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3-12-23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030425007)

作者简介:周家斌(1972-),男(汉族),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 ,从事环境有机地球化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0-5870(2004)05-0121-05

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的
粒径分布及污染源示踪研究

周家斌
1 , 王铁冠1 , 黄云碧1 , 毛　婷1 , 钟宁宁1 ,张　逸2 , 张晓山2

(1.石油大学资源与信息学院 ,北京 102249;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

摘要:用气相色谱 质谱技术分析了北京城乡结合区和郊区冬季大气颗粒物中饱和烃组分 ,检测出 C11 ～ C35正构烷烃

及 18种甾烷和 32 种萜类化合物 ,分析了它们在不同粒径颗粒物中的分布特征。运用分子地球化学参数对污染源进行

的初步示踪研究结果表明 ,颗粒物粒径越细 ,正构烷烃越趋向于单峰形分布 ,碳优势指数越低。这两个地区大气主要受

化石燃料残余物的污染 ,其中郊区还显示出高等植物蜡和微生物源的输入特征 , 城乡结合区受燃煤的影响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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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study on pollutants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n-Alkanes in airborne particles in Beij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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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iphatic components of airbo rne particles in winter over urban border area and suburban area in Beijing w ere ana-

ly zed by 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The n-alkane homolog s from C11 to C35 , 18 kinds of steranes and 32 types

o f terpenoids w ere detected.The size distributions of those components were discussed.The preliminary tracing study on

pollutant source using some molecular g eochemical parameters was conduct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maller sizes of

airborne particle result in the lower CPI value and a stronger tendency of unimodal distribution for n-alkanes.The atmo-

sphere in the tw o areas w as mainly polluted by fo ssil fuels residue.The suburban area shows obvious input of pollutants from

high plant w ax and microbial sources.The pollution of coal combustion is relative predominant at urban bo rd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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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颗粒物中毒害性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

生态系统的危害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含烷烃高的

石油蒸汽具有麻醉作用和痉挛作用 。正构烷烃的组

成 、分布 、主峰碳 、碳优势指数(CPI)和甾 、萜烷系列

化合物参数可提供污染源极其重要的地球化学信

息 ,因此对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及环烷烃生物标

志物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4]

。北京市

地处华北常驻型低压环流带 ,冬季干燥少雨 ,逆温出

现的频率高 , 气象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

散
[ 5]
。笔者对北京北部地区冬季大气 PM 10(空气中

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10 μm 的颗粒物)及分级粒径

颗粒物中正构烷烃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并利用分

子地球化学参数对污染源进行示踪研究。

1　实　验

1.1　样品采集

采样地点选取北京昌平区(石油大学 ,采样点距

地面 16 m)和北四环外(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 ,采样

点距地面 15 m),前者作为郊区样品代表 ,后者作为

城乡结合区样品代表。采样时间为 2003年 1月 16

日至 1月 18日 ,代表北京市冬季取暖期大气状况。

使用 PM 10-2型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采集大气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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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 以下的颗粒物样品;使用HVC-1000型撞击式分

