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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上往下看 不见明湖千佛山
山东省发布下半年首个霾预警，雾霾转轻但将持续到周六晚上

□记者 赵冉

为什么站到高处就能看到

蓝天了呢？这和雾霾的主要成

分——— PM2 . 5的性质有关。

越干燥雾霾越“消光”

记者了解到，PM2 . 5大小

和太阳可见光波长接近，通过

吸收和散射作用，对太阳光的

“消光”作用最明显，这就是为

什么一旦发生雾霾，能见度就

直线下降的原因。

不过，在相对湿度低于

60%时，大气能见度与PM2 . 5
的关系较密切，与PM10的关系

次之；相对湿度高于60%时,大
气能见度受PM10的影响最大，

与PM2 . 5的相关性就减弱了。

这就是说，在湿度较低的情况

下，PM10对能见度的影响不如

PM2 . 5强。所以春天遇到沙尘

天时，虽然污染指数挺高，但首

要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较大的

PM10，能见度还不错；而一到

秋 冬 ，首 要 污 染 物 变 成 了

PM2 . 5后，能见度就很差了。

去年年底，记者曾使用简

易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进行测

算 ，绿 地 中 心 3 0 0 米 楼 顶 的

PM2 . 5浓度，较地面低了近20
微克/立方米。

高度越低雾霾越重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曾经对北京325米高铁塔所

观测到的PM2 . 5和PM10垂直

分布进行过研究。研究显示，静

稳天气也就是有雾霾发生的时

候，PM2 . 5浓度8米高处为118
微克 /立方米 , 1 0 0米高处为

101 . 7微克/立方米，200米高

处为102 . 6微克/立方米，320
米高处92 . 5微克/立方米，呈

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但是变

化幅度不大。

大气边界层是灰霾天气发

生的主要区域。根据中科院专

家的研究，灰霾期间，大气边界

层高度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在

严重灰霾天，平均大气边界层

高度为300—500米，且与轻度

灰霾天相比，严重灰霾天气时

大气边界层高度持续较低，加

剧了大气污染物的积聚。

“一般来说，近地面的污染

物浓度更高，尤其是近地面一

二百米，汽车尾气、工业污染、

餐饮业排放的颗粒物比较集

中。而随着高度的增加，污染物

的浓度会降低。到了超过500米
的边界层，污染浓度会小得

多。”济南市环保局相关专家表

示。

延伸阅读

灰霾有“限高”

