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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大气边界层中污染物传输扩散, 包括气相和微颗粒 (PM), 是一

个日益关注的问题. 本文结合笔者及合著者近些年来的工作, 试图综述在这

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 天气尺度 (meso-scale)和街道尺度耦合的大

涡模拟,温度稳定性层结效应,高层建筑的影响,在极端天气下的污染物浓度

极值的预报, 化学反应和湍流的耦合计算和气溶胶动力学过程. 本文侧重于

介绍英国和欧洲的数值模型研究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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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 大约 54%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 到 2050 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 66%. 伴随

着越来越多的建筑物 (包括高层建筑) 在城市中建成, 城市消耗了世界能源的 75%, 生

产全球 80% 的二氧化碳 (CO2). 城市大气边界层中污染物和热传输扩散是一个日益

关注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 譬如中国和印度, 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高速的工业发展,

空气质量已成了公众十分关切且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中国, 普通公众几乎每天感

同身受, 其重要性无需强调.

在发达国家,大众对空气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纪 50年代在伦敦出现过灾难

性的大气污染事故以后, 英国大力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 英国

的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英国城市中, 能源消费总量的 40%

用于建筑物内的加热和冷却, 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对于建筑物热

效率的微小改善, 就可以大量节省能源, 减少排放, 提高空气质量. 此外, 英国设定了

在 2010年到 2020年期间年平均 PM2.5 浓度降低 15%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目标.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欧洲国家已经成功降低了大陆和区域尺度上空气污染 (如

冬季或夏季雾霾) 的出现频率和污染程度. 最近研究的焦点之一转移到了城市冠层

(UCL) 尺度 (或街道尺度) 的空气质量问题上. 在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

尔兰的空气质量战略 2008” 会议上, 人们认识到, 虽然在 1997 至 2003 年 PM10 排放

量持续显著下降, 但是城市 PM10 的空气浓度并没有相应下降. 此外, 城市 NO2 空气

浓度也没有像 NO 浓度那样快速下降, 这样 NO2/NOx 的浓度比率增加了. 在城市冠

层 (UCL) 里, 来自汽车尾气排放的 NOx 通常较高, 臭氧可和排放的 NOx 滴定, 但是

含量通常较低. 然而, NO2 和颗粒物质浓度 (PM) 包括超微颗粒 (UFP) 通常比那些

测量的城市背景浓度更高. 以 2005 年为例, 在伦敦市中心 Marylebone Rd 和 Glouces-

ter Pl的 DAPPLE试验现场测得的数据显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超过了年平均目标值

44 µg/m3, PM10 24 h 平均浓度超标多于 35 d, 并且 NO2 1 h 平均浓度超过目标值为 853

次. 人们认识到, 城市冠层是城市大部分户外活动发生的地方, 也是大量的个体吸收

空气污染物之地,例如行人,道路使用者和邻近建筑物居住者 ——他们需从室外街道

环境获得室内通气.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安全和公众健康方面的考虑. 在城市环境或工业区中, 危险

化学品的意外事故 (或恐怖活动) 导致的有毒气体在大气中的释放, 潜在地对国土安

全和公众健康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其中一个关键是要能够建立预报模型, 该模型能够

迅速地 (即快于 “实时”), 可靠地, 预报从局部源到短距离内 (小于 1 km, 在该范围内



谢正桐, 廖俊豪, 蔡晓鸣 : 气相和微颗粒污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传输扩散 523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是最大的) 大气中的有毒气体的扩散情况, 以告知决策者, 指导疏

散等等. 然而, 因为我们的理解和模拟短程扩散过程的能力还非常有限, 当前的预报

模式在这个范围内恰恰是最不可靠的. 现阶段一个折中的方法是, 把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针对某个特定城市 (或区域) 几何形状的数值结果进行适当地参数化, 结合高

度简化的污染物传输扩散模型, 譬如, CT-Analyst 模型 (Boris et al. 2011), 街道网络模

型 (Street Network Model, Soulhac et al. 2011) 进行预报. CT-Analyst 模型已经用于德

国汉堡市的消防队的日常工作和训练. 在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基金会 (EPSRC) 的支

持下, 笔者和同事们也正在发展这方面的模式 “DIPLOS” (www.diplos.org).

这些需要对污染物传输扩散的机理以及物理和化学反应过程有较好的了解. 第

一个原因是问题的物理复杂性. 例如, 天气尺度的风场变化对污染物扩散肯定会产生

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何使用这些大尺度的风场变化作为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的边

界条件, 以及如何评估这些设定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很大问题. 温度变化的浮力效应也

可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特别是在静风的时候. 模拟建筑物和地面的表面粗糙度的影

响, 以及评估其不确定性是另一个困难的因素. 湍流模拟仍然是困难的. 另外, 辐射的

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个原因是化学过程和湍流的耦合作用而导致

的复杂性. NO2 和超微颗粒 (UFP) 的产生/消耗的相关物理与化学过程是快速的 (分

钟量级). 这些高度非线性过程的时间尺度和城市冠层 (UCL)中的湍流尺度大约相同.

因此, 耦合研究对于发展一个三维数值模型至关重要.

近些年来, 计算机的软硬件都发展很快, 但是如何提高数值模型的计算效率仍然

是极其重要的课题. 例如, 为了预测在城市环境或工业场所的近程 (例如在 1 km 范围

内) 污染物扩散, 在要求模拟建筑物形状的条件下, CFD 模拟的分辨率要求是 1m 量

级. 这在计算上是十分昂贵的. 考虑三维情况使用均匀网格, 则网格数是 109 量级. 因

为这种流动本质上是非定常的, 同时污染物云团的传输也是高度非定常的, 大涡模拟

(LES) 比雷诺平均方法 (RANS), 如 K–ε 湍流模型更准确. 但是, 使用 LES 是更具挑

战性, 例如, LES 对计算机资源的要求更高. 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 迄今可用于比较

的基准 LES 算例还是很少. 另外一个例子是, PM10 和 PM2.5 的凝结 (coagulation) 和

冷凝 (condensation) /蒸发 (evaporation) 的时间尺度, 至少是数小时的量级 (Ketzel &

Berkowicz 2004), 远大于一个排放的空气云团的在 UCL 内的滞留时间 (分钟量级). 对

于在化学过程中考虑中期和长期寿命的化学物质 (如 NO, NO2, O3 和 CO), Bright 等

(2013)在数值积分中使用了 0.01 s时间步长. 而对于短期寿命的化学物质 (如 OH, HO2

和 RO2),采用 0.001 s时间步长. 可见,这个问题的时间尺度的跨度大于 106. 计算预测

所有的这些尺度的物理化学过程会是极其昂贵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如何折中考虑使

用现有的计算和试验能力以解决紧迫的问题, 是这篇综述的重点中的重点.

在这篇综述中, 第 2 节介绍研究技术现状, 主要着眼于我们近来发展的基于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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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的数值环境风洞 (Numerical Environmental Wind Tunnel of Newtonian fluid, NEW-

TON)在气相污染物传输扩散中的应用,简要回顾了 NEWTON的特点和最新进展;第

3 节介绍了一些简单的城市建筑物模型; 第 4 节介绍了天气尺度风变化对湍流和污染

物扩散的影响, 以及讨论 LES 和中尺度程序的耦合计算的必要性; 第 5 节介绍了温度

稳定层结的影响; 第 6 节简要讨论了极端条件下的极端污染物浓度; 第 7 节综述了化

学反应和湍流的耦合计算, 以及气溶胶动力学过程; 第 8 节是对于解决城市尺度大气

污染问题的讨论和展望.

2 研究技术现状

因为快速增长的模拟能力和降低的成本, 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越来越具有吸

引力. 在以上提到的应用背景上, 我们集成了这些年的技术, 发展了基于牛顿流体的

数值环境风洞 (NEWTON). 后续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几个案例/工况研究, 以展示其

现在的能力和潜在的用途.

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环境风洞？物理/数值模拟大气边界层 (ABL) 不是一个容

易的课题. 在这里, 我们不打算讨论设计物理环境风洞 (Physical Environmental Wind

Tunnel, PEWT) 的细节, 只简要介绍两个著名的物理环境风洞以说明物理模拟 ABL

的挑战性.

第一个是在萨里大学的 EnFlo风洞.该风洞拥有全面集成的入口风速剖面控制,风

洞底部表面加热和冷却系统能够用于产生中性的、稳定的和不稳定的边界层

(http://portal.surrey.ac.uk/portal/page? pageid=822,364197& dad=portal& schema=POR

TAL). 图 1 是 EnFlo 风洞的示意图.

第二个是在汉堡大学气象研究所的多层风洞 (见 图 2), 在入口布置有 9 个风扇,

在地板上有若干二维粗糙度单元. 该风洞成功地产生了较厚的近地层 (即几乎到一半

边界层的高度), 以方便评估高层建筑周围的环境情况 (Richards et al. 2006), 另参见

图 3.