级采样器 ,分 F1(大于等于 7.0 μm), F2(3.3 ～ 7.0

μm),F3(2.0 ～ 3.3 μm), F4(1.1 ～ 2.0 μm), F5(小

于等于 1.1 μm)共 5级 ,同步采集不同粒径颗粒物

样品 。采样前将滤膜置于高温电阻炉中 ,在 450 ℃

下焙烧4 h ,消除可能的有机物 ,以达到净化的目的 。

样品连续采集 48 h ,每 24 h换一次膜 ,两天的样品

合并 ,共采集了 PM 10样品 2个 ,分级样品 10 个。采

样后将附着有样品的滤膜恒重 24 h后称重 ,然后放

入冰箱中于-26 ℃保存 。

1.2　样品分析

将滤膜剪成条状后装入广口瓶中 ,加入 100 mL

二氯甲烷 ,共超声萃取 3次 ,每次 20 min ,萃取液合并

后经漏斗过滤 ,用旋转蒸发器浓缩至 2 mL ,然后将浓

缩液转入硅胶和氧化铝层析柱 ,分别用正己烷 、二氯

甲烷和正己烷(体积比为 1∶1)、甲醇冲淋 ,依次接收饱

和烃 、芳烃和非烃组分。饱和烃馏分分别经旋转蒸发

器和高纯氮气浓缩 ,于-26 ℃保存至仪器分析。

样品检测时采用美国 Finnigan SSQ710型色谱质

谱仪 ,配置 HP-5MS 弹性石英毛细柱(30 m ×0.25

mm×0.25μm),色谱条件如下:载气纯度为99.999%

的氦气;进样室与传输线均恒温 310 ℃;升温程序:65

℃恒温 5 min后 ,以速率 3 ℃/min升至 290 ℃,恒温

20 min。质谱条件:EI 模式 ,电子能量 70 eV;离子化

电流 300 μA;倍增器电压 1 100 V;根据相对保留指

数 、特征碎片离子 、标准谱库检索来对化合物作定性

分析 ,以六甲基苯为内标(SUPELCO公司),用内标法

作定量分析。

2　测试结果及其分析

2.1　正构烷烃组成与分布特征

正构烷烃系列化合物的分布形式具有较明确的

生源意义 ,许多生物体内或降解产物中的正构烷烃

具有奇碳数碳超过偶碳数碳的天然特性 ,大量繁殖

于海洋中的低等浮游生物(包括细菌和藻类)其正构

烷烃分布以低碳数正构烷烃为主 ,主要集中在 nC20

以前;高等植物来源的正构烷烃以高分子量正构烷

烃(nC27-33)为主 ,并且有明显的奇偶优势[ 6] ,从饱和

烃馏分的总离子图(TIC)和 m/ z 85正构烷烃的质量

色谱图(图1)来看 ,北京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碳数

分布范围在C11 ～ C35 , 在不同地区 ,不同粒径分布各

异(图 2),反映出样品来源的差别。

图 1　两个地区大气 PM10中饱和烃的总离子流图(TIC)和 m/ z85质量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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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个地区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在不同粒径的分布

　　在PM10样品中 ,城乡结合区大气中正烷烃碳数

分布范围在 C14 ～ C34 ,近似呈单峰型正态分布 ,以

nC23为主峰碳 ,与石油 、煤等化石燃料中的正烷烃分

布特征非常相似 ,总离子流图的基线下呈现由支链烷

烃和环烷烃为主要组分的未分辨化合物(UCM)组成

的大鼓包 ,在大约 nC30附近达到最大值(图 1(d)),具

典型的石油残余物贡献的特征。同时在每个样品中

都检测出姥鲛烷和植烷等类异戊二烯烃 ,也进一步证

实了北京北部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区)大气广泛受

到化石燃料残余物的污染。Simoneit(1986)在研究大

气飘尘中有机成分的来源时 ,曾用未分辨烃(UCM)

和已分辨的烃成分(R)的比率 ,作为一种参数评价石

油污染对大气飘尘的贡献 ,比值越大 ,表明该地区大

气受到石油残余物污染的比例越大
[ 7]
。而北京郊区

大气中正构烷烃碳数分布范围在 C14 ～ C35 ,呈双峰态

前峰型分布 ,以 nC21为主峰碳 , nC27为次主峰碳 ,

UCM 在大约 nC20附近出现最大值 ,这表明郊区大气

有藻类及微生物的生物降解碎屑的输入 , UCM 鼓包

明显减小 ,表明生物成因组分的比例显著增加 。

在各分级粒径样品中 ,城乡结合区大气颗粒物中

正构烷烃表现出两种峰型分布(见图 2),在大于 7.0

μm 和3.3 ～ 7.0 μm 中 , 正构烷烃都以 nC19为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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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 分别以 nC25和 nC27为次主峰碳 ,呈双峰态前峰

型分布;而在小于 3.3 μm 中 ,以 nC21或 nC22为主峰

碳 ,呈单峰型正态分布。

郊区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也表现出两种峰型

分布 ,在大于 7.0 μm 和 1.1 ～ 2.0 μm 中 , 正构烷烃

分别以 nC31和 nC29为主峰碳 , nC20和 nC22为次主峰

碳 ,呈双峰态后峰型分布;在其他粒径中 ,以 nC22或

nC23为主峰碳 ,近似呈单峰型正态分布。正构烷烃的

峰型分布和主峰碳表明各种污染源以不同比例叠合 ,

总体看来 ,粒径越细 ,越趋向于单峰态分布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的影响越大 ,同时两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到

高等植物蜡输入的影响。

2.2　碳优势指数

碳优势指数(CPI)的大小可作为大气颗粒物中有

机污染物来源的一项指标 ,正构烷烃 CPI 值越高 ,说

明生物源的贡献越大 ,反之 ,说明人为源的影响越大。

生物源正烷烃中 CPI值一般大于 5 ,甚至高达 10以

上 ,石油及其产品中 ,CPI值接近于 1[ 8] ,混合源烷烃

中CPI值则随着生物源和人为源的相对贡献大小 ,在

两者之间变化。北京城乡结合区大气颗粒物中正烷

烃的 CPI值在 1.16 ～ 1.34 ,郊区的 CPI值在 1.14 ～

1.26 ,表明两个地区污染源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

排放。从图 3可看出 , CPI值随不同粒径颗粒物的变

化规律表现出随着颗粒粒径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 ,这

与汤国才等研究北京和广州大气颗粒物中正烷烃的

CPI值随不同粒径的变化规律非常一致
[ 9]
。原因可

能是煤和石油的燃烧过程产生的含有正烷烃的颗粒

物较细 ,而高等植物和土壤源产生的颗粒物的粒径范

围较宽 ,由植物排放产生的正烷烃比较均匀地分布在

不同粒径的颗粒物上 ,燃料燃烧排放产生的正烷烃比

较容易吸附到细粒径颗粒上 ,导致粗颗粒上来源于

植物排放的正烷烃所占的比例较大 ,细颗粒上来自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出的正烷烃较多 ,因而奇偶优势不明

