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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construction, Chinese ozone (O3) pollution received

serious attention gradually.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main spatial carrier of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opulous country. It is the main form of urbanization. By the end of March 2017, the State Council has approved

six state-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cul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division standard of

urban scale is to take resident population of the city as the statistical caliber. The city is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of seven fil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3 pollution i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3 pollution and the city,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d the evolution tree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O3 monitoring data from June 2014 to May 2017, totally 36 month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O3 pollution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nd it grows rapidly in 2017, O3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pollution

factor after PM2.5, and it appears to be a staggered pollution status with PM2.5 in time. O3 polluted citi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among whic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relatively prominent. Cities of O3 and PM2.5 not exceeding the standar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West Straits Urban Agglomeration. O3 pollution in

the city of large population scale is more serious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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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臭氧（O3）污染逐渐受到重视。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是城

镇化的主体形态。截至2017年3月底，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6个国家级城市群，并提出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

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另外，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5类7档。为了研究中国O3

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O3污染与城市群之间的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和演化树模型对2014年6月

到2017年5月共36个月的O3监测数据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3污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并在2017年迅速增长，O3

已成为仅次于PM2.5的第二大污染因子，且与PM2.5在时间上呈“交错污染”的态势；O3污染超标城市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群区

域，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相对突出；O3和PM2.5均不超标的城市主要集中在

北部湾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群中人口规模大的城市O3污染较为严重。

关键词：O3；时空分布；地理探测器；演化树；城市群

1 引言

臭氧（O3）是地球大气中的一种微量气体，大气

中90%以上的O3存在于大气层的上部或平流层，离

地面有10～50 km，主要作用是吸收短波紫外线，这

是需要人类保护的大气O3层[1]。此外，还有少部分

的 O3存在于近地面，近地面 O3浓度达到一定阈值

时，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呼吸O3可引发

各种健康问题，O3会恶化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哮喘，

从而导致医疗护理的增加[2]。很多研究已经发现，

短期接触环境O3与许多不利的健康影响相关，包括

死亡率增加[3-5]，呼吸道入院率和急诊室访视率以及

肺功能下降等[6-8]。

在欧美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O3是影响环境

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对O3的监测工作开始较

早，周期较长，监测网络较完善，许多学者结合多年

的监测点数据分析了各地区O3的时空变化规律以

及O3的影响因素。Wilson等[9]利用非参数局部多项

式回归对欧洲1996-2005年158个农村综合监测站

年度和季节性的O3趋势进行了表征，且保证至少有

75%的数据覆盖率以适应更复杂的每日和每月O3

浓度趋势，并评估不断变化的人为排放示踪剂对观

察和模拟趋势的影响；Kleanthous等[10]通过对塞浦

路斯农村监测站连续 17年（1997-2013年）的O3浓

度数据得出各种不同时间间隔的平均变化曲线，连

同一些辅助化学和气象参数分析了多年，每年和昼

夜的 O3污染规律；Akimoto 等 [11]使用 1990-2010 年

共21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日本4个高O3区域的O3

时空特征，并以[TO]=[O3]+[NO2]-0.1[NOx]作为指标

定义讨论了O3长期变化趋势的原因。

随着中国城市群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机动车保

有量的急剧上升，中国的O3污染逐渐受到重视。环

境保护部在2017年5月18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将出现一次污染过程，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部

分城市空气质量可能达到中度污染，短时可至重度

污染，首要污染物为O3。国内学者也对O3的影响以

及时空分布展开了研究，程麟钧等[12]、段玉森等[13]、

姜峰等[14]、李名升等[15]通过已有数据得出不同时间

间隔的变化曲线以及各城市的超标天数研究了中

国或地区的O3污染趋势及时空分布特征；张玉强[16]

利用 GEOS-Chem 大气化学传输模式、TES 卫星数

据以及有限的地面观测数据研究了中国区域O3的

时空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中国区域不同外界

来源O3的月平均变化规律，并发现夏季季风对于中

国地区O3浓度起着决定性影响；Wang等[17] 对中国

O3的浓度，气象影响，化学前体和影响进行了综述；

Tang 等 [18-19]利用 MM5-CMAQ（第五代宾夕法尼亚

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尺度模型-社区多尺度空气

质量模型系统）对中国华北地区的 O3污染进行建

模，预测了夏季的O3污染及北京奥运减排期间的O3

污染变化。国内早期的O3污染时空特征方面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统计方法分析时间变化规律或