关于计算流体动力学对环境流的模拟,这里列出了一些非常好的综述,例如 Baker

(2007)、Cochran 和 Derickson (2011)、Bocken (2013)、Wright 和 Hargreaves (2013)、崔桂

香等 (2013). 这些综述侧重各异. 其中 Bocken(2013) 特别明确强调了数值风洞的重要

性. 崔桂香等 (2013) 强调了针对中国城市大气环境的问题.

重点针对局地流动环境, 我们特别发展了基于牛顿流体的环境数值风洞 (NEW-

TON). 虽然它在许多方面和计算风工程 (CWE) 类似, 但 NEWTON 更侧重于环境流

体力学的问题, 如城市环境, 地形特征, 污染物的扩散和热层结效应. 简单地说, NEW-

TON是一个系统综合集成的工具. 它集成了我们近来发展的湍流的入口条件,粗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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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模型, 模拟热层结和天气尺度风场变化的影响等技术. 它使用计算流体力学, 主要

模拟物理环境风洞 (PEWT) 的模型尺度 (即 1m 量级) 的问题. 但并不局限于此, 例如

NEWTON 可以模拟天气尺度风场的变化的影响.

NEWTON 可以应用于: (1) 在城市环境中涉及公共安全性和国家安全性的问题,

例如意外事故/恐怖事件的污染物或有毒气体的扩散; (2) 风工程问题, 例如高层建

筑的风载和行人舒适度, 大跨度桥梁的空气动力学; (3) 风能, 例如风机空气动力学;

406 kW

27.2 m

图 1

在萨里大学 EnFlo 实验室的气象风洞

图 2

在汉堡大学气象研究所的多层风洞 (Richards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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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地层湍流动能 (TKE) 沿高度分布. 圆圈符号: 实验 (Richards et al. 2006); 其他符号:

LES (Boppanna et al. 2013)

(4)天气尺度问题,例如参数化非中性层结下城市环境边界层的动量和热输运,用于中

尺度 (天气)模式和街道尺度流场的耦合问题; (5)如果假定 PM10 和 PM2.5 在 UCL的

传输过程中其凝结和冷凝/蒸发忽略不计 (“惰性”), 则可以考虑为被动标量进行计算.

2.1 NEWTON 简介

Wright 和 Hargreaves (2013) 列出了 NEWTON 的 5 个特点 (注意在其论文中没有

明确提到 NEWTON, 而是用到 “计算流体力学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 (1) 可以做现

场全尺度 (full-scale) 模拟; (2) 可以在实测数据之间进行插值, 补充实测数据 (实测数

据往往是不密集的); (3) 极好的可视化; (4) 极好的可重复性; (5) 可以仿真模拟在实际

现场不可能进行的试验, 如剧毒气体在自然大气环境中的释放和扩散. 特点 (1) 可能

被认为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功能, 主要因为目前的计算机资源和软件技术的限制. 在下

文中将要展开讨论这点.

具体地说, NEWTON 能够模拟对 PEWT 来说极其困难的或不可能的工况, 例如:

高度稳定/不稳定热层结情况 (Blocken 2013) 和超大型的流场 (10 km 量级). 但小尺度

(1m 量级) 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 大跨度桥梁跨越大峡谷的流场和城市尺度的大气污

染物的传输扩散; 风场的天气尺度不定常变化对一些物理过程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

污染物在城市的环境中扩散传输; 大尺度气象事件, 如龙卷风等.

2.2 NEWTON 面临的挑战

Wright 和 Hargreaves (2013) 指出了 NEWTON 的 2 个缺点或问题: (1) CFD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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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的流体流问题的输出结果不一定是有效 (或正确的); (2)针对 CFD模型的验

证或校准, 已经有一些指南可供使用.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没有数据可用于验证

或校准 CFD 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 CFD 的使用者必须谨慎, 不要对 CFD 结果做过度

大胆的解释和使用.

Murakami (1998) 列出了 4 个方面的挑战: (1) 三维流动 (包括冲击, 分离与旋涡脱

落) 的复杂性; (2) 绕尖角的流动和处理相应的离散化方案的困难; (3) 入口边界条件,

这对于大涡模拟 (LES)特别具有挑战性; (4)高雷诺数流动,如靠近固壁处理. 但是,考

虑 NEWTON 使用大涡模拟 (LES) 而不是雷诺平均的方法 (RANS), (1) 和 (2) 或许不

是问题了.

NEWTON 针对于城市环境中的颗粒和气相污染物传输扩散应用方面, 面临的一

个最大的挑战是计算效率问题,即如何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完成最低限度计算精度的

数值模拟. Cochran 和 Derickson (2011) 评论说, “· · · · · · 继续混合使用风洞和 CFD, 并

且在 CFD与风洞数据 (或全尺度实测数据)之间的进行交叉对比验证将是至关重要的

提高信心的方法”. 实测数据的使用, 还可以帮助建立混合 (hybrid) 和耦合 (coupling)

的数值模型, 在计算效率和精度上得到折中的有效的数值预报.

2.3 NEWTON 的前景

Baker (2007) 和 Blocken (2013) 对计算风工程 (CWE) 作了极好的评价, 其中大多

数也适用于 NEWTON. Baker (2007)预测 “· · · · · · 在将来,计算流体力学方法会持续增

加地用于风场环境预测, 并用来预测中长期风载. 与此同时边界层风洞的使用将相应

地下降 · · · · · · 这些趋势很可能导致未来数十年边界层风洞将集中到数量较少的研究
单位用于复杂结构的试验”. Blocken (2013)的结论是, “CWE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虽

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 50 年的显著进步预示了它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Wright 和 Hargreaves (2013) 也有同样的观点: “虽然关于使用 CFD 仍然还有许多

保留意见, CFD 已经被确立为一种工程工具. 其应用将会是越来越普通的技术. ” 他

们特别强调 “大涡模拟提供对湍流更真实的描述. ”

在 2014年国际风工程学会举办的第 6届计算风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8个大会

报告中的 3 个报告建议或讨论到天气尺度 (中尺度) 和街道尺度 (微尺度, 或城市冠层

(UCL)尺度)的耦合计算;其中有 12个口头报告汇报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Tamura和

Pham Van (2014) 在大会报告中特别强调 “中尺度气象模型 (例如 WRF, Th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http://wrf-model.org) 和 LES 的杂交使用, 将是研究各种城

市防灾问题和环境问题, 预测城市环境中脉动风场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工具. ” 现在

比较普遍的是使用嵌套网格 (往往使用多层嵌套逐级提高分辨率) 耦合上游的中尺度

气象模型到下游的街道尺度的 LES. 这样网格的分辨率从 1 km 量级过度到 10m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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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的量级, 后者则是能够分辨湍流运动的网格. 人们发现在某个嵌套的界面上会产

生所谓的 “spin-up”效应.这种效应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数值上的不真实的现象,因此是

必须避免的. 我们相信在嵌套界面上加入合适的湍流运动可以避免 “spin-up” 效应.

2.4 NEWTON 的进展

在使用非定常雷诺平均纳维 – 斯托克斯 (URANS) 方法时, 我们往往隐含地假定

在非定常流动的时间尺度和实际的湍流时间尺度之间存在一个尺度空隙. 然而, 在实

际流动中很难找到一个明显的尺度空隙. 这是使用 URANS 时一个固有的困难, 因此

产生很多无法避免的问题. 相反, LES 只对小于亚网格尺度 (SGS) 的湍流建立模型来

解析大尺度的湍流运动. 因为亚网格尺度的流体运动不受边界条件的影响, 因此 LES

方法比 URANS 方法更普适, 更准确.

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LES和混合/杂交 LES(即 URANS和 LES的组合).我们最

近开发的技术主要针对在 2.1.2 节中 NEWTON 的挑战性课题, 即湍流的入口条件、

粗糙固壁模型、模拟热层结和天气尺度风场变化的影响. 这些列示如下.

(1) 一个快速的入口湍流产生方法 (Xie & Castro 2008) 及其在城市环境中的污染

物扩散预报中的应用 (Xie & Castro 2009). 这个方法保证了在计算域入口或者 URANS

和 LES 的界面处湍流涡的快速生成. 生成的湍流涡满足给定的空间和时间的湍流积

分尺度和雷诺应力张量.

(2)一个简单的粗糙固壁模型 (Xie et al. 2004)及其在高层建筑绕流和传热中的应

用 (Boppan et al. 2013). 乡村和城市大气边界层的下垫面都是粗糙的. 在计算上分辨

每个粗糙单元 (例如灌木),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建立的粗糙固壁模型对这

些粗糙单元进行参数化, 对湍流平均场和脉动场进行准确模拟.

(3) 一个零散度的入口湍流产生方法 (Kim et al. 2013) 及其在高层建筑表面压力

脉动和峰值风载计算中的应用 (Daniels et al. 2013). 这个是对我们以前方法 (Xie &

Castro 2008) 的改进.

(4) 一个耦合计算天气尺度和街道尺度流场的方法 (Xie 2011, Xie et al. 2013)——

在嵌套网格的界面上插入零散度的湍流脉动. 该方法可望避免所谓的 “spin-up” 效应.

由于计算机的快速发展,极高分辨率的数值天气预报模型 (NWP VHR)连续多次使用

嵌套网格的办法, 分辨率从日常的天气预报网格尺寸 (1 km 量级) 到小于百米的量级.

