

• 评估目前法规性及调研性的PM2.5监测，为 PM2.5监测系统和个别监测站提出改善

方案； 

• 根据珠三角地区工业和经济发展，预测 PM2.5的成分趋势（如硫酸盐和硝酸盐），

以制定合适的空气质量管理系统；及 

• 开发综合平台来储存和展示本研究的数据和资讯，以促进学者、专家及政府官员

交流、讨论和联手研究珠三角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 

2.2 研究范围 

2.2.1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整个珠三角地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广东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肇庆和惠州）。

2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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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结果 

3.1 实地采样和化学分析 

3.1.1 在香港所有一般（即非路边）采样点，PM2.5内含量最高的是硫酸盐、有机物质

和氨离子。路边采集的样品中，有机物质、元素碳和硫酸盐的含量最高。 

3.1.2 香港不同地点的硫酸盐和氨离子水平差别并不明显，显示这两个物种主要是从其

他地区传输到香港。元素碳水平则有相当明显的次序：路边>城市>新城区 >郊区，

与这些采样点的一般环境特征一致。有机物质和元素碳浓度在路边较高，代表车

辆废气为该地点碳颗粒的主要来源。 

3.2 卫星遥感和激光雷达观测 

3.2.1 从卫星遥感数据得出香港十五年（ 2000年至 2014年）的 PM2.5平均浓度数据显

示，PM2.5浓度在香港有很多高建筑物和交通繁忙的市区中心地带，以及与广东

省毗邻、最容易受广东省污染影响的西北部较高。 

3.2.2 从卫星遥感数据得出的 2001 年至 2015 年珠三角地区 PM2.5年平均浓度趋势显

示，这上半段期间的 PM2.5浓度总体上升，并在 2007 年达到最高值 44.1±16.8
微克/立方米 1。区内 PM2.5浓度自 2008 年起总体下降， 2014 年至 2015 年的 
PM2.5浓度更大幅下降。PM2.5浓度在 2015 年达到最低值 29.8±11.4 微克/立方

米，低于世界卫生（世卫）组织中期目标 -1（IT-1）的标准。然而， PM2.5浓度仍

然明显高于世卫组织的中期目标 -2（IT-2）、中期目标 -3（IT-3）和《空气质量准

则》的标准，显示该区空气质量仍有待改善。 

3.2.3 从卫星遥感数据得出的珠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长期趋势一般与

珠三角地区整体相似。此外，珠三角地区中心的 PM2.5浓度特别高。尽管从 2014
年到 2015年区内的 PM2.5浓度普遍下降，所有城市的 PM2.5浓度仍超出世卫组

织 IT-2的标准，并远超世卫组织 IT-3和《空气质量准则》的标准。 

3.3 优化排放清单 

3.3.1 本研究采用现有最可靠的本地源排放因子、排放活动资料及「由下而上」的估算

方法，去编制 2012年广东珠三角地区的高解像排放清单。数据的收集和计算均

遵循严格的质检/质控程序，包括分析排放因子和排放量估算的不确定性，以确

保清单数据质量。清单的主要排放源包括：电厂源、工业源、道路移动源、扬尘

源、VOC 有关的民用源、生物质燃烧源、燃料储存和运输源、农牧业源、自然

源和其它源。清单包括以下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可吸入

颗粒物（ PM10）、PM2.5 、黑碳、有机碳、VOC和氨气。 

3.3.2 在 2012年，电厂排放和工业燃烧是广东珠三角地区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分别

为总排放量的 27.3%和 49.4%。道路移动源是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黑碳的最大

来源，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34.4%、45.4%和 41.4%。PM10的最大来源是扬尘，

占总排放量的 47.1%。PM2.5的主要排放源是电厂、扬尘和工业用燃烧，分别占

总排放量的 18.4%、17.4%和 15.1%。溶剂使用源和道路移动源是 VOC的重要 

1 此正负值显示了整个珠三角地区年平均浓度的变化幅度。

3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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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42.4%和 33.8%。农牧业源是氨气的最大来源，占排放