不会超过五百米

□记者 赵冉

10月16日，雾霾赖在济南还

是没有要走的样子。它迈着小快

步继续前进，山东省气象台发布

了今年下半年第一个霾预警。

16日上午，记者登上了“济南

第一高”最高的60层近观远眺，大

明湖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点轮

廓，但千佛山已经完全淹没在雾

霾中。下午，济南雾霾程度有所减

轻，但消散还得等到周六晚上。

雾霾“攻陷”省内13市

10月16日9时30分，在经历了

一天的雾霾侵扰之后，山东省气

象台终于发布了今年下半年首个

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鲁西北、

鲁中和鲁南地区出现中度以上霾

天气，其中德州、聊城、淄博、济宁

4市已达到严重霾，滨州、东营、济

南、潍坊、泰安、莱芜、菏泽、枣庄、

临沂9市出现重度霾。预计16日白

天到17日，上述地区中度以上的

霾天气仍将持续。另外，17日早

晨，半岛沿海和鲁东南沿海地区

有大雾。

记者注意到，此次雾霾天气

席卷大半个山东，全省空气质量

严重下滑。除半岛地区的烟台、威

海、青岛、日照四市AQI尚在100
以下，空气质量良好外，全省其余

13个城市空气质量均达到重度或

严重污染级别。

以济南周边为例，聊城、德

州、滨州、淄博等城市AQI均在

300以上，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泰

安、莱芜等市略好一点，AQI分别

为299和281，属于重度污染。

济南一度接近严重污染

记者登录山东省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看到，上午

1 0时，济南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就达到267，空气质量接近

污染最高级别——— 严重污染。

从具体监测站点看，蓝翔技

校、化工厂、农科所、市监测站、长

清区委党校和宝胜电缆等6个站

点均陷入严重污染，AQI高达300
以上，其中蓝翔技校和宝胜电缆

监测站AQI都突破400。
不过，到了下午，雾霾天气呈

现逐渐减弱的趋势。截至15时，济

南AQI已下降为175，空气质量中

度污染，多个监测点位也从严重

污染和重度污染降为轻度污染或

中度污染。

“15日一股弱冷空气过境，导

致扩散条件变差，但16日这股弱

冷空气影响已经结束，随着风向

转为南风，之后南风逐渐增大，破

坏逆温层，近地面受高压控制，济

南扩散条件有所改善，因此雾霾

有所减弱。”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6日至

17日白天，华北大部、黄淮、江淮、

江南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

地气象条件总体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将有轻至中度霾，北京南部、

天津、河北中东部、山东西部和南

部、河南东北部等地部分时段空

气质量将达重度污染；17日夜间

起，受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

响，这些地区的雾霾天气将自北

向南逐渐减弱消散。

高楼远眺 蓝天雾霾两重色

10月16日，记者前往“济南第

一高”绿地中心顶楼探访雾霾之

下的济南。路过泉城广场时，远远

望去，飘荡在城市之间的灰霾依

旧浓重，出门不多久便觉得呼吸

难受，鼻腔中能感受到粗粝的颗

粒物滚过。远处的绿地中心也像

是披了一层纱，更不要说再远的

高楼了。

记者先来到绿地中心33楼办

公区，从这里向外望去，只见到茫

茫一片白雾，不过楼下的建筑还

在视野范围内。

接着，记者登上了最高的60
楼，这里的风景和下面的有所不

同。向东北望去，大明湖被浓浓的

雾霾遮掩，只能依靠记忆里的参

照物确定它的位置，不然真的看

不出那一片黑乎乎的一团竟然是

一潭湖水。再向东南望去，那里本

该是千佛山的位置，却什么都看

不到。

雾霾里几乎所有的颜色都退

居二线，景物都如同在黑白电视

里一般。不过，从60层楼望去，还

能看到一线蓝天，只不过蓝天之

下就是灰黄的灰霾层，交接处灰

霾层的颜色还比较淡，还有点淡

淡的黄色，但越往下灰色的比重

就越多。

10月15日以来，全国多省市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被重度污染

取代。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

地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再度转

差，从北至南，空气污染预警不

断。

为何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空

气质量堪忧？

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中心高

级工程师饶晓琴向媒体介绍，这

次雾霾过程的成因主要有两方

面。首先是冷空气势力较弱，风力

较小，空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差，这

样的静稳状态利于雾霾天气的形

成；另外根据卫星监测显示，华

北、黄淮有多处火点分布，这和当

地的秸秆焚烧有关，因此加剧了

空气污染，导致污染物浓度上升

较快。

环保部已要求相关省（市）根

据预报情况，密切关注污染形势，

提前做好空气重污染应对准备工

作，必要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

取减排限行措施，尽最大可能减

轻空气重污染的危害和影响。

环保部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

显示，10月15日，全国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后10位的为：滨州、保定、

自贡、济宁、菏泽、廊坊、济南、聊

城、衡水、德州。 据澎湃

相关新闻

“狼烟”遇上无风天 多省市中招

从绿地中心60层顶楼上远眺，蓝天和灰霾层泾渭分明。 记者 赵冉 摄

□记者 王健

因为雾霾天气，16日早上，山

东省内40余高速收费站临时封

闭，青银高速临淄、淄博、周村、邹

平站青岛方向入口一度禁止危化

品车辆上路。

16日凌晨开始，省内高速收

费站就因大雾陆续关闭。山东高

速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5:41
开始，省内高速开始大量关闭。

记者从山东交通出行网获

悉，截至上午7:49，省内40多个收

费站临时封闭，主要涉及沈海高

速、日兰高速、青银高速、青兰高

速、荣潍高速日照和青岛境内高

速收费站。

该工作人员介绍，青银高速

因大雾天气，临淄、淄博、周村、邹

平站青岛方向入口一度禁止危化

品车辆上路。“上午9点以后，临时

封闭收费站陆续放开。”

该工作人员提醒，司机可通

过96659服务电话、山东高速出行

服务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e
高速手机APP等掌握实时路况；

如果遇到大雾天高速收费站封

闭，可以选择绕行国省道。

省内40余收费站临时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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