以污染天数统计O3高发城市，得出的结论局限于单

个城市的统计，可视化不强，不能体现出O3污染区

域性或条带性的聚集规律，并且未将中国O3污染的

时空分布特征及O3和PM2.5的综合污染状况与中国

城市发展的特性结合分析来探究中国O3污染的时

空规律。

在O3逐渐受到社会高度重视的大环境下，本研

究收集了 2014年 6月至 2017年 5月共 36个月的O3

日最大 8 h滑动平均值和PM2.5的每日平均值，利用

传统统计方法探究了中国O3的时间变化规律；利用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得出中国监测点的O3污染在

城市群分区中有较强的空间分异性；利用时空演化

树模型直观展示了O3污染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的

聚集性，并分析了O3和PM2.5的综合污染状况。

2 数据源

大范围、常规性的监测为从宏观上掌握中国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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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提供了条件。2013年开始，实施空气新标准的

74个城市开展O3常规24 h监测；2014年，O3常规监

测城市增加至161个；至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 1436个监测点位全部具备实施新空气质

量标准监测能力。目前，全国已有 367个城市的空

气质量日报数据在国家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发

布。本文所使用的监测点数据采自于国家环境保

护部公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2014年的监测点数

量为946个，有坐标数据的监测点为934个；2015年

到2017年1月的监测点数量为1497个，有坐标数据

的监测点为 1483 个；2017 年 2 月后监测点数量为

1563 个，有坐标数据的监测点为 1547 个。现统一

取 2015年有坐标的监测点数量，将 2014年缺失数

据采用克里金插值法补全，监测点覆盖全国 367个

城市，如图 1 所示。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规范》（HJ 663-
2013）进行评价。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 1个以上特

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 3 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

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

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

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它既是工业化

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都市区和

都市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20]。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哈

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

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共 6个国家级城市群。《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优化提

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本研究共考虑了 11 个国家级城市群，除国家已经

批复的 6 个国家级城市群之外，将人口相对聚集，

建设相对完善的东部城市群纳入分析，包括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

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如图 1 所示。表 1

统计了城市群包含城市总数和监测点覆盖到的城

市情况。

王丽等 [21]运用区域作用组合模型指出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规模最大，所处地区基础条件好，城市

联系紧密、层级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紧随其后。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

北接京津冀城市群，南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占据

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区位。

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

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新标

图1 全国O3监测点与城市群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O3 monitoring station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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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 5类

7档：

（1）超大城市：城市人口1000万以上；

（2）特大城市：城市人口500至1000万；

（3）大城市：城市人口100至500万，其中300万

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 万以上

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4）中等城市：城市人口50至100万；

（5）小城市：城市人口 50万以下，其中 20万以

上 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

市为Ⅱ型小城市。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4》中统

计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按照《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提出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城