总量的 78.3%。 

3.3.3 与 2010 年相比，2012 年的 PM10、PM2.5和氨气排放量显著下降，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排放量的跌幅一般。排放量下降的趋势可归因于该两年执行的排放控制

措施。而 VOC 排放量只有轻微下降，可能因为 VOC 源数量繁多及分散，所以

控制排放并不容易。 

3.3.4 本研究把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空气污染排放分布于 3 公里 × 3 公里的网格中，以

研究其空间特征。高二氧化硫排放主要在广州、东莞和佛山，这些地点均有大型

燃烧点源，如发电厂和工业企业。氮氧化物排放主要在高耗能、工业发达、人口

和道路网路密集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中、南部。一氧化碳排放分布大致上与珠三角

地区工业企业和道路网的位置吻合。 PM2.5 和 PM10 的排放分布相似，主要是在

广东珠三角地区中、南部。人为排放的 VOC源主要在佛山、广州、东莞、深圳

和中山等大量消耗含 VOC溶剂的轻工业中心。氨气排放主要在有畜牧业和农业

施肥的乡间。黑碳和一氧化碳排放的空间特征与道路网吻合。 

3.3.5 各污染源的排放在不同月份、周 /天或小时有明显差异，例如不同城市发电厂的

排放每月都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业结构、工业企业数目、生产力和人口的差异。

私家车等小型汽车的排放通常于工作天较低，但从周五开始增加，高峰值在周六，

反映排放量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而货柜车等大型汽车的排放量则于工作天较

高，在周末则显著下降。 

3.4 受体模型和来源解析 

3.4.1 本研究以「正矩阵因子分解模型」（ PMF）推算珠三角地区 PM2.5的来源和量化

其影响。模型为广东珠三角地区识别出的九个排放源因子为车辆尾气、渣油、海

盐、地壳土壤、二次硫酸盐、二次硝酸盐、微量金属、生物质燃烧和工业源。香

港和澳门则识别出八个因子，其中七个因子跟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相同，第八个因

子是工业源和二次硝酸盐的混合体。当香港和澳门加入了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

数据后，更识别出以煤炭燃烧为主的另一因子。这证明非极性有机化合物数据有

助识别过往未能分辨的因子。 

3.4.2 就不同排放因子的比重而言，二次硫酸盐是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因子，占广东珠

三角地区和澳门 PM2.5总量的 24.1%，香港的 27.4%。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的

二次硝酸盐很大部分于珠三角地区内产生。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汽车尾气的比

重较香港高。由于靠近船舶活动，渣油排放在香港和澳门的比重较高。广东珠三

角地区地壳土壤源排放比重较高，可能与大量土地开发活动有关。工业源对香港

和澳门的影响微乎其微。 

3.4.3 除海盐和渣油两个与船舶相关的因子外，所有因子均呈现冬季高、夏季低的规律。 
2015年 8月以后，渣油因子比重有下降趋势，可能反映远洋船只燃料硫含量新

规管的成效。因为较高温不利硝酸盐形成颗粒状态， 5月至 9月的二次硝酸盐水

4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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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几乎为零。工业源排放在 3 月份出现高峰，或与中国农历新年后追加生产有

关。 

3.4.4 PM2.5 排放因子的空间分布图显示 1）车辆尾气排放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比重略

高；2）渣油排放在香港和澳门的比重较高； 3）海盐的比重集中在香港和南沙港

口附近；4）二次硫酸盐在肇庆的浓度最高； 5）二次硝酸盐在肇庆和江门的比重

较高；和 6）作为近郊和乡间，江门也是生物质燃烧的集中地。 

3.5 空气质量模型 

3.5.1 本研究以更新的「香港大气污染物扩散模型」（ PATH）分析污染物的传输、变

化和扩散特征，及识别珠三角地区的 PM2.5 排放源。模型设有四个空间解像度： 
27 公里、 9 公里、 3 公里和 1 公里的嵌套模型域，用于气象模型和化学传输模

