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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大气污染对城区居民

每日死亡率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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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广州市大气污染短期暴露与居民死亡风险的相关性。

【摘要】

方法采用时间序列方法，对主要大气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ＰＭ．。）、二氧化氮（ＮＯ：）和二氧化硫
（ＳＯ：）与每日死亡率相关性进行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控制年龄、性
别、时间、星期几效应和气象因素，发现ＰＭ。ＮＯ：和ＳＯ：这３种大气污染物暴露与超额死亡风险存
在正相关关系。广州市３种大气污染物在过去４８ ｈ的暴露浓度每上升１０ ｔＪＪｇ／ｍ３所对应的总死亡的
超额风险分别为０．９４％（０．７９～１．０９）、１．５５％（１．３１～１．７８）和１．０９％（０．９ｌ～１．２７）。研究结果表明，大
气污染物暴露与心血管系统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关联显著，对老年人和女性的影响更为显
著。结论广州市主要大气污染短期暴露与居民的超额死亡风险显著相关。
【关键词】大气污染；死亡率；时间序列分析；超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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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大气可吸入颗粒物（ＰＭ。。）和气态污

（０。）、一氧化碳（ＣＯ）］的短期暴露对于人体健康具

染物［如二氧化硫（ＳＯ：）、二氧化氮（ＮＯ：）、臭氧

有显著负面影响。近年的时间序列研究显示，大气
颗粒物的短期暴露与死亡率的增加显著相关口１，并

ＤＯ【：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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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或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２００８ＡＡ０６２５０３）

住院率的风险瞳ｔ ３｜。毒理学研究也发现大气污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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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心血管系统有不良影响Ｈ＇５Ｉ。我国城市Ｐ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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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大气质量基准推荐值水平２０ Ｉ．ｔｇ／ｍ３（年平均
值）和５０肛ｇ／ｍ３（２４ ｈ平均值）。本研究采用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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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广州市每日主要大气污染物短期暴露与

ｌｏｇＥ（ｙ：）＝／３Ｚ，＋ｎｓ（ｔｉｍｅ，∽＋ｎ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Ｈ，∽

死亡率的相关性。

（１）

＋ＤＤ彤＋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资料与方法

在上述基础模型中，逐步加入单一污染物，分析
其对于死亡率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暴露时段效应进

１．研究地区特征：广州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行检验，确定采用ｌａｇ ０—１（过去４８ ｈ污染物平均浓

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南风，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度）分析污染物对于全死因，以及不同疾病死因、性

候，２００７年末城市户籍人口约６３７万（ｈｔｔｐ：／／、＾ｍｗ

别、年龄组别死亡率的影响。
使用公式（２）计算污染物浓度每增加１０¨彰ｍ３

ｇｚｆｂ．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死亡率数据：广州市每日死因和总死亡人数

的死亡率超额风险百分比（职及其９５％ＣＩ）：

的数据由广东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收集，包括２００４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广州市城区的全

（２）

ＥＲ＝［ｅｘｐ（／３×１０）一１］×１００％

死因全年龄死亡率，以及按性别和年龄（ｏ～４４、４５～

由于污染物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进一步采用
双污染物模型，将２个污染物同时纳入模型分析，与

６４、６５～岁）分层的死亡率数据。广州市区居民正常

该污染物的单一污染物模型结果进行比对，检验该

病伤死亡资料由当地卫生和民政部门收集，由医疗

污染物的独立效应。另外，采用不同的时间趋势、温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确定死因，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ＩＣＤ一１０，ＷＨＯ １９９３）进行分类和编码，开具《死

度、相对湿度的自由度组合，选取ＰＭ。。与总死亡的

亡原因证明书》。区县级卫生局从民政和卫生机构
收集《死亡原因证明书》，进行复核、汇总、剔重、查
漏，通过内部死因统计软件系统统一报送上一级卫
生局。在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的漏报调查中显示死因

相关性检验，进行敏感度分析。为了直观的表述大
气污染物浓度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绘制剂量一
效应曲线。使用统计软件Ｒ（２．９．２版，ｈｔｔｐ：／／ｃｒａｎ．
卜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进行分析。
结

漏报率均低于２％，在及时补漏后死亡率与公安部门

果
、

’