市群中包含的城市分为 5级，1-5级分别代表超大

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3 研究方法

在利用传统统计手段对所获得的监测数据进

行处理以外，本研究利用了地理探测器和时空演化

树来探究中国O3污染的时空特征。

3.1 地理探测器

空间分层异质性，简称空间分异性或区异性，

是指层内方差小于层间方差的地理现象，例如地理

分区、气候带、流域、城乡差异以及主体功能区等，

是空间数据的另一大特性。“层”是统计学概念，大

体对应地理上的类或子区域 [22]。空间分层异质性

可用地理探测器 q-statistic 来检验。地理探测器模

型（http://www.geodetector.org/）可较好地表达同一

区域内的相似性、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该模型

主要是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空间方差分析，通过分析

层内方差与层间方差的异同来定量表达研究对象

的空间分层异质性。

本文运用 q 值衡量空间分层异质性。 q 值介

于[0，1]之间，当q=0时指示研究对象不存在空间分

异性；当 q=1 时指示完美的空间分异性，值大小表

示属性（y）的方差被分层（x）解释的百分比。q值越

大，表示空间分层异质性越强，反之则空间分布的

随机性越强。其数学表达为：

q = 1 -∑h = 1

L∑
i = 1

Nh

( )Yhi --Yh

2

∑
i = 1

N

( )Yi - Ȳ
2

= 1 -∑h = 1

L

Nhσ
2
h

Nσ2
= 1 - SSW

SST
（1）

式中：N 为研究区域选取的所有监测点的个数；

L 为层数，h = 1,2,…,L 。文中将所有监测点按照

11个城市群和非城市群划分为 12个层，即 L = 12 ；

Nh 为 某 一 城 市 群 分 层 中 的 监 测 点 个 数 ，

i = 1,2,…,Nh ；Yhi 为第 h 层中的第 i 个监测点的O3

污染 36个月的评价值；Y 为各监测点O3污染 36个

月的评价值；SSW 为层内方差；SST 为总方差。地

理探测器最初应用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和相关地理

影响因素的研究[23]，之后被应用于各个领域[24-25]。

3.2 时空演化树

在生物学中，演化树用来表示物种之间的进化

关系。生物分类学家和进化论者根据各类生物间

的亲缘关系的远近及进化关系，把各类生物安置在

有分枝的树状的图表上，每个叶子结点代表一个物

种，简明地表示生物的进化历程和亲缘关系。

针对时空演化过程所产生的时空数据，时空演

化树借鉴生物学发展演化理论，不做维度的约束。

通过事物发展规程规律的梳理，将多维数据中可能

蕴藏的机理关联脉络和演化变异以一种简单清晰

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可看出其演化规律。演化

树构建的理论依据是物理学的遍历定理：个体演化

组成群体演化，通过数据建立的群体演化规律，个

体演化将遵循群体演化所展示出来的规律性。演

化树还是一种可视化手段，也建立了属性状态空间

和时空格局之间的映射关系，反映了属性值的时空

变化由量变到质变导致状态变量的时空格局 [26]。

在本研究中，将对城市群城市的O3日最大 8 h滑动

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的 3年均值分别按城市群

表1 城市群城市数量及监测点覆盖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cit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coverage of monitoring stations

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

辽中南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

城市总数

26

16

10

30

31

16

11

9

8

20

15

监测点覆盖城市数

26

13

10

28

28

16

11

9

8

17

10

覆盖率/%
100

81

100

93

90

100

100

100

100

85

6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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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聚类，顺序地安排在一颗

“树”的干、支和叶上，组成一颗城市群O3污染的演

化树。其中，支树干代表不同城市群；树干上的细

枝代表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等级，越接近主树干的

细枝城市人口规模等级越高；每个叶子代表一个城

市，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O3污染程度，颜色越

深代表污染越严重。王劲峰等[27-28]首次将演化树模

型运用于城市扩张土地占用预测研究中，通过将城

市类型、发展阶段和城市扩张相联系，预测和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演化规律。王珏等[29]基于演

化树模型综合评价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的紧凑度并

从演化过程上分析得出城市紧凑度与城市发展阶

段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城市化率和产业结

构与城市紧凑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本研究考虑了

城市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以及城市群之间的关系，

运用演化树模型能更加直观地显示出个体和群体

之间的演化规律。

4 结果分析

4.1 O3与PM2.5月均值变化分析

图2显示了所有全国所有监测点数据以及各城

市群的O3日最大 8 h滑动平均值和 PM2.5日平均值

的月均值变化曲线。由图 2可看出，除北部湾城市

群O3浓度上下波动较为频繁以外，全国监测点和单

个城市群的 O3和 PM2.5都呈现出“交错污染”的态

势。O3污染的高峰都出现在 6月附近，低谷均出现

在12月附近，而PM2.5污染的高峰出现在12月附近，

低谷均出现在8月附近；并且O3污染的高峰每年持

续数个月，不同于PM2.5的峰值仅出现1-2个月就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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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下降。目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主要是中国北方

采暖季的 PM2.5防治问题，而出现在夏季 PM2.5污染

相对较低时候的O3污染，大多人缺少一定的认识，

这使中国O3污染的防控出现很大的压力。

从全国监测点趋势来看，O3日最大 8 h滑动平

均值的月均值变化曲线显示了O3的峰值在2015年

有所下降，但在2016年有所上升，并在2017年迅速

上升，远远高出2014年的峰值。O3的谷值均分布在

各年的 12 月，2014-2015 年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

但在 2016年的上升幅度较大，可见冬季的O3污染

也不容忽视。

PM2.5的月均值变化曲线显示了其峰值出现在

12月和 1月，3年的波动较为平稳。PM2.5的谷值均

出现在8月，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

4.2 O3监测点与城市群叠加分析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和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规范》（HJ 663-2013），O3的年