型。模型系统采用「稀疏矩阵排放处理模型」（ SMOKE）来处理排放数据，加

上「天气研究和预报模型」（ WRF）作为气象模型，并以「多尺度空气质量模拟

系统」（ CMAQ）、「拓展综合空气质量模型系统」（ CAMx）和「嵌套空气质

量预测模拟系统」（ NAQPMS）作为化学传输模型。模拟时空包括 2012年和本

研究采样年 2015年。并用上述的排放清单辅以不同来源（香港天文台和互联网）

的气象数据进行空气质量模型运算。质检/质控方面，本研究以不同化学传输模

型结果的差异评估不同模型的优势、能力和兼容性，并且以观测数据校验模拟结

果。本研究也以「颗粒物源解析技术」（ PSAT）跟踪 2015年模拟结果中在不同

区域（即广州、深圳、香港、澳门、模拟域中珠三角地区外的区域和模拟域外的

区域）和不同排放源（发电厂点源、工业点源、面源、移动源、船舶源和生物源）

引致的颗粒物浓度。此外，本研究更探讨不同模型设置和方案，识别影响模型表

现最大的设定，特别是 PM2.5成分中被理解最少的二次有机气溶胶。 

3.5.2 WRF 模拟的 2015 年风向、风速、风向量和温度与同年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的观测数据非常吻合。 

3.5.3 CMAQ模拟的 2015年 PM2.5浓度与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观测数据匹配，该

模拟重现 2015 年全年所有监测站的 PM2.5 趋势，但持续低估约 3.5 微克/立方

米，可能是某些未包括的本地、区域性和跨区域排放源造成。 

3.5.4 虽然二次有机气溶胶模拟结果仍有些不确定性，但 1-维和 1.5-维基于挥发性分

级（VBS）之二次有机气溶胶模型重现 PM2.5 浓度水平和时间变化的表现不错，

而传统二次有机气溶胶模型则无法得出合理的结果。 

3.5.5 PSAT分析显示，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于 2月、10月和 12月最重要的污染

来源是跨区域污染，而在 7月当本地和区域污染变得更重要时，跨区域比重显著

下降。本地和区域污染的比重在严重污染的日子也显著上升。面源排放是这四个

城市最重要的污染源，深圳的移动污染源和香港的船舶污染源占 PM2.5显著的比

重，点源排放相对不重要。 

3.6 概念模型 

3.6.1 制定概念模型的数据包括上述优化的排放清单和空气质量模型结果。概念模型采

用 HYSPLIT 后向轨迹估算气流来源，并将气流来源聚类分析成不同的气流簇，

以区分不同空间尺度（本地、区域和跨区域尺度）的污染。轨迹分析的起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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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三角地区的五个监测站，包括肇庆、从化和南沙三个内陆站，及荃湾和大潭

山两个沿海站。 

3.6.2 后向轨迹显示五个监测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相同的空气区域内，而影响珠三角地

区的气团大部分来自东北、东、南和西南方。 

3.6.3 各监测站都识别出五个气流簇，标记为「东北 -长程」、「东北-短程」、「东南」、

「西南-短程」和「西南-长程」。「东北-短程」簇在内陆站占超过总轨迹数量 50%，

在沿海站则占超过 30%。「东北-长程」簇在沿海站的百分比较内陆站高。大部

分「东北 -短程」簇发生在春、秋和冬季；而所有监测站于夏季都由「西南 -长程」

簇主导。 

3.6.4 本研究结合后向轨迹与 PMF排放源解析识别的因子，评估每个轨迹簇群里各个

因子产生污染的比重。结果显示，二次硫酸盐、汽车尾气和生物质燃烧排放是两

个东北簇的主导因子；而二次硫酸盐、渣油和汽车尾气排放则是其余三个簇的主

导因子。 

3.6.5 概念模型也识别和分辨出每个监测站来自本地和外来相同因子产生的 PM2.5。二

次硝酸盐和微量金属从外来较多。相反，海盐较多由本地产生。总体来说，在沿

海站的污染较多为外来产生。 

3.6.6 整个珠三角地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同一空气区域。当该地区分成两个空气区