年鉴公布的死亡率一致。审核后的居民死亡资料最
终上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１．大气污染、气象状况及死亡数据分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广州市每日污染物浓度和气象状况，以及每

３．大气污染与气象数据：广州市区２００４年１月

日死亡率的统计结果见表１、２。期间广州市城区居

的日平均浓度，由广州市环境保护局采集（ｈｔｔｐ：／／

民每日平均全因死亡人数为８２人；其中，每日因心
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人数分别占每Ｅｔ全

ｍ删．ｇｚｅｐｂ．ｇｏｖ．ｃｎ）。１０个监测站点分布在人ＶＩ较

因死亡人数的３７．Ｏ％和１８．０％，女性占４４．０％，６５岁

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主要ＰＭ。。、ＮＯ：、ＳＯ：

集中城区：萝岗区和海珠区各２个，花都区、白云区、

以上老年人占７６．０％。广州市的年平均温度为

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番禺区各１个。同期的广

２２．９

州市每日温度和相对湿度资料由国家气象局提供。
４．统计学分析：经过检验，每日死亡率变化符

表１

ｏＣ，相对湿度为７９．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广州市Ｅｔ均大气污染与气象条件特征

合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采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广义线性模型
（ＧＬＭ）分析大气污染与死亡率的相关性，并采用自
然样条平滑函数拟合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季节、
温湿度影响№。８１。首先建立不包含大气污染变量的
基础模型，用来确定温度、湿度和时间趋势的自由
度。最终自由度的选择基于ＡＩＣ法则（Ａｋａｉｋｅ’Ｓ

２．回归模型拟合：超额死亡风险分析的单一污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曲１，以及交叉核实分析和敏感

物模型分析结果见表３。ＰＭ，。浓度每上升１０¨ｇ／ｍ３，

度分析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ｎ ０１“１。Ｅ（砼）表示第ｔ

总死亡的超额风险增加为０．９４％（９５％ＣＩ：０．７９～

日的死亡人数，Ｚ表示第ｔ日的污染物浓度，口表示二
者的回归系数，采用自然样条平滑函数珊分别对时

１．０９），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超额风
险的增加分别为１．２３％（Ｏ．９８。１．４８）和０．９７％

间趋势、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拟合，控制“星期几效

（０．６２～１．３２）。另外，ＰＭ。。暴露对于６５岁以上老年

应”对于空气污染浓度变化的影响，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广

人以及女陛超额死亡风险的增加影响更大。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义线性模型公式：

与ＰＭ。。暴露效应趋势相似，ＮＯ：浓度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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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应关系见图１。结果显示，大部分曲线在每种污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广州市城区日均死亡人数分析

物浓度的ＩＱＲ区间（图１中以２条实线表示）呈线性

关系，表明在污染物的常见浓度范围内，死亡风险随
着浓度上升而增加。
表４双污染物模型中广州市大气污染物在ｌａｇ ０－１浓度
每上升１０ ｇｇ／ｍ３引起的死亡超额风险

ｇｇ／ｍ３，总死亡、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超
额死亡风险分别增加１．５５％（１．３１～１．７８）、２．０３％
１０

（１．６４—２．４１）和１．６４％（１．１０～２．１９）。ＳＯ：浓度每上
升１０ ｇｇ／ｍ３，总死亡、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的
超额死亡风险分别增加１．０９％（０．９１～１．２７），１．４４％
（１．１５～１．７４）和１．１９％（０．７７～１．６０）（表３）。ＮＯ：和

ＳＯ：暴露，对于老年人以及女｜生的影响也更大。
３．模型敏感性分析：双污染物模型检验结果显
示（表４），每个污染物的超额死亡风险在控制其他
污染物情况下有所减小，揭示单一污染物的健康效
应分析可能受到其他污染物效应的影响。另外，对
于时间趋势、温湿度选择不同的自由度组合进行结
果比对，结果显示采用（８，３，４）和（７，４，４）自由度组

合计算得到的ＥＲ值依然有统计学意义，而且数值变
化不大，显示主效应模型较为稳健。
４．大气污染物暴露浓度与超额死亡风险关系：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每种污染物的总死因、心血管系统
和呼吸系统疾病死因超额死亡风险的暴露浓度与反
表３广州市大气污染物在ｌａｇ ０－１浓度每上升１０