由于这样的分辨率在湍流谱上落入携能涡频率范围,嵌套网格界面下游出现非物理性

质的流体运动 (即所谓 “spin-up”). 在嵌套网格的界面使用入口湍流生成的方法 (Kim

et al. 2013) 直接产生适当的湍流运动, 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5) 一个模拟热层结对流场和污染物扩散影响的方法 (Xie et al. 2013; Boppana et

al. 2010, 2013, 2014). 热层结,特别是稳定性的热层结对于城市环境内极端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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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该方法可以直接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现阶段对于城市环境的数值模拟可以归纳为 3 类. (1) 数值天气预报模型 (例如

WRF) 使用嵌套网格方法到 100m 量级分辨率, 但是不分辨解析建筑物的几何形状;

(2) 采用工程应用程序里的大涡模拟方法计算 10 km 量级的城市规模的区域, 在重要

的区域使用高分辨率网格 (10m 量级), 而在其余区域使用更粗糙的分辨率. 这两种方

法都不能解析在城市街道内的携能涡. 但是这些湍流涡对于街道内污染物扩散和传

热是至关重要的过程. 对于这些过程的忽略, 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冠层内流动, 污染物

扩散和传热的模拟精度; (3) 采用工程应用程序里的大涡模拟方法计算城市邻里尺度

(1 km 量级) 的区域, 分辨解析建筑物, 网格分辨率高达 1m. 这些包括作者近期的伦

敦市中心 DAPPLE 试验场的模拟计算. 一般认为邻里规模在空间尺度上已经足够大

了,该尺度综合了城市的几何特征,因此在这个尺度上可以进行参数化 ——譬如用于

对天气预报模式的边界输入. 然而, 把一个城市区域 (10 km 量级) 划分为数百个邻里

尺度 (1 km 量级) 的计算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特别是贯穿城市的河流、湖泊宽度

与邻里尺度相比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NEWTON的近期目标是能够模拟整个城市尺度,

网格分辨率到 1m. 这样避免了上面所列的所有问题. 并行计算机能力的高速发展使

这个目标成为可能.

3 简单理想的城市建筑物群

从简单理想化的建筑物几何现状可以简化问题, 抓住本质. 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

简单模型是二维城市峡谷模型 (street canyon model),譬如 Baker等 (2004)和 Chung等

(2013). 这个模型适合城市中心比较规则的街道. 3.1 节和 3.2 节着重讨论一组有正方

形底座的建筑物模型; 3.3 节讨论相对独立的高层建筑物模型. 前者适合模拟相对宽

松的远离市中心的城市区域,后者适合模拟市中心商业区 (CBD). Hang和 Li (2012)针

对香港密集的高层建筑的具体情况, 把整个城市区域简化成一个多孔介质, 这样极大

地简化了模型和计算, 具有启发性.

3.1 简单理想的城市建筑物群流场

Xie等 (2008)用于计算的建筑物阵列选择了 Cheng和 Castro(2002)的风洞实验模

型. 图 4 和 图 5 展示了一个 “重复单元”, 尺寸为 80mm× 80mm. 每个单元包含 16 个

底部尺寸为 10mm× 10mm 的建筑模型, 这些建筑模型的高度变化满足正态分布, 平

均高度 h = 10 mm, 高度的标准偏差为约 3mm, 平面覆盖率为 25%, 计算域的高度为

10h, 其中共有 4 个重复单元. 在水平方向 (即流向和展向) 使用周期性边界条件. 在计

算域顶部采用剪切力为零的滑移壁面边界条件. 其他边界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 需要

强调的是, 这种有尖角的建筑物群绕流对雷诺数 (Re) 不敏感 (Xie & Castr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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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洞实验中所使用的一个重复单元. 风场流向是从图顶部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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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 z = 0.5h高度上时间平均速度矢量 (U, V ) (上图,风流是从顶部到底部)和在 x = 5.6h

平均速度矢量 (V, W ), (下图, 面向上游). 每个建筑模型上的数字为其高度 (mm). U ,

V , W , 为流向、横向和垂直方向平均速度. 彩色条为平均速度幅值 (m/s)

计算网格为 3 个层次的多面体网格 (130 万个网格), 在近壁区每 h× h× h 体积内

有 13× 13× 13 个网格. 采用了 STAR-CD v4 软件计算. 对于复杂几何形状的模拟, 多

面体网格相对其他网格更具灵活性, 占用更小的内存. 为得到较准确的 LES 结果, Xie

和 Castro (2006) 建议在建筑物群冠层内网格尺寸不应超过 0.0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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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了在水平面 z = 0.5h 上时间平均速度矢量 (U, V ) 和竖直面 x = 5.6h (紧

接第 3 行建筑模型后面) 上平均速度矢量 (V, W ). 在建筑物冠层内, 即使平均流动细

节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筑物排列和高度的分布. 例如, 在第

1行右侧 (面向下游) 10 mm的建筑物的右边有一个大的分离涡, 而在左边不存在明显

的分离涡. 因为在该建筑物的左边是一个相对较高的 13.6mm 的建筑物, 在这两个建

筑物之间形成一个相对狭窄的通道, 在顺流方向上形成了较强的负压力梯度, 从而抑

制了反向分离流动. 与此相反, 在直接下游的一个 10mm 的建筑物模型的两侧都存在

明显的分离涡.

在垂直平面 x = 5.6h 中,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 在建筑物之间的间隙 (街道) 中流动

是向下的. 因此在 17.2mm 建筑物模型的右侧 (面向上游) 形成了一个顺时针的大涡,

如图大箭头所示. 这和一个单独的高层建筑物所生成的涡的旋转方向刚好相反. 其原

因是在建筑物之间间隙的下游存在强劲的朝向地面的风流,譬如在 17.2mm建筑物模

型的右侧 (面向下游),因为下游 13.6mm的建筑物模型的阻碍,风流从而转向地面. 这

些结果再次揭示了建筑物群内的风场是非常复杂的. 把现有数据推断用于新的工况

时 (例如新的建筑物几何形状), 我们必须非常地谨慎.

Xie 等 (2008) 比较了上面的建筑群和等高的立方体形状的建筑群 (Xie & Castro

2006) 的流场, Xie 等 (2008) 发现它们的湍流统计特征显著不同, 特别是在建筑物群冠

盖内和在冠盖以上的临近流场. 这也许并不奇怪. 另外 Xie 等 (2008) 还发现, 最高层

建筑对总阻力的贡献远远超过其对总迎风面积的贡献,因此对高层建筑附近的流动的

需要特别的关注.

3.2 城市建筑物群内地表面源的污染物扩散

街道地面和建筑物表面的热传输扩散可以简化为一个面源的问题.这里认为在一

定条件下, 浮力效应很小, 可以忽略.

Boppana 等 (2010) 使用大涡模拟研究了城市建筑物群内地表面源的污染物的扩

散,并且和 Pascheke等 (2008)风洞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图 6展示了随机高度建筑物

群的三维视图. 这里有 4 个 图 4 所示的重复单元. 地面上的被动标量面源由蓝色阴

影区域表示 (即萘涂层). 在风洞实验中 (Pascheke et al. 2008), 萘涂层分布在一个重复

单元的地表面上 (即 z = 0 处). 在 LES 的研究中, Boppana 等 (2010) 采用了相同的设

定. 湍流计算的边界条件和 3.1节相同.但是对于被动标量的边界条件,进行了特殊的

处理. 简单地说, 面源处采用定值, 入口采用 0 标量值. 计算域顶部、建筑物表面和其

他地面处使用不可穿透边界条件. Boppana等 (2010)还同时模拟了等高建筑物群的情

况 (C10S). 但是其他设置和随机高度建筑物群的设置相同 (RM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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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建筑物群的三维视图. 这里有 4 个图 4所示的重复单元. 地面上的被动标量面源由蓝

色阴影区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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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 z/h = 0.3 高度处的无量纲浓度分布 (由源浓度无量纲化). 方框表示地表面上的

标量物源的位置. h 为建筑物平均高度. 左图 (C10S): 等高建筑物群, h = 10 mm; 右图

(RM10S) : 随机高度建筑物群, h = 10 mm, 其中建筑模型上的数字为其高度 (mm)

图 7比较了等高建筑物群 (C10S)和随机高度建筑物群 (RM10S)在 z/h = 0.3高度

处的无量纲浓度分布. 图 7 也是计算域的底部平面视图. Xie 和 Castro (2006) 针对这

种有尖角的建筑物群,建议使用大约 h/20的网格分辨率模拟湍流运动.然而, Boppana

等 (2010) 发现 h/20 的分辨率对近面源区的标量物的模拟精度是不够的. 对于地表面

源的污染物扩散,精确模拟近面源区的细小尺度的湍流运动以及标量污染物扩散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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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 z/h ≈ 0.007 高度处和面源区域内 (−4 6 x/h, y/h 6 4) 垂直方向的污染物质通量.