域时，一个在内陆形成，另一个沿海岸形成。不同空气区域的本地和外来产生污

染的比重截然不同。 

3.7 综合分析和相关政策建议 

3.7.1 本研究以 2015年 2月（冬季）、 7月（台风）、 10月（夏秋季过渡）和 12月

作为四个具代表性的月份，综合分析其中四个典型严重污染事故和分析四个政策

情景，探讨气象条件促成污染的比重和评估假设控制方案之成效，并根据分析结

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3.7.2 对严重污染事故影响最大的气象条件，是位于珠三角地区东、东南或东北的热带

气旋所导致较稳定的地区性气流。空气污染物在此条件下快速积聚，特别在吹微

弱北风或西北风时，香港及珠三角地区的南部沿海城市的污染物浓度快速升高，

导致可长达一星期的高污染物水平（在夏季或秋季）。 

3.7.3 除热带气旋外，华南地区在夏季或秋季也会有弱风情况，导致污染物积聚。当转

吹西北风，被困的污染物有机会传到香港，往往令香港污染物的浓度上升。 

3.7.4 在香港，空气污染物水平在冬季也会短暂上升，通常与增强的北或西北气流有关。

当较弱的东北风成为主导风向，加上较低温度（即更稳定边界层）和地表弱风，

华南内陆的污染物会慢慢大量积聚。 

3.7.5 本研究根据「十三五规划」中有关改善珠三角地区区域空气质量的近期措施（如

改用更清洁的燃料种类等），通过四个假设情景，利用空气质量模型评估他们对

珠三角地区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情景包括基本情景（ S1）、S1加上加强控制

交通和发电厂（ S2）、在 S2情景加上加强控制面源和工业源（ S3），以及在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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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加上珠三角地区以外的中国地区实施相同程度的措施（ S4）。通过已校正的 
WRF/CMAQ模型模拟区域空气质量在这四种情景中的变化。 

3.7.6 模拟结果显示这四种假设情景都有助降低整个珠三角地区的 PM2.5浓度，尤其是

珠三角西北部地区。这些假设情景会使香港所有监测站的 PM2.5浓度将降低 2至 
5 微克/立方米。 

3.7.7 基于上述分析，政策建议如下： 

- 加强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合作 
- 建立综合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 建立全面的动态区域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 
- 为重大空气污染事故制定区域预报和预警系统 
- 优化工业区的空间布局，以助管理区域性二次污染物 
- 加强流动污染源的防治，鼓励非机动车运输 
- 收紧控制重点污染源，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 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耗量 
- 加强控制氨气排放和露天燃烧 
- 通过跨区域科学研究加深了解空气污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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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4.1.1 遥感分析显示珠三角地区大气中的 PM2.5自 2008 年显著减少，其中 2012 年的

下调幅度尤其触目。然而，珠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年均 PM2.5浓度依然高于世卫组