引起的死亡超额风险（朋值９５％ＣＩ）

ｇｇ／ｍ３

注ａ Ｐ＜０．００１；６ Ｏ．０１＜Ｐ＜０．０５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广州市主要大气污染与居民的每
日死亡率相关性分析，观察ＰＭ。。、ＮＯ：、ＳＯ：浓度的增
加，与居民全死因、心血管系统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
的超额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同时，大气污染短
期暴露与老年人和女性的超额死亡风险增加的相关
性更为显著。而各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累积及光化
学反应，呈现复杂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ｎ“。广州
地区丰富的降雨可帮助清除该地区的大气污染ｎ…，
而较高的相对湿度也会促进颗粒物组分发生二次污
染反应ｎ“。较低的年均风速不利于颗粒物扩散，使
得广州市的颗粒物污染程度较为严重。
大气环境研究发现ＳＯ：会在空间上传输
扩散，因此ＳＯ：污染可能成为区域性的大
气污染问题ｎ ５｜。例如，香港的ＳＯ：高污染
事件主要由区域性ＳＯ：传输引起ｎ“。广州
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较高，机动车尾气排放
是广州市大气ＮＯ：的一个重要来源。
本研究中广州市ＰＭ，。、ＮＯ：和ＳＯ：在
过去２ ｄ暴露对总死亡的超额风险分别为

０．９４％、１．５５％和１．０９％；与国内外研究结
果比较一致‘”，１７驯。Ｋａｎ等ｍ ３曾报道，上
海市这３种污染物以每１０肛∥ｍ３浓度上
升，总死亡相关的超额风险分别是
注：４ Ｐ＜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９７％和０．９５％。Ｗｏｎｇ等Ｈ叫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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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全死因超额死亡风险

心血管系统疾病超额死亡风险

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风险

０

０．６
０３

乎参≤

０２
Ｏ ｌ

＾景ｖ葛

０．４

／／／ｊ

∥

ＯＯ

形

／：，：：：／————

Ｏ．２

０．０

乒乎

／ｆ

孝二一一…－－、、、

，

０ ｌ

一

－０．２
Ｏ２

一

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０

１∞１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
ｏ ４
ｎ３

０ ６

ｏ ３
ｎ２

０４
ｏ ２

ｊ多乏二ｉ■一

ｎ １

雾少

＾琶葛

ｎ０

：孑；
一

ｎ １

一

ｎ２

。、、．

矿形

－＿，，＿’一

．乏二＝■—～

ｏ ｌ
ｏ ０

加

ｌ

加

２

—一

∥

彩。

Ｏ２

、’、＼

，＃；乡

Ｏ ０

，，，，

孝≥二ｉ＿、＿

Ｏ２

ｍ３
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５｝

ｎ２
ｎ１

＾累ｖ备

ｎＯ

∥

矿妒

殍∥多心

０ ４
ｏ ２

ｏ Ｏ
：歹于

，，７

一

ｎ１

一

ｎ２

Ｏ ６

ｏ ４

ｎ３

Ｏ ２

，形

乒多万≮■＼

、、＼、、

，，，

加

彩ｚ孓
一一…一一一‘

．｝多

Ｏ Ｏ

０ ２

２

、

、、、

～、、

Ｏ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５０

浓度（ｐ．ｇ／ｍ３）
图１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浓度（¨ｅｄｍ３）

５０

１００

２∞

１５０

浓度（ｉⅢ．，／ｍ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广州市大气污染物与居民全死因、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的暴露剂量风险

泰国曼谷和我国的香港特区、上海、武汉市作为研究
站点，ＰＭ，。在四城市的总死亡超额风险为０．２６％（上

所停留时间增加，这有可能减少人们对于室外大气

海）一１．２５％（曼谷），ＮＯ：为０．９０％（香港）。１．９７％

的暴露，使得大气污染暴露的健康风险有可能被低

（武汉），ＳＯ：为Ｏ．８７％（香港）。１．６１％（曼谷）。亚洲
的城市大气污染普遍具有显著负面健康效应。

估。

Ｗｏｎｇ等陋叫提出，由于每个城市的污染物浓度范围
不同，污染物浓度每上升１０ Ｉ．ｔｇ／ｍ３在各个城市代表
着不同的污染程度变化，这可能造成与此相关的超

影响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户籍人口的
流动性，居民死亡信息上报可能存在漏报；根据死因