其中建筑模型上的数字为其高度 (mm). 参见图 7

常关键的. 因此, Boppana 等 (2010) 使用了拉伸网格 (分辨率从固壁到计算域内部逐

渐稀疏). 近壁网格尺寸大约为 0.015h.

图 7 显示了两种情况的一定相似性, 但是随机高度建筑物群 (右图) 的无量纲浓

度等值线相对更加不规则, 从而表明运输扩散过程在两个不同的表面上显著不同.

在 Pascheke 等 (2008) 的风洞实验中, 在面源区的外周测量到较高的污染物质量

通量. 为了确认这点, 图 8展示了在 z/h ≈ 0.007 高度处和面源区域内 (−4 6 x/h,

y/h 6 4) 垂直方向的标量物无量纲质量通量的数值结果. 在这个高度, 因分子和 SGS

黏性导致的质量通量占主导地位 (相对湍流通量). 一个最重要的推论是, 两个表面的

近壁质量通量分布非常不同. 在等高建筑物群 C10S 中, 在面源的侧向边缘的一些区

域 (即 y/h = −4, 4) 的质量通量是大约两倍于其他区域, 例如面源的内部区域. 因此,

这些观察证实了实验的结果. 类似的现象在随机高度建筑物群 RM10S 中也观察到.

总之, 这些 LES 的数值实验清楚地表明了在污染物或热扩散过程中, 建筑物群形

状及其分布对于总体和局地的扩散系数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优化建筑物布局, 可以提

高城市环境内能源的利用效率, 提高城市建筑物冠层内的通风效应, 降低局地极端污

染浓度等等.

3.3 模拟相对独立的高层建筑绕流

在 3.1和 3.2节的案例中,最高层建筑的高度只是平均建筑物高度的 2倍左右. 这

更和欧洲的城市的情况相似. 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 高层建筑的高度往往好几倍到十

几倍于周围的建筑物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周围的低矮建筑物可以简化为 “粗糙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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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区分其具体的几何形状.这样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计算资源使用到高层建筑及其周

围的流场.

考虑城市大气边界层的高度为 1 km 左右, 夜间的高度要小一些. 数百米高的高

层建筑几乎和大气边界层高度相同量级. 这样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烟囱效

应, 地面污染物通过高层建筑排放到大气边界层以外; 高空的高速气流由于高层建筑

的阻挡而形成一个流向面向地面的涡旋, 这当然有益于污染物的扩散, 但是可能对街

道行人的舒适度产生影响. 高层建筑对大气边界层本身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城市内大

量的, 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群会极大地增加对大气边界层的空气动力学阻力, 降低风速,

增强温度层结效应, 加剧城市内污染. 所以高层建筑对污染物/热扩散影响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

由于高空风速大,对高层建筑物表面压力脉动峰值的预测也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

题. 模拟高层建筑物的峰值风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Daniels 等 (2013) 以这个应用

背景为例子来展示 NEWTON 在这方面的功能. Daniels 等 (2013) 选择 CAARC (the

Common wealth Advisory Aeronautical Council, Moss & Wardlaw 1970) 标准高层建筑作

为测试案例. 使用最近开发的零散度的入口湍流产生方法 (Kim et al. 2013) 生成入口

边界条件.

图 9 展示所计算的均方根压力脉动与风洞数据进行比较. LES 的结果总体上与

风洞数据吻合得很好. 然而迎风面的压力脉动最大值的位置存在明显的不一致. 以前

的文献中对这一点有过较大争论.有的文献中认为不同风洞中较大范围不一致的湍流

强度和风洞的实验误差, 是迎风面的压力脉动最大值位置不一致的原因. 有文献报告

在方形柱体绕流的实验中, 在迎风面的中心实测到压力脉动最低值. 这提供了一定证

据来支持现在的 LES 结果 —— 即在迎风面的中心, 表面压力脉动值低于迎风面两侧

的值.

另外, Daniels 等 (2013) 研究了入口湍流强度和湍流积分长度对高层建筑物表面

压力脉动的影响. 图 9 显示, 入口湍流强度对表面压力的影响很大. Daniels 等 (2013)

选择了较为典型的城市环境的湍流积分长度 —— 即几十米到百米的量级; 在这个范

围内增加 (例如加倍)或减半湍流积分长度,影响很小 (参见图 9). 模拟更大湍流积分

长度甚至天气尺度的风场 (需要更大的计算量) 已经列入我们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图

10 显示了在同一时刻, 在 2/3 和 1/4 CAARC 建筑物高度处典型瞬间的流场迹线和压

力脉动等值线. 可见在这 2 个高度旋涡脱落有一个明显的相位延迟.

来流湍流和高层建筑自身产生脱落涡相互作用产生的尾迹,对于城市内和城市下

风处的污染物/热的扩散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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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高度处 (y = 4D, 其中 D 是 CAARC建筑物在顺流方向上的宽度)围绕 CAARC

高层建筑模型四周的均方根的压力脉动. TI: 入口湍流强度; ILS: 入口湍流积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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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水平截面上典型的瞬时流场迹线和压力脉动等值线

4 天气尺度风变化的影响以及 LES 和中尺度程序的耦合计算

在 2.1.4 节简要地讨论了对于城市环境问题不同尺度风场 (从 10 km 到 1m 量级)

的模拟计算.在工程领域,现在比较普遍的是对于城市邻里尺度 (1 km量级) 范围内风

场的计算, 网格尺寸到 1m 左右以分辨在街道内对污染物/热扩散至关重要的携能湍

流涡. 如果要求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准确预报以及提供改善建议, 特别是对于城市内

雾霾生成的机理研究, 恐怕需要对整个城市范围内风场 (城市尺度, 10 km 量级)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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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的计算. 现阶段的计算能力还不能够在城市所有的地方使用 1m 的网格. 那

么使用嵌套网格/耦合方法是唯一的合理的选择. 嵌套网格可以分为单向嵌套和双向

嵌套.

在单向嵌套的方式中, 嵌套网格域 (子计算域) 可以像一个通常的独立计算域一

样运行, 但它的边界条件必须从上一级计算域 (母计算域) 得到, 子计算域的结果不反

馈到母计算域. 如果在嵌套边界上子计算域和母计算域的网格尺寸的变化率不大, 子

计算域的边界条件可以直接从母计算域结果内插值得到;如果网格尺寸的变化率很大

(譬如大于 10),我们提出在嵌套网格界面上内插值的基础上还需加入适当的零散度湍

流脉动. 湍流脉动的生成使用我们发展的入口湍流生成方法 (Kim et al. 2013).

在双向嵌套的方式中, 有必要反馈子计算域的结果到母计算域. Sullivan 等 (1996)

和 Moeng 等 (2007) 在母计算域一个时间步长内, 让子计算域从母计算域获得边界条

件, 推进计算直到母计算域的时间步长. 然后, 在母计算域的相应区域上流场被子计

算域的平均流场取代覆盖. 这一步需要格外注意, 以避免任何数值不稳定.

城市环境和天气尺度 (中尺度) 的气象状况紧密相关, 这样的耦合计算同样可以

采用上面的方法.

4.1 定常的风场条件下伦敦市中心 Marylebone Rd 和 Gloucester Pl 区域 (DAP-

PLE 试验场地) 的流场和污染物扩散

首先, 我们假定风场是定常的, 稳态的, 即风向和风速不变. 那么考虑风向对污染

物的扩散有多大的影响.另外,我们假定在计算域的入口,水平方向的风向和风速是不

变的,垂直方向的风速呈对数分布.在入口的湍流统计数据从风洞试验获取;采用我们

近来发展的快速的入口湍流产生方法 (Xie & Castro 2008) 生成瞬变的湍流涡. 在其他

边界采用通常使用的边界条件.

Xie 和 Castro (2009) 应用大涡模拟 (LES) 预报在倾斜风场 (即从 Marylebone Rd

由西向东方向顺时针旋转 −51◦, 参见 图 11 和 图 12) 和垂直风场 (即 −90◦) 中, 伦敦

市中心 Marylebone Rd 和 Gloucester Pl 区域 (DAPPLE 试验场地: www.dapple.org.uk)

的流场和污染物扩散. 图 12 中用实线和虚线的箭头分别表示 −90◦ 和 −51◦ 的风向.

空间分辨率最高到 1m,时间分辨率为 1 s. 大涡模拟基于 1 : 200风洞模型 (WTM,参见

平面俯视图 图 12), 计算在这两种风场条件下的湍流和点源的污染物扩散. 图 11 还

显示了全尺度的实地试验场地. 图 13 是在 −51◦ 的风场中的风洞模型.

图 12 显示了 DAPPLE 1 : 200 风洞模型平面图, 其中坐标原点在 Marylebone Rd-

Gloucester Pl 交叉路口. x 轴大约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 而 y 轴是自东南向西北方

向.