织《空气质量准则》的建议，为保障公众健康免受珠三角地区的空气污染侵害，

珠三角三地政府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改善区域的空气质量。 

4.1.2 2015年珠三角地区 PMF源解析的结果非常稳定及可靠。 PMF为广东珠三角地

区识别出九个排放源因子，香港和澳门则识别出八个源因子，各组结果有七个共

同因子，广东珠三角地区余下两个因子（工业源和二次硝酸盐）混合为香港和澳

门的第八个因子。当香港和澳门加入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的数据，PMF 便能

识别煤炭燃烧为另一因子。这突显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数据有助识别过往未能

分辨的因子。 

4.1.3 二次硫酸盐和汽车尾气是广东珠三角地区、香港和澳门首两位的 PM2.5来源。二

次硝酸盐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的第三大源，而渣油则是香港的第三大源。地

壳土壤、生物质燃烧和工业源的比重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最高，渣油在澳门最高，

而海盐在三个地区的影响相若。 

4.1.4 概念模型识别和分辨本地和外来源对珠三角地区 PM2.5污染的影响。本地污染比

重一般较外来污染低。本地污染对内陆的影响会较沿海地区高。除此以外，本地

污染的影响在夏季较冬季高。 

4.1.5 珠三角各地区在一年中超过一半时间会处于同一空气区域内，当它被分成两个空

气区域时，内陆往往在春季和夏季形成一个独立的空气区域，而沿海地区则在秋

季和冬季形成一个独立的空气区域。 

4.1.6 珠三角地区的 PM2.5水平主要受气象条件带动。在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严格

的排放控制可减轻该地区的污染。 

4.1.7 随着珠三角地区多年来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政策，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由 2012年至 
2015年已有所下降。在不久的将来，如 2020年，若中国和珠三角地区落实「十

三五规划」和「香港空气污染管制策略」等近期控制措施，污染水平将进一步下

降。除船舶排放外，所有排放源的排放将会減少。 

4.2 建议 

4.2.1 所有的政策建议都要尽可能有数据支持和说明。特别是上述十个建议的政策，当

中强调加强珠三角地区跨区域科学及政策层面的合作。

8 2018年 12月 


	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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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各污染源的排放在不同月份、周/天或小时有明显差异，例如不同城市发电厂的排放每月都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业结构、工业企业数目、生产力和人口的差异。私家车等小型汽车的排放通常于工作天较低，但从周五开始增加，高峰值在周六，反映排放量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而货柜车等大型汽车的排放量则于工作天较高，在周末则显著下降。

	3.4 受体模型和来源解析
	3.4.1 本研究以「正矩阵因子分解模型」（PMF）推算珠三角地区PM2.5的来源和量化其影响。模型为广东珠三角地区识别出的九个排放源因子为车辆尾气、渣油、海盐、地壳土壤、二次硫酸盐、二次硝酸盐、微量金属、生物质燃烧和工业源。香港和澳门则识别出八个因子，其中七个因子跟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相同，第八个因子是工业源和二次硝酸盐的混合体。当香港和澳门加入了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数据后，更识别出以煤炭燃烧为主的另一因子。这证明非极性有机化合物数据有助识别过往未能分辨的因子。
	3.4.2 就不同排放因子的比重而言，二次硫酸盐是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因子，占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PM2.5总量的24.1%，香港的27.4%。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的二次硝酸盐很大部分于珠三角地区内产生。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汽车尾气的比重较香港高。由于靠近船舶活动，渣油排放在香港和澳门的比重较高。广东珠三角地区地壳土壤源排放比重较高，可能与大量土地开发活动有关。工业源对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微乎其微。
	3.4.3 除海盐和渣油两个与船舶相关的因子外，所有因子均呈现冬季高、夏季低的规律。2015年8月以后，渣油因子比重有下降趋势，可能反映远洋船只燃料硫含量新规管的成效。因为较高温不利硝酸盐形成颗粒状态，5月至9月的二次硝酸盐水平几乎为零。工业源排放在3月份出现高峰，或与中国农历新年后追加生产有关。
	3.4.4 PM2.5排放因子的空间分布图显示1）车辆尾气排放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比重略高；2）渣油排放在香港和澳门的比重较高；3）海盐的比重集中在香港和南沙港口附近；4）二次硫酸盐在肇庆的浓度最高；5）二次硝酸盐在肇庆和江门的比重较高；和6）作为近郊和乡间，江门也是生物质燃烧的集中地。