评价指标为O3日最大 8 h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

位数。本研究将 2014年 6月到 2017年 5月共 36个

月分为3个周期，每个周期为一年，分别求3个周期

年的所有监测点的第90百分位数，最后取3个周期

年的第90百分位数的平均值作为各监测点O3污染

36个月的评价值。将所有监测点按照11个城市群

和非城市群划分为 12 个层，利用地理探测器求得

q值为0.26。q值的大小与其他模型（如线性回归中

续图2

图2 O3与PM2.5浓度（ug/m3）月均值变化曲线

Fig. 2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O3 and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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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2）一样，没有明确的定义，q值的物理含义是自

变量 x解释了100×q%的因变量 y[22]。王劲峰等[23]在

研究某县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的环境因子风险分析

中，得到通过高程、土壤类型和流域分层的q值分别

为 0.14、0.08和 0.69；Luo等[30]在美国陆表切割度空

间变异的研究中，各主导因子分层的 q值取值范围

在 0.1-0.49之间；廖颖等[31]在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

价中，主食竹的q值为0.69，其他各因子的q值取值

范围在0.01-0.27之间。本研究区域范围较大，监测

点数量较多且分层较多，q值为 0.26指示中国监测

点的O3污染在城市群分区中存在空间分异性。由

于评价值为3个周期年的第90百分位数的平均值，

数据序列中包含时间变化，会对空间差异性分析结

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规律不会发生很大变

化。将各监测点的评价值按照国家一级标准

100 ug/m3和二级标准 160 ug/m3划分为 3个等级叠

加到城市群如图3所示。

图 3 直观地显示了 O3年评价水平超过国家二

级标准的监测点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群区域，其中

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和山东半岛城市群，聚集性更为明显。哈长城市

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O3污染相对较

弱，未出现年评价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监测点。

4.3 时空演化树分析

利用监测点叠加到城市群可以直观显示出O3

污染较强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规律，但城市

群中的各个城市也存在这发展等级的差异，会存在

同一城市群中不同等级的城市的O3污染情况差异

较大。

由于直接将监测点叠加到地图无法同时直观

有效地将城市群、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和O3污染进行

综合性的分析，本研究采用时空演化树来分析这三

者的联系。

图4显示了将城市群中176个城市的O3日最大

8 h滑动平均值的第90百分位数的3年均值分别按

城市群类别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聚类，顺序地安排

在一颗“树”的干、支和叶上，组成一颗城市群O3污

染的演化树。图中支树干代表不同城市群，共

11 个；树干上的细枝代表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等

级，越接近主树干的细枝城市人口规模等级越高；

每个叶子代表一个城市，共176个，不同的颜色代表

了不同的O3污染程度，颜色越深代表污染越严重。

图 4直观显示了 11个城市群中所有城市的总

体O3污染水平，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污染超过国家二级

标准（160 ug/m3）的城市较多。图中超标城市所处

图3 O3日最大8 h滑动平均值的第90百分位数3年均值图

Fig. 3 Average of 90th percentile of maximum O3-8 h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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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大部分处于接近主干的细枝上，这也反映了O3

污染与城市人口规模等级有着密切的联系，统计各

人口规模等级城市超标率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见，O3污染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比较

严重，在小城市中有 4个城市O3污染水平超标，仅

占小城市总数量的8.7%。由图4可以看出，海峡西

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O3污染情况

较轻，而这 3个城市群的共同特点在于不包含超大

城市和特大城市，可见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高O3

浓度会扩散影响到城市群中其他较小规模的城

市。山东半岛虽然没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其

地理位置上紧邻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O3污染情况也较为严重。

图 5显示了城市群中所有城市O3和PM2.5的综

合污染情况，其中 160 ug/m3（O3）和 35 ug/m3（PM2.5）

均为国标中年评价指标的二级标准。总体显示

PM2.5超标情况比较严重，臭氧超标的城市中除张家

口和中山以外 PM2.5均超标；O3和 PM2.5均不超标的

城市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

和海峡西岸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比较特殊，

所覆盖城市基本处于O3和PM2.5均超标或均不超标

2种情况。

5 结论与讨论

近地面O3浓度超过一定阈值后，会对人类的健

康造成很大影响。本研究针对中国环境监测点连

续 36个月的O3监测数据，利用传统统计方法探究

了中国O3污染的时间变化规律；利用地理探测器模

型分析得出中国监测点的O3污染在城市群分区中

有较强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利用演化树模型评价了

图4 O3污染演化树

Fig. 4 Evolution tree of O3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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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O3污染与城市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对