图 14 是多面体网格的三维计算域. DAPPLE 1 : 200 风洞模型的建筑物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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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APPLE 实地试验现场: X1, X2, 点源位置; 方形符号, 采样站 ( c©Crown copy-

right/database right 2010)

h = 110 mm. 建筑物平面占有率为 0.5. 大部分建筑基本上都是长方体形状, 但是高

度各异.道路布置主要以交错和并行交叉路口和 T形路口为交替形式. 街道峡谷的模

式也很显著, 且南北向街道比东西向街道更为明显. 建筑物附近的网格, 分辨率约为

h/20, 这相当于全尺度的 1m 分辨率. 图 14 中央部分为 DAPPLE 试验场. 因为没有

DAPPLE 试验场的上风区域内建筑物的具体几何数据, 在靠近入口边界处放置了 14

个高度为 DAPPLE 平均高度 h 的建筑物模型. Xie 和 Castro (2009) 发现这些人造建

筑物的空间布置并不显著影响在 DAPPLE 试验场内的结果.

Xie和 Castro (2009)发现,在城市冠层内空间和时间平均速度的方向发生改变.对

于 −51◦ 风,平均速度方向变化不超过 10◦. 而对于 −90◦ 风,平均速度方向从冠层以上

的 −90◦ 沿顺时针方向转动至冠层内的 −50◦.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 图 15 展示

了在 −90◦ 风中 Marylebone Rd 上不同的高度处 (即 z/h = 0.1, 0.5 和 1) 平均的速度

矢量 (Um, Vm) 的变化. 图 15(a) 和 图 15(b) 呈现明显的顺 Marylebone Rd 由西向东

的流动, 而不是由东向西. 这可能是由于局部的建筑物排列造成的, 即 Marylebone Rd

上 3 个略微错开的建筑物 (图 15(a) 标记为 “staggered”). 例如, 在 Marylebone Rd 与

Gloucester Pl 交叉路口东侧, 路突然增宽, 导致气流从 Gloucester Pl 转向由西向东. 此

外, 在其他的 2 个交叉路口有同样的现象. 这些综合作用迫使街道内空气由西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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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DAPPLE 1 : 200 风洞模型平面图. 在每个建筑物模型上的数字表示其高度 (mm). 模

型坐标单位为 mm: 其中 xt (风洞坐标) 自西向东, yt 自南向北, z 从地面到风洞顶部.

x, y, z 是计算模型中的坐标 (−51◦ 风, 参照图 14). S2 和 X2, 分别为风洞模型和实测

现场中的点源位置. R1∼R10 为在定常风中的采样站点 (4.1 节), F2∼F14 为在实际非

定常风中的采样站点 (4.2, 5.2 节)

即 −50◦ 方向. 这些结果表明, 对建筑物几何形状进行分辨的计算是追求高分辨率城

市环境数值模拟的唯一出路.

Xie和 Castro (2009)研究了建筑物的几何造型对总体的和局部的流动性态和污染

物扩散的影响. 图 16 显示在 −51◦ 风中点源扩散的瞬时浓度等值线 (行人的高度处).

研究发现,空间平均的湍流脉动值的方差峰值既不出现在建筑物平均高度处也不出现

在最大高度处, 而是出现在大型高大的建筑物高度处. 研究同时还发现, 近源场的浓

度平均值和脉动值高度依赖源的位置和局部的建筑物几何造型.

大涡模拟 (LES) 结果总体上和风洞数据吻合良好. 大涡模拟 (LES) 的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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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安装在风洞的高分辨度 DAPPLE 模型 (1 : 200). 在风洞实验的基本简单模型和 LES

计算模型中, 模型中高分辨率的中央部分被替换为块状的建筑物 (类似于出现在照片

中的其他建筑物)

Y Z

X

图 14

多面体网格计算域. 计算域的大小: Lx = 6 m, Ly = 4 m, Lz = 1 m (1 : 200 风洞模型尺

度) 中央部分 (蓝色和绿色区域) 为 DAPPLE试验场. 在 DAPPLE试验场的上风区域,

放置了 14 个高度为 DAPPLE 平均高度 h 的建筑物模型

1m 的分辨率能够提供在定常风场和中性的热层结条件下对流场和污染物浓度场的

合理估计. 城市冠层内污染物扩散传输对风场的方向非常敏感. 譬如相对 −90◦ 方向

风向改变 ±1◦, 某些街道内的风向可能有 180◦ 的变化.

4.2 实际风场下的污染物传输扩散

笔者曾经使用英国气象局 (Met Office)的 UM程序产生的日常天气预报数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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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在 −90◦ 风中, Marylebone Rd 不同的高度处时间平均速度矢量. (a) z = 2 m; (b) z =

11m; (c) z = 22 m (全尺度. 注意建筑物平均高度为 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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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在 DAPPLE 试验场区域的点源污染物扩散浓度等值线的鸟瞰图. 颜色代表在行人高

度处的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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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在伦敦 BT 塔顶部实测 10Hz 风场的时间序列能谱. (a) 风向 θ (参见图 18); (b) 水平

方向风速幅度 U . UM: 英国气象局 (Met Office) 的 Unified Model (UM); BADC: 英国大

气数据中心; 这个是基于 2007 年以前的数据, 但是最新的时间分辨率没有显著改善

边界条件来驱动城市环境的大涡模拟计算 (即单向、离线耦合). 这些数据水平方向的

网格尺寸是公里量级的, 时间步长是分钟量级的. 大涡模拟需要边界条件提供足够的

大尺度变化数据, 比如在时间尺度上大于 1min的所有流体运动.小于 1min时间尺度

(湍流积分尺度) 的流体运动由笔者发展的入口湍流生成方法产生. 然而, UM 数据的

实际最小时间尺度还是远大于湍流积分尺度. 参见 图 17. 这样在二者之间直接存在

一个灰色区域, 影响大涡模拟的准确计算.

为了测试大尺度变化风场和城市环境的大涡模拟的单向耦合计算方法, Xie (2011)

利用现场实测的风场数据作为边界条件对 DAPPLE 试验场的湍流运动和污染物扩

散进行计算. 10Hz 分辨率的风场数据是在高度为 190m 的伦敦 BT 电信塔上采集的

(Wood 2010). BT 电信塔在 DAPPLE 试验场大约 1 500 m 以东. Xie (2011) 提取了 2004

年 6 月 3 日 16:00—17:00 的实测风场数据 (参见 图 17 和 图 18). 这些数据被处理为

60 s 和 30 s 平均的数据 —— 假定大于 60 s 或 30 s 的湍流涡对总湍流强度的贡献很小.

60 s 和 30 s 平均的数据的一致性也支持了这点. 平均后的数据用来生成入口边界条件

来驱动大涡模拟 (LES) 的计算. 具体在一个平均时间步长 60 s 或 30 s 内, 入口边界条

件的处理和 4.1节相同.在 16:00开始初始化大涡模拟的湍流计算,在 16:30释放在 X2

处点源, 16:45关闭. 数据取样和平均开始于 16:30,止于 17:00. 图 18显示,在此期间的

风速幅值变化 ±36%, 风向变化 ±22◦. 但是在 16:30 至 17:00 期间, 风的方向相当稳定,

几乎稳定在西南风的方向.

图 19给出了在不同的风场条件下在 14 号站点 (参照图 11) 的 3min 平均的污染

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两工况 “LES run1, BT tower data”和 “LES run2, BT tower data”

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初始条件.这两种工况下的结果和实测量都较好,因此表明 3min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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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 BT 电信塔顶部实测的 30 s 平均的水平方向风速幅值 U 和方向 θ (沿 Maryle-

bone Rd 方向 —— 即图 13 中的 xt 轴顺时针方向). 横坐标上的绿色标示为 15min 的

点源释放时间

均的标量浓度对初始条件不敏感. 在定常风场条件下工况 “LES, mean wind” 的风速

幅值和方向分别等值于 BT 电信塔数据 16:30—17:00 的平均风速 〈U〉 和平均方向 〈θ〉.
在定常风场条件下的其他 3 个工况 “LES, mean wind +6◦”, “LES, mean wind +12◦” 和

“LES, mean wind−6◦ ”的风速幅值都是 〈U〉,风方向分别为 〈θ〉+6◦, 〈θ〉+12◦ 和 〈θ〉−6◦.

这些数值实验被用来检测标量扩散对风向的敏感性. 不出意料地, 图 19 显示了在定

常风场条件下 3min平均的标量浓度对风向很敏感. 图 19 还显示,在定常风场条件下

所计算的 3min 平均的标量物浓度峰值, 可以比在非定常风场条件下计算的数值和现

场实测的数值大到一个数量级. 可能有人会说, 仅仅针对一个站点的 3min 平均的标

量浓度结果得到如此结论, 可能是欠谨慎的. 然而, Xie (2011) 也同时比较了其他站点

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一致证实了这个结论.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在定常风场条件下, 在

烟羽的核心区域大涡模拟过高地预报了标量浓度值,而在实际风场条件下则显著地改

善了预报结果.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在实际大尺度变化的风场中预测的污染物浓度值和在

定常稳态风场中的预测值相差达到一个数量级. 这确认了耦合计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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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风场条件下在 14 号站点 (参照图 11) 的 3min 平均的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

变化. 横坐标是全尺度时间. Uref , 自由流速度; Q, 源头浓度通量; hm, 平均建筑高度;

T50, 污染物输运时间. 红色实线: 点源释放时间; 虚线: 组合形式的高斯分布的烟羽大

致位置和宽度; 黑色细实线: 高斯分布的最大值幅值的 50%. 实心圆: 现场实测量; 空

心方块和空心三角形, 利用 BT 塔数据作为入口边界条件但是使用不同的初始条件;

实心方块, 菱形, 短划线号, 星号, 定常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但提供入口湍流生成）分

别为 〈U〉 和 〈θ〉, 〈θ〉+ 6◦, 〈θ〉+ 12◦ 和 〈θ〉 − 6◦, 其中 〈U〉 和 〈θ〉 分别为 BT 电信塔数据

16:30∼17:00 的平均风速和方向

5 温度稳定层结的影响

大家知道温度稳定层结 (譬如强逆温层) 对极端污染物浓度的形成和雾霾的形成

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影响的定量分析非常困难.物理风洞只能模拟较弱的温

度层结. 现场试验很难控制和重复. 可靠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很少见诸于文献. 笔者近

年对局地热层结效应和入口流场的热层结效应 (总体热层结效应) 的定量分析进行了

尝试. 5.1 节和 5.2 节对此分别作了简要回顾.