	3.5 空气质量模型
	3.5.1 本研究以更新的「香港大气污染物扩散模型」（PATH）分析污染物的传输、变化和扩散特征，及识别珠三角地区的PM2.5排放源。模型设有四个空间解像度：27公里、9公里、3公里和1公里的嵌套模型域，用于气象模型和化学传输模型。模型系统采用「稀疏矩阵排放处理模型」（SMOKE）来处理排放数据，加上「天气研究和预报模型」（WRF）作为气象模型，并以「多尺度空气质量模拟系统」（CMAQ）、「拓展综合空气质量模型系统」（CAMx）和「嵌套空气质量预测模拟系统」（NAQPMS）作为化学传输模型。模拟时...
	3.5.2 WRF模拟的2015年风向、风速、风向量和温度与同年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观测数据非常吻合。
	3.5.3 CMAQ模拟的2015年PM2.5浓度与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观测数据匹配，该模拟重现2015年全年所有监测站的PM2.5趋势，但持续低估约3.5微克/立方米，可能是某些未包括的本地、区域性和跨区域排放源造成。
	3.5.4 虽然二次有机气溶胶模拟结果仍有些不确定性，但1-维和1.5-维基于挥发性分级（VBS）之二次有机气溶胶模型重现PM2.5浓度水平和时间变化的表现不错，而传统二次有机气溶胶模型则无法得出合理的结果。
	3.5.5 PSAT分析显示，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于2月、10月和12月最重要的污染来源是跨区域污染，而在7月当本地和区域污染变得更重要时，跨区域比重显著下降。本地和区域污染的比重在严重污染的日子也显著上升。面源排放是这四个城市最重要的污染源，深圳的移动污染源和香港的船舶污染源占PM2.5显著的比重，点源排放相对不重要。

	3.6 概念模型
	3.6.1 制定概念模型的数据包括上述优化的排放清单和空气质量模型结果。概念模型采用HYSPLIT后向轨迹估算气流来源，并将气流来源聚类分析成不同的气流簇，以区分不同空间尺度（本地、区域和跨区域尺度）的污染。轨迹分析的起点分布在珠三角地区的五个监测站，包括肇庆、从化和南沙三个内陆站，及荃湾和大潭山两个沿海站。
	3.6.2 后向轨迹显示五个监测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相同的空气区域内，而影响珠三角地区的气团大部分来自东北、东、南和西南方。
	3.6.3 各监测站都识别出五个气流簇，标记为「东北-长程」、「东北-短程」、「东南」、「西南-短程」和「西南-长程」。「东北-短程」簇在内陆站占超过总轨迹数量50%，在沿海站则占超过30%。「东北-长程」簇在沿海站的百分比较内陆站高。大部分「东北-短程」簇发生在春、秋和冬季；而所有监测站于夏季都由「西南-长程」簇主导。
	3.6.4 本研究结合后向轨迹与PMF排放源解析识别的因子，评估每个轨迹簇群里各个因子产生污染的比重。结果显示，二次硫酸盐、汽车尾气和生物质燃烧排放是两个东北簇的主导因子；而二次硫酸盐、渣油和汽车尾气排放则是其余三个簇的主导因子。
	3.6.5 概念模型也识别和分辨出每个监测站来自本地和外来相同因子产生的PM2.5。二次硝酸盐和微量金属从外来较多。相反，海盐较多由本地产生。总体来说，在沿海站的污染较多为外来产生。
	3.6.6 整个珠三角地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同一空气区域。当该地区分成两个空气区域时，一个在内陆形成，另一个沿海岸形成。不同空气区域的本地和外来产生污染的比重截然不同。