处于城市群飞速发展的中国的O3污染防控有着重

大的意义。本研究的缺陷在于未获得长期的监测

数据，仅用3年的数据无法相对准确地对中国O3以

后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5.1 中国O3污染整体处于缓慢上升的趋势

中国 O3 和 PM2.5 在总体上呈“交错污染”的态

势，O3污染的高峰主要集中在 5-7月，在 2017年迅

速增长且污染高峰持续数月，冬季的O3污染虽处于

较低水平，但逐年上升的趋势也比较明显。由此可

见，在密切关注PM2.5污染防控的同时，也要注重对

O3污染的防控。

5.2 中国O3浓度在城市群分区中呈条带污染之势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拓展

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载体，还是参与国

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城市群人口密集、工业活

动聚集和机动车保有量高等特性使O3污染比较严

重。现有监测点中超标的点位绝大多数聚集在城

市群区域，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结果也客观地显示

着中国监测点的O3污染在城市群分区中有较强的

空间分层异质性，而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O3污

染相对突出；O3和PM2.5均不超标的城市主要集中在

表2 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O3污染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O3 pollution rate of the citie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 scale

城市人口规模等级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城市个数

5

7

53

65

46

超标城市个数

3

6

16

22

4

超标率/%
60

85.71

30.19

33.85

8.7

图5 O3&PM2.5综合污染演化树

Fig. 5 Evolution tree of O3 and PM2.5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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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总体上，中国O3

浓度在华北和华东地区形成了条带污染的态势，这

对中国O3污染防控重点区域具有指示意义。

5.3 中国O3污染主要聚集在大人口规模城市

城市人口规模等级新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

统计口径，反映人口密集程度和城市发展规模。大

规模的城市人类活动频繁，机动车保有量高等使得

O3污染程度加剧。演化树中北部湾城市群、海峡西

岸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没有O3污染超标的城市，而

这3个城市群的共有特性在于城市群中城市规模最

大的仅为大城市，并没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存

在，可见城市群中的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对整个城

市群的发展及O3污染程度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同

时，也代表中国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及周边城市

群的发展规划中，要提高对O3污染的防控力度。

5.4 中国O3污染可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在城市群覆盖的城市中，超大城市中O3污染超

标率为 60%，而特大城市的超标率约为 86%，大城

市和中等城市超标率在30%左右，小城市仅约8%，

指示着中国O3污染可能存在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即倒 U 型曲线。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Selden等[32]对空气污染排放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

展开研究，对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

氧化碳数据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所有 4种污染物的

人均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关系，表明排放

量会在长期内下降，但预测未来几十年全球排放量

将持续快速增长。国内学者[33-34]也对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展开了研究，选取了不同的污染指标以及估计

方法。然而，城市规模的发展壮大并不会改善O3污

染的，故将EKC作为依据去相信城市发展最终自动

改善O3污染问题，是过于乐观和缺乏理由的。城市

发展与O3污染防控可以并行，城市发展壮大只是为

O3污染防控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在

城市向更大规模发展时，需要及时采取O3污染防控

的措施。

本文在传统统计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学的方

法，包括地理探测器和演化树模型对中国O3污染的

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但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① 研究仅利用演化树模型作为空间分布结果可

视化的一种形式，后期将对现有的空间差异性结论

进一步研究，探究中国O3污染的时空演化规律，并

且文中对各城市群之间和各城市之间的污染扩散

转移缺乏数据的支持，只是定性的描述，后期工作

需要找到定量的证据来探究O3污染的扩散转移和

相互影响规律；② 研究局限于对现有数据的分析，

后续可以利用更多的空间分析模型对中国O3污染

的评价及预测预警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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