5.1 局地热层结效应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Boppana 等 (2014) 采用了大涡模拟研究局地表面加热和冷却对建筑物群流场的

影响. 图 20 显示了一个理想化的建筑物群的一个重复单元. 水平方向采用周期性边

界条件. 通过调节从地面输入或传出的热通量得到不同程度的局部热层结情况 (不同

的 Richardson 数 Riτ : 基于建筑物高度、平均摩擦速度和总体平均温度和地面温度之

差). 在局部层结稳定、中性和不稳定情况下的阻力系数 Cd (即平均摩擦速度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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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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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在计算模型的三维视图. 在立方体型建筑物模型之间的底表面上进行加热或冷却

物高度处空间和时间平均速度比值的平方)、传热系数 Ch (基于建筑物高度处空间和

时间平均速度,地面热通量和总体平均温度和地面温度之差)、湍流的结构和湍流积分

长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 随着 Riτ 的增高, 等效于热层结特性从本地热不稳定性到稳

定性的变化, 空气动力阻力系数 Cd 和表面传热系数 Ch 逐渐下降. 不同的热边界条

件 (例如恒定的热通量或恒温) 和计算域大小对这个现象的总体效果影响很小. 在所

考虑的 Riτ 幅值范围内, 各向异性不变量的图表显示, 湍流结构在中性和不稳定层结

的情况下几乎是相同的, 但和在稳定层结的情况比较略有不同. 相比于中性层结的情

况, 在稳定层结下顺流方向的湍流的积分长变小, 在不稳定层结下垂直方向的湍流的

积分长度加大. 象限分析表明, 增加地面加热 (|Riτ | 升值) 相应地增加了建筑物冠层

上面的湍流喷发 (ejection)强度.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在局地不稳定和稳定层结的条件

下, 在建筑物冠层上面动量和热量传输机制非常相似.

图 21显示在 −13 < Riτ < −0.2 范围内, 增加地面热通量, 空气动力阻力系数 Cd

和传热系数 Ch 单调增加. 在 0 < Riτ < 9范围内,增加地面表面冷却, Cd 和 Ch 单调减

小. Cd 和 Ch 随 Riτ 的减小而稳步单调增加是由于浮力作用而产生的湍流动能增加.

这些结果表明, 即使在较弱非中性的范围内, 城市环境内热层结效应的影响也是不可

忽略的.

敏感性数值实验表明, 空气动力阻力系数 Cd 对网格分辨率相对不敏感. 但是如

果网格分辨率不够高的话, 传热系数 Ch 对近壁区域的网格分辨率非常敏感. 因此, 传

热系数 Ch 对计算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这和 3.2 节的结论是一致的.

5.2 入口流场的热层结对污染物在城市建筑物群中的扩散的影响

这里给出一个尝试对总体热层结效应作定量分析的例子. Xie 等 (2013) 研究了

上风来流中的热层结效应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扩散的影响. 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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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阻力系数 Cd 和传热系数 Ch 随 Richardson 数 Riτ 的变化 (Boppana et al.

2014). 图中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的网格分辨率

分发展的非中性层结流场 (例如, 流经一个较大城市尺度的区域) 进入一个邻里尺度

(neighbourhood-scale, 约 1 km2) 的城区. 在相对较小的邻里尺度里, 局地的传热效果就

不大重要了. 因此在大涡模拟中, 地面和建筑物表面可以设为绝热边界条件.

这里建筑物群模型和 4.1 节的伦敦市中心 Marylebone Rd 和 Gloucester Pl 区域

(即 DAPPLE 试验场地) 模型相同. 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值实验, 但是仅考虑较弱非

中性层结条件. 即总体 Richardson 数的绝对值 |Rb| 6 0.2 (即基于建筑物高度, 自由来

流速度和平均空气温度和地面温度的差值).图 22显示在 −51◦ 风场中 DAPPLE试验

场地垂直剖面上 (即 x-z 面, y = 0, 参看 图 13) 瞬时温度等值线 (K).

基于对 DAPPLE 试验现场数据 Rb 数的估计 (即 −0.17 6 Rb 6 −0.05), Xie 等

(2013) 进行了一系列数值试验. 其中测试的总体 Richardson 数的范围为 −0.2 6 Rb 6
0.2. 图 23 给出了部分结果. Xie 等 (2013) 发现, (1) 即使在弱热层结的条件下, 在某

些站点 (即在烟羽的中心区域) 的平均浓度的幅值和在中性条件相比相差达一个数量

级. 不管在定常风场还是在不定常风场中, 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 相对于在中性层结

条件下, 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的大涡模拟大幅度提高浓度预测的精度 (即相对于现场实

测值). 在 Rb = −0.1 的条件下模拟的平均浓度和 DAPPLE 试验场地实测数据的吻合

最好. 这再次表明, 在城市环境中即使较弱不稳定层结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也是极其

重要的.

6 极端条件下的极端污染物浓度

往往是极端条件下 (例如特殊的天气条件)的极端污染物浓度,而不是通常条件下

的平均污染物浓度, 导致城市环境中的严重的防灾问题和环境问题. Xie 等 (2007)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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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PPLE 试验场地. 在 −51◦ 风场中垂直剖面 (即 x-z 面, y = 0, 参看 图 13) 瞬时温度

等值线 (K) (Xie et al. 2013). 风向是由左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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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在站点 F2, F4, F6, F8, F12, F13和 F14 (参看图 13) 30 min 平均的标量物浓度. Uref , 自

由流速度; Q, 点源处标量浓度通量. h, 平均建筑高度. 街道距离 (street distance) 定义

为 S = |xF − xS|+ |yF − yS|, 其中 (xF, yF) 和 (xS, xS) 分别为采样站点和点源的坐标

用大涡模拟和风洞试验研究粗糙壁面上湍流边界层中点源扩散的被动标量物的浓度

脉动. 点源包括一个高架源和一个地面源. 大涡模拟对浓度脉动的统计数据包括二阶

矩进行了预测, 并且用风洞试验数据进行验证 (参见 图 24). 此外, 使用量纲分析的方

法, 估计了浓度相对脉动 (即浓度脉动的均方根值和当地的时间平均浓度的比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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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量浓度的相对脉动值 (浓度脉动的均方根值和当地时间平均浓度的比值 crms/Cm)

地面源下游远场的变化趋势.

不管是大涡模拟还是风洞试验都只能预报非常有限的一段时间序列的浓度值,自

然不能直接预报某地可能出现的最高/极端浓度值. Xie 等 (2007) 使用极值理论 (Ex-

treme Value Theory, EVT) 的技术来预测可能出现的极端浓度. 他们使用 Generalised

Pareto Distribution (GPD) 函数来模拟浓度时间序列的概率密度函数在高段尾部的分

布, 从而预测可能出现的极端浓度. 他们使用这种方法对大涡模拟和实验数据都进行

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发现,预测的可能最大浓度 (Γ0)对当地平均浓度 (Cm)的比值 (相

对最高浓度) 可以高达 50 (参见 图 25). 也就是说, 基于平均浓度值的安全评估过于

乐观.

Xie 等 (2007) 指出, 相对最高浓度随下游距离的变化趋势和标量浓度的相对脉动

值的变化趋势相似. 在高架源的情况下, 二者在远场都衰减接近零. 但这种趋势是否

会持续下去,目前还不清楚.在地面源的情况下,相对脉动值在远场趋近一个较明确的

非零极限; 而相对最高浓度的渐进行为还是不太明显, 其中在远场有些迹象显示衰减

逐渐缓慢. 这里自然就有一个问题, 相对最高浓度和浓度的相对脉动值 (或更高阶矩)

是否有相似性或简单的联系？如果是这样, 对相对最高浓度的预报就方便容易多了.