	3.7 综合分析和相关政策建议
	3.7.1 本研究以2015年2月（冬季）、7月（台风）、10月（夏秋季过渡）和12月作为四个具代表性的月份，综合分析其中四个典型严重污染事故和分析四个政策情景，探讨气象条件促成污染的比重和评估假设控制方案之成效，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3.7.2 对严重污染事故影响最大的气象条件，是位于珠三角地区东、东南或东北的热带气旋所导致较稳定的地区性气流。空气污染物在此条件下快速积聚，特别在吹微弱北风或西北风时，香港及珠三角地区的南部沿海城市的污染物浓度快速升高，导致可长达一星期的高污染物水平（在夏季或秋季）。
	3.7.3 除热带气旋外，华南地区在夏季或秋季也会有弱风情况，导致污染物积聚。当转吹西北风，被困的污染物有机会传到香港，往往令香港污染物的浓度上升。
	3.7.4 在香港，空气污染物水平在冬季也会短暂上升，通常与增强的北或西北气流有关。当较弱的东北风成为主导风向，加上较低温度（即更稳定边界层）和地表弱风，华南内陆的污染物会慢慢大量积聚。
	3.7.5 本研究根据「十三五规划」中有关改善珠三角地区区域空气质量的近期措施（如改用更清洁的燃料种类等），通过四个假设情景，利用空气质量模型评估他们对珠三角地区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情景包括基本情景（S1）、S1加上加强控制交通和发电厂（S2）、在S2情景加上加强控制面源和工业源（S3），以及在S3情景加上珠三角地区以外的中国地区实施相同程度的措施（S4）。通过已校正的WRF/CMAQ模型模拟区域空气质量在这四种情景中的变化。
	3.7.6 模拟结果显示这四种假设情景都有助降低整个珠三角地区的PM2.5浓度，尤其是珠三角西北部地区。这些假设情景会使香港所有监测站的PM2.5浓度将降低2至5 微克/立方米。
	3.7.7 基于上述分析，政策建议如下：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4.1.1 遥感分析显示珠三角地区大气中的PM2.5自2008年显著减少，其中2012年的下调幅度尤其触目。然而，珠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依然高于世卫组织《空气质量准则》的建议，为保障公众健康免受珠三角地区的空气污染侵害，珠三角三地政府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改善区域的空气质量。
	4.1.2 2015年珠三角地区PMF源解析的结果非常稳定及可靠。PMF为广东珠三角地区识别出九个排放源因子，香港和澳门则识别出八个源因子，各组结果有七个共同因子，广东珠三角地区余下两个因子（工业源和二次硝酸盐）混合为香港和澳门的第八个因子。当香港和澳门加入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的数据，PMF便能识别煤炭燃烧为另一因子。这突显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物种数据有助识别过往未能分辨的因子。
	4.1.3 二次硫酸盐和汽车尾气是广东珠三角地区、香港和澳门首两位的PM2.5来源。二次硝酸盐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澳门的第三大源，而渣油则是香港的第三大源。地壳土壤、生物质燃烧和工业源的比重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最高，渣油在澳门最高，而海盐在三个地区的影响相若。
	4.1.4 概念模型识别和分辨本地和外来源对珠三角地区PM2.5污染的影响。本地污染比重一般较外来污染低。本地污染对内陆的影响会较沿海地区高。除此以外，本地污染的影响在夏季较冬季高。
	4.1.5 珠三角各地区在一年中超过一半时间会处于同一空气区域内，当它被分成两个空气区域时，内陆往往在春季和夏季形成一个独立的空气区域，而沿海地区则在秋季和冬季形成一个独立的空气区域。
	4.1.6 珠三角地区的PM2.5水平主要受气象条件带动。在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严格的排放控制可减轻该地区的污染。
	4.1.7 随着珠三角地区多年来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政策，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由2012年至2015年已有所下降。在不久的将来，如2020年，若中国和珠三角地区落实 「十三五规划」和「香港空气污染管制策略」等近期控制措施，污染水平将进一步下降。除船舶排放外，所有排放源的排放将会減少。

	4.2 建议
	4.2.1 所有的政策建议都要尽可能有数据支持和说明。特别是上述十个建议的政策，当中强调加强珠三角地区跨区域科学及政策层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