额风险差异。若使用每上升一个ＩＱＲ计算超额风
险，四城市间的效应类似。本研究中，广州市的ＰＭ。。
浓度与其他亚洲大城市比较相近，而ＮＯ：和ＳＯ：浓

差可能影响每日死亡数据的准确性。其次，采用固
定站点监测的空气污染浓度代表城市人群的暴露水

度偏高。在高污染物浓度下的死亡风险也许反降

局和暴露测量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会对分析结果产

低，因为易感人群有可能在浓度达到最大值之前就

生一定影响。

已死亡。这可能导致广州市的气态污染物效应被低
估。有研究表明空调的普及对大气污染物的效应评
估也有影响ｎ ８’２“。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亚热带气候，

空调使用率和使用时间较高，人们在家中或工作场

时间序列方法在研究空气污染的人群暴露健康

分类的数据，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分，这些误

平，与人群真实的暴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健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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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ｄｅａｔｈｓ．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０，１０８：５６３—５６８．
ＨＤ，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Ｊ，Ｃｈｅ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 ｏｆ

ＧＨ，ｅｔ

ａ１．Ｓｅａｓｏｎ，ｓｅｘ，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咄ｅ

Ａｓｉａ（ＰＡＰＡ）ｓｔｕｄｙ．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ｏｎ

ａｉ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８．１１６（９）：１１８３—１１８８．
［１９］Ｗｏｎｇ ＣＭ，Ｏｕ ＣＱ，Ｃｈａｎ

ＫＰ，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Ｗｏｎｇ ＣＭ，Ｍａ
ｄａｉ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８，１１６（９）：１１８９—１１９４．

Ｓ，Ｈｅｄｌｅｙ ＡＪ，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

Ｈｏｎｇ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Ｋｏ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１，１０９（４）：３３５—３４０．

Ａ，Ｚｅｇｅｒ ＳＬ，ｅｔ ａ１．Ｏ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ｕｒｂａｎ

Ａｓｉａ．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３，３７（１）：１１－２２．

ｏｎ

Ａｓｉａ（ＰＡＰＡ）：ａ ｍｕｌｔｉｃ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

ａ１．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Ｙ，ｅｔ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ａｔｏｎ．ＦＬ：Ｃｈａｐｍａｎ＆Ｈａｌｌ／ＣＲＣ．２００６．

［９］Ｈｕｒｖｉｃｈ ＣＭ，Ｓｉｍｏｎｏｆｆ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５０：１０３—１２０．

［１８］Ｋａｎ

（ＡＰＨＥＮ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７（６）：Ｓ１９—２０．
［８］Ｗｏｏｄ

ｏｆ

［１４］Ｈｕａｎｇ ＸＦ，Ｙｕ ＬＺ，Ｈｅ

［１ ７］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２３６．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

ｃｉｔｙ：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１６］ＷａｎｇＴ，ＰｏｏｎＣＮ，ＫｗｏｋＹＨ，ｅｔ
ＪＲ，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ｉｔｉ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７］Ｓａｍｅｔ

ａｔ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２００６，１１１：Ｄ２２２１２．

Ｓ，Ｐｏｐｅ ＣＡ，ｅｔ ａ１．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Ａ．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Ｃｈｉｎａ．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６，４０（２０）：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１９９９—２００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８，１６８（１１）：

［３］Ｄｏｍｉｎｉｃｉ

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１９８７—２０００．ＪＡＭＡ，

［２１］Ｚｈｏ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Ｉｔｏ
ｏｆ

Ｋ，Ｌａｌｌ

ｆｉｎｅ

Ｒ，ｅｔ

ａ１．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Ｒ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ａｆｆｉ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０，１１９（４）：４６１—４６６．

２００４，２９２（１９）：２３７２—２３７８．
ａｎ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０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本文编辑：尹廉）

［１２］Ｈａｇｌｅｒ ＧＳＷ，Ｂｅ曜ｉｎ ＭＨ，Ｓａｌｍｏｎ

ＬＧ，ｅｔ ａ１．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