7 城市冠层内的化学过程和湍流的耦合

微颗粒 (PM) 研究的焦点最近已转移到的超微颗粒 (UFP) 或纳米颗粒物. 最近的

毒理学研究已证明 UFP或纳米颗粒对人类的健康有不利影响 (Donaldson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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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最高浓度 (即可能最大浓度 Γ0 相对当地平均浓度 Cm 的比值). (a) 高架源, (b) 地

面源. 竖线和横线帽盖: 95% 信心范围; 长横线帽盖, LES; 短横线帽盖, 风洞数据

Oberdorster & Utell 2002),并且这已得到流行病学研究的支持 ——和心血管健康有的

显著相关 (Atkinson et al. 2010). 需要强调的是, 在市区大气中的大部分纳米颗粒是源

于道路交通排放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VOCs).

研究化学过程和湍流耦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NO2 和 UFP 的生产/消耗的相关

物理与化学过程是快速的 (分钟量级). 这些高度非线性过程的时间尺度和城市冠层

(UCL) 中的湍流尺度大约相同. 因此, 耦合研究对于发展一个先进的三维数值模型至

关重要.该模型能够揭示这些高度非线性过程,并预测这些污染物在 UCL中的发展.这

种模型的结果对于发展高度参数化的预报模式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例是 OSPM

(Berkowicz 2000) 和 ADMS-Urban (McHugh et al. 1997).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尺度城市空气质量模型 (覆盖了街道网络) 里

描述 UCL 里的亚格子 (SGS) 的浓度, 和/或插值/预估 UCL 模型中的网格平均的污染

物浓度. 实际上, 污染物浓度可能从一条街道变化到另外一条街道, 并有高度的 (在时

间和空间上) 亚格子 (SGS) 各向异性. 由于响应于局地排放而出现的 UCL 内高度非

线性的物理和化学过程, 加权平均的方法是不成功的. 例如, Zhong 等 (2014) 发现, 在

典型的城市地区 “平均” 的模式可能显著低估了实际的臭氧浓度. 另一方面来说, “平

均” 模式对于更 “绿色” 和/或更少交通的区域预报表现得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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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气相化学过程和湍流的耦合

7.1.1 耦合的一般性问题

有些问题涉及到城市街道峡谷模型中化学过程与湍流的耦合. 首先, 耦合可以在

一个 RANS 模型实现 (Kim et al. 2012), 或在一个 LES 模型实现 (Bright et al. 2013).

RANS 模型计算的流场通常是定常和光滑的, 而 LES 模型计算的流场是不定常和粗

糙的; 浓度场也是如此. 因此, 对于 LES 满足数值稳定性的要求, 这是更有挑战性的.

其次, 由于高昂的计算成本, 应选择一个适当复杂程度的化学方案. 这种方案需要涵

盖和 NO2 生产/消耗相关的主要的反应过程. 第三, 反应速率应仔细评估以避免不必

要的计算, 譬如计算非常慢的反应速率, 和使用极其小的时间步长 (例如, 一个 “刚性”

的化学方案) 来计算非常高的反应速率. 第四, 对非线性化学系统还没有公认的标度

化规则, 这类的化学模式算出的污染物浓度受到几个因素制约: 各种排放物的排放速

率 (在一般情况下, NOx 和 VOCs), 每种污染物在街道冠层高度处的背景浓度, 以及入

口/出口边界条件. 由于标度化问题, 还没有这样的实验室工作 (例如在城市街道峡谷

中光化学过程以及湍流混合) 可以用来检验数值模型. 因此, 对于数值模拟结果的评

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场数据. 不幸的是, 现场数据是十分稀缺的.

7.1.2 在 LES 中 NOx-O3 的化学耦合

Baker 等 (2004) 是第一个研究 LES 中 NOx-O3 的化学耦合应用与街道峡谷环境

的报告. 这项研究后有其他几个数值研究跟进 (Baik et al. 2007, Grawe et al. 2007,

Kikumoto & Ooka 2012). 尽管在这个系统中大气化学过程被高度简单化了, 但它成

功模拟了关键的臭氧和 NOx 滴定效应. 此外, 模型的关于 NOx (NO+ NO2) 和 Ox

(=O3 +NO2) 的守恒特性使其成为一个很好的化学过程与湍流耦合的基准测试案例.

Baker等 (2004)使用了经典的街道峡谷的 LES设置: (1)一个理想化的街道峡谷,其中

高宽比 (AR) 为 1, (2) 风向在峡谷上方垂直于街道轴线, (3) 在屋顶水平上方对所有速

度分量采用周期边界条件. 下面的化学反应都内置在 LES 模型中

NO2 + hv → NO + O (1)

O + O2 + M → O3 + M (2)

NO + O3 → NO2 + O2 (3)

此化学系统 (1)∼ (3) 具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尺度; 即从一组初始浓度开始, 系统会在一

两分钟左右接近化学平衡. 应该注意的是,此 LES产生的街道峡谷内主体涡的翻转时

间是几分钟,这和 (1)∼ (3)化学系统中的时间尺度的量级相同.因此,耦合对于计算化

学物的浓度分布是至关重要的. 考虑到主要的大气化学过程是高度非线性的, 街道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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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的湍流混合和主要化学反应的时间尺度是相近的,因此必须研究动力学和化学过程

结合的共同作用, 以量化这些影响.

Baker 等 (2004) 选择了几个典型工况, 涵盖了面源与线源问题, 在街道峡谷上方

关于化学物质的周期与非周期边界条件问题, 以及低与高排放的问题. 结果显示了所

有化学物浓度 (包括一个被动标量) 的显著空间变化. 被动标量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

应用是针对于 PM10 和 PM2.5, 其凝结和冷凝/蒸发过程在 UCL 中被假定为可忽略不

计 (“惰性”). Baker 等 (2004) 采用了偏离光稳定化状态来评估在街道峡谷中给定位置

的化学平衡的水平

δps(%) = (k[NO][O3]/JNO2 [NO2]− 1)× 100 (4)

零值表示化学平衡, 否则它表示偏离化学平衡的程度. 他们的结果显示, 在排放源附

近和在街道峡谷上方和背景空气交界处, 显著偏离化学平衡 (表示 “年轻”, 新鲜混合

的气团),而在主要的旋涡中心附近,空气接近化学平衡 (表示 “高龄”的充分混合的气

团).

7.1.3 LES 耦合简化的化学方案

由于 NOx, O3 和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之间的反应 (无论是从交通或其它源

排放的), 在 UCL 内的光化学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Bright 等 (2013) 结合了 LES 动力学

和新开发并且计算经济的化学过程机制 (称为简化的化学方案, RCS). 该 RCS 本身是

基于由 Jenkin 等 (1997) 开发出的一种近似显式的涵盖 “所有” 反应的化学机制 (the

Master Chemical Mechanism, MCM).在条件设置和时间尺度和街道峡谷相关的情况下,

RCS得到了和 MCM(相应的也得到了现场和室内观察验证)的比较验证. 该 RCS包括

51 种化学物和 136 种化学反应, 其中有甲烷和 8 种亲代非甲烷碳氢化合物 (NMHCs)

包括 (异戊二烯, 乙烯, 丙烯, 甲醛, 乙醛, 甲醇, 乙醇和硝酸过氧化乙酰). 特别是 RCS

考虑了短期寿命的羟基 (例如 OH),促成 VOC在 NOx 存在的环境下的降解中生成 O3.

在 LES 模型中装入快速化学过程具有挑战性, 需要仔细的测试. 对于 RCS 里中期和

长期寿命的化学物质, 例如, NO, NO2, O3 和 CO, Bright 等 (2013) 在数值积分中使用

了 0.01 s 时间步长. 而对于短期寿命的化学物质, 如 OH, HO2 和 RO2, 采用 0.001 s 时

间步长, 这意味着更多的计算.

Bright等 (2013)报告了以下主要结论:在 LES动力学框架内,该系统对于 RCS里

增加的化学过程 (与 O3-NOx 方案相比) 较盒子模型更不敏感. 这表明, 一个盒子模型

固有的快速和完全混合会导致对 NO, NO2 和 OH 的浓度的高估以及对臭氧浓度的低

估; 而在一个真正的街道峡谷流中 (由 LES 模拟), 缓慢和不完全的混合分离了各种空

气云团和延缓了化学反应. 分离的效果也影响 HOx 的浓度水平, 与更准确的 LES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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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比, 盒子模型中超高浓度的 OH 显示, 在峡谷内由 OH 驱动的反应排放过程的程

度被高估了. 在这项研究中, VOC 的氧化化学过程已经被量化了. 从 O3-NOx 到 RCS

机制, NO2 和 O3 的水平较高而 NO较低,反映了在更细致的化学过程中额外的 NO转

换成 NO2 (和净臭氧的产生). 对于中度污染排放工况, 在街道峡谷内的化学过程导致

了 30% 的 Ox (O3+NO2) 增加 (相对于排放源内包含的 NO2 成分).

7.2 气溶胶动力过程和湍流的耦合

虽然未得普及, 气溶胶传输还需要和计算流体力学耦合考虑. 基本上, 拉氏 (La-

grangian) 或欧拉 (Eulerian) 模型都可以运用到颗粒和气溶胶的流体动力过程中. 气

溶胶动力学最主要受到颗粒特性, 主要是大小和质量的影响 (Hinds 1999) . 拉氏模型

常常用于处理惰性颗粒 (即完全没有物理或化学反应) . 一般的颗粒动力学, 如拖拽

(drag) 和沉积 (deposition) 等等, 大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技术性问题大都是颗粒的数量

跟电脑内存等的相关计算问题.