显 ,CPI值减小。

图3　CPI值随不同粒径颗粒物的变化

2.3　甾 、萜类化合物

在饱和烃馏分中还检出一些甾烷 、萜烷等环状化

合物 ,这些化合物是生物体不能直接合成的 ,是从生

物体中演化而来的地质类脂物。在早期成岩阶段构

型上均以生物构型(R)为主 ,在成岩过程中逐渐转变

为地质构型S ,最后达到 S和 R平衡 ,即 S 与(S+R)

比值为 0.6左右。它们具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 ,并可

建立起前身物与产物的关系 ,被称为生物标志物。近

几十年来逐渐应用到环境污染研究中 ,它能从分子级

的水平上提供关于有机质来源的丰富的地球化学信

息 ,特别是在有机污染物的源解析研究中成为特别有

效的工具。

在北京两个地区大气中分别检测出 32种萜类化

合物(见图 4 ,化合物参数见表 1),碳数范围在 C19 ～

C34 ,包括 C19 ～ C29三环萜烷 , C24四环萜烷 ,藿烷 、莫

烷 、新藿烷和重排藿烷等生物标志物。城乡结合区和

郊区样品分别以 C30藿烷和C29藿烷含量最高 , C31升

藿烷 22S与(22S+22R)的比值为 0.36 ～ 0.6 ,平均值

为 0.507 ,已接近于平衡终点 ,与成熟度高的煤和石油

中的藿烷分布特征接近。

表 1　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中甾 、萜类化合物参数

样品 粒径/μm T s/(T s+T m)
C31升藿烷 22S与

(22S+22R)的比值

αααC29甾烷 20S与

(20S+20R)的比值

C29甾烷ββ与

(αα+ββ)的比值

城乡

结合区

>7.0 0.48 0.60 0.50 0.37

3.3～ 7.0 0.35 0.56 0.12 0.44

2.0～ 3.3 0.21 0.48 0.34 0.18

1.1～ 2.0 0.02 0.53 0.48 0.79

<1.1 0.26 0.53 0.33 0.34

郊区

>7.0 0.42 0.6 0.49 0.54

3.3～ 7.0 0.17 0.36 0.30 0.19

2.0～ 3.3 0.16 0.42 0.11 0.08

1.1～ 2.0 0.17 0.50 0.29 0.33

<1.1 0.12 0.49 0.25 0.31

　　在两个地区大气中检测出 18种甾烷化合物(图

4),包括C27～ C29规则甾烷 、重排甾烷和孕甾烷等 , 规

则甾烷呈 “反 L” 型分布 , 即 ααα20RC29 甾烷 >

ααα20RC28甾烷>ααα20RC27甾烷 ,与高等植物生源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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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煤中甾烷的分布特征相似 ,与刘大锰等研究北

京首钢地区非取暖期大气中的甾烷分布特征不太一

致
[ 10]
,表明北京冬季大气受燃煤污染的影响较汽车

尾气排放大。原因也可能与采样高度有一定关系 ,两

个地区采样高度约为 15 m ,受汽车尾气和路面扬尘

的影响较小 ,汽车尾气有效标志物晕苯的含量很少就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机质的成熟度指标αααC29甾

烷20S与(20S +20R)的比值在城乡结合区平均为

0.354 ,在郊区为 0.288;C29甾烷 ββ与(αα+ββ)的比值

在城乡结合区平均为 0.424 ,在郊区为 0.29 ,前者样

品明显高于后者 ,说明成熟度较高的化石燃料残余物

的贡献在城乡结合区更大一些 。

图 4　城乡结合区与郊区 PM10中甾(m/ z217)、萜(m/ z191)类质量色谱图

3　结　论

(1)北京大气颗粒物中正构烷烃碳数分布范围在

C14 ～ C35 ,在不同粒径中呈现单峰态或双峰态等 3种

不同的分布特征 。总体看来 ,粒径越细 ,越趋向于单

峰态分布 ,与成熟度高的煤和石油中的正构烷烃分布

特征接近。

(2)两个地区样品的 CPI值在 1.14 ～ 1.34 ,城乡

结合区略高于郊区 ,且随着颗粒物粒径减小而降低 ,

表明污染源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 。

(3)有机质成熟度参数 C31升藿烷 22S 与(22S+

22R)的平均比值为 0.507 ,已接近于平衡终点 ,与成

熟度高的煤和石油中的藿烷分布特征相似 。规则甾

烷呈“反 L”型分布 ,与高等植物生源占优势的煤中甾

烷的分布特征相似。C29甾烷 ββ与(αα+ββ)、αααC29甾

烷 20S与(20S+20R)的比值和 UCM 鼓包在城乡结

合区样品明显高于郊区 ,表明城乡结合区受燃煤排放

的影响更大。 (下转第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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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仅简单 ,而且实用 、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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