但是传统的颗粒物理和化学反应一般都是基于欧拉坐标 (Seinfeld & Pandis 2006),

气/固相浓度、温度等环境参数都会用到. 在这个技术要求下欧拉坐标比较合适. 处理

颗粒的物理惰性 (如重力沉淀, gravitational settlin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漂移流密度模

型 (drift flux model: Lai & Chen 2007, Ghiaasiaan 2008). 它假定颗粒的水平速度跟气相

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垂直速度, 为了处理重力沉淀 (gravitational settling), 颗粒的重力

沉淀速度 (settling velocity) 被加到质量守恒 (mass conservation) 的对流项 (convective

term )中. 不同尺寸大小的颗粒,因应不同的重力沉淀速度,会被分配到有限的不同组

(bins) 中一并处理. 至于颗粒的物理和化学反应, 一般包括冷凝 (condensation)、蒸发

(evaporation) 和凝结 (coagulation), 都会利用一个源项 (source term) 处理. 以上方法都

适用于一般的直接数值模拟 (DNS)、大涡模拟 (LES) 或雷诺平均数 (RANS) 模型.

运用漂移流密度模型必须留意两点. 第一, 在执行质量守恒时, 我们需要同时处

理气相和固相的质量守恒方程式, 这样最基本的颗粒单扩散 (monodisperse) 法都会

加重计算负担. 至于较复杂的颗粒多扩散 (polydisperse), 即在考虑不同颗粒大小、

分配和它们之间的凝结时, 在固相的质量守恒方程式上必须同时兼顾质量浓度 (mass

concentration) 和计数浓度 (number concentration) 和它们之间的物理反应. 这样就会

进一步增加计算负担. 第二, 漂移流密度模型虽然简单, 但只适合较狭窄的颗粒尺寸

分布谱. 如果要处理较宽阔的颗粒尺寸分布谱, 就必须用到更复杂的矩量法 (moment

method) 求解气溶胶的一般的动态方程式 (aerosol general dynamic equations; Pratsinis

1988, Settumba & Garrick 2003). 这样计算负担增加,对模型编码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

我们知道某些过程时间尺度, 例如 PM10 和 PM2.5 的凝结和冷凝/蒸发, 至少是数

小时的量级 (Ketzel & Berkowicz 2004), 远长于一个排放的空气云团在 UCL 内的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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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然而, UFP的气溶胶动力过程的时间尺度与此滞留时间相当,或者更短. 正因为

如此, 并且事实上 UFP 的研究近来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针对 UFP 的气溶胶动力

过程和湍流的耦合正成为一个新兴的课题. Nikolova 等 (2011) 耦合了 UFP 总数浓度

与三维 RANS 建筑物分辨的模型 ——ENVI-met r© (ENVI-met r©已经具有处理 PM10,

PM2.5 和碳元素的功能). 该模型被用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现场测量. 结果表明, 在街

道峡谷内的 UFP 浓度可以比城市背景浓度高得多, 这表明 UFP 数浓度在很大程度

上受当地交通的影响. Nikolova 等 (2014) 进一步开发了一个 UFP 模型. 该模型考虑

了 UFP 共 12 组颗粒尺寸, 并且和 ENVI-met r©耦合. 其气溶胶动力过程考虑了凝结

(coagulation)、冷凝 (condensation)和沉积 (deposition), 而成核 (nucleation)现象被假定

涵盖在颗粒尺寸分辨的排放过程中. 使用这种类型的模型, 一个是能够研究交通排放

的 UFPs如何扩散以及和背景空气混合,以评估沉积和凝结对超微颗粒大小分布的重

要性. 在这个模型中, 城市街道峡谷流中 UFP 的数浓度和颗粒尺寸分布一起被模拟

了. 到目前为止, 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此类研究中之一.

8 对于解决城市尺度大气污染问题的讨论和展望

8.1 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这篇综述仅仅简要总结了笔者及合著者十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

同时提及了非常有限数量的一些相关学者的研究. 这些工作和研究着重在于英国、欧

洲其他国家以及香港. 对于中国内地在这方面的研究, 崔桂香等 (2013) 已经有了很好

的综述, 本文没有再尝试强调. 所以, 这篇综述是非常不全面的. 譬如城市周围复杂地

形 (Fernando 2010), 对于中国很多城市的大气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本文

也没有尝试讨论.

也许, 一篇综述文章并不需要面面俱到. 本文通过 “基于牛顿流体的数值环境风

洞” 这一条主线, 综述了几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1) 建立简单的城市建筑物群模型, 包

括高层建筑 (群), 以期深入理解其物理本质. (2) 天气尺度 (meso-scale) 和街道尺度耦

合计算; 这不仅是提高计算精度的一个方法, 也是集成不同学科专门知识的一条捷径,

譬如气象学、力学、物理学、计算科学等等. (3)化学反应和湍流的耦合计算和气溶胶

动力学过程,这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4)在极端天气下的污染物浓度极值的预

报,特别考虑温度稳定性层结效应.例如城市上空逆温层影响.虽然中国和英国的城市

大气环境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是科学问题是一致的. 希望本文对研究中国城市

大气环境问题有所借鉴.

气相和微颗粒污染物在城市大气边界层中的传输扩散涉及力学、物理学、化学和

气象学等多学科.其物理和化学过程和湍流以及天气状况紧密耦合,因而极其复杂.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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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空间尺度上的跨度是微米 (10−6 m) 量级到数百公里 (105 m) 量级; 在时间尺度

上的跨度是毫秒 (10−3 s) 甚至微秒 (10−6 s) 到数小时 (104 s) 甚至数天 (105 s) 的量级.

建立各种尺度的可靠计算模型,并且考虑模型 –模型之间的耦合计算是唯一的可行办

法. 这些学科内的研究人员需要全力合作, 共享数据, 在机理上深入研究, 为建模和防

治提供依据.

8.2 展望

Fernando (2010) 例举了一些阻碍研究城市大气环境系统且需重点工作的领域, 包

括考虑城市几何形状的非均匀性 (heterogeneous)构建中尺度模式中的亚格子模型; 参

数化快速变化的 (非平衡) 大气中的流动, 譬如在时间上 (过渡流) 和在空间上 (城市

冠层边缘); 量化城市冠层顶部的湍流, 污染物和热的运输过程; 模拟真实城市几何

形状, 计算街道尺度高分辨率的湍流和污染物扩散; 使用嵌套网格的多尺度模型; 制

定关键的城市特性的测量协议. 笔者和合著者在本文前面综述的工作, 基本上覆盖了

Fernando (2010) 列举的重点领域.

针对解决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紧迫性, 我们认为近期的重点有:

(1)模拟和量化城市建筑物布局和建筑高度分布对于污染物 (气相和颗粒物)和热

的总体/局地扩散输运系数的影响, 以指导提高城市内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排放, 提高

城市冠层内通风, 降低局地极端污染物浓度. 这需要对整个城市区域做整体模拟预报.

(2) 特别要模拟量化天气条件 (例如热层结和风向变化) 对于污染物 (气相和颗粒

物)和热的总体/局地扩散输运系数的影响,同时要考虑全球气候变化对某些方面加剧

的影响.

(3) 确定主要的排放源和它们的详细污染物成分, 并形成一个可靠的共享的数据

库可用于改进高分辨率城市和中尺度模型的参数化方案,以用于找到的雾霾形成的主

要因素及指导显著降低雾霾出现的几率.

(4) 重点研究在燃油或煤在燃烧中的燃油质量和煤成分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研

究不同燃料、燃烧条件下污染物生成抑制原理及污染物低温高效脱除方法.

这些需要结合数值计算, 譬如数值环境风洞 NEWTON(着重研究 1m 到 1 km 甚

至 10 km 量级尺度范围), 物理风洞/水槽实验, 关键的城市特性的测量数据, 降低污染

物排放的新技术的研制等. 大力改善城市大气环境是一个长期的繁杂的系统工程, 虽

然问题极其紧迫, 但是急躁不得, 需要细致的长期规划, 科学管理和技术双管齐下.

致谢 英国国家大气科学中心 (NCAS/NERC)(R8/ H12/38)和 EPSRC (EP/K04060X/1)

资助项目. 这项研究使用的超级计算级系统有南安普顿大学的 IRIDIS 系列和英国的

国家超级计算机系统 HECToR, HPCx, CSAR 系列; 计算软件平台有笔者和合作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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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FASToLES、商业程序 Star-CD4.0和 Fluent、公开源程序 OpenFOAM.笔者要感谢

所有的合作者对该文的贡献, 其中特别有, 李家春教授, Profs Peter Voke, Alan Robins,

Ian Castro, Janet Barlow, Stephen Belcher, Drs C-H Moeng, Bharathi Boppana, Yusik Kim,

Omduth Coceal, Paul Hayden, Curtis Wood, Fred Mendonca, Mr Steven Daniels. 笔者还

要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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