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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城市化程度对气溶胶时空分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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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6 年 MODIS L2 与 Landsat 8 OLI 遥感影像数据，通过暗像元算法反演获取气溶胶光学厚度（AOD）数据以
及目视解译获取土地分类数据，采用回归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对中原城市群气溶胶的时空分布以及城市化程度对其影响的规律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 AOD 季节分布特征显著，平均值表现为春季（0.652）>秋季（0.461）>夏季（0.456）>冬季
（0.321），以太行山南麓、伏牛山东麓、桐柏山北麓为分界线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态势。建设用地面积与年度 AOD 均值
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467（F=325.090，P=0.000），其中秋季 AOD 受建设用地面积影响最大，冬季最小。在
中原城市群尺度上，以 10 km×10 km 为最小样方单元，当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在 1.03%~3.05%区间，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导
致 AOD 的极显著增加，相关系数为 0.369（F=30.364，P=0.000）；在 11.17%~74.49%区间，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导致 AOD
的显著增加，相关系数为 0.143（F=0.020，P=0.029），且在 1.03%~3.05%区间幂函数模型拟合度最优，在 1.17%~74.49%区
间线性模型拟合度最优；在 0%~1.02%区间，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对春季 AOD 的增加影响显著；在 1.03%~3.05%、
11.17%~74.49%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对冬季 AOD 增加影响极显著；而在 3.06%~6.01%、6.02%~11.16%区间，建设用地
面积的增加仅对夏季 AOD 增加产生影响。中原城市群尺度上，建筑用地占比空间分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不同季节 AOD 空
间分布特征，城市群东部平原西部山地丘陵的自然地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AOD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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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气溶胶是指以大气作为气相载体与悬浮在
其中的粒径为 10-3~102 µm 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共同
组成的多相体系，是地-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Tkacik et al.，201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
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工业化进程大力推进，
人为因素造成的气溶胶的增加日渐严重。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1998—2012 气溶胶遥感反演数
据分析表明，中国 69%的人群承受着高浓度气溶胶
微粒的潜在威胁，导致心血管、呼吸道系统疾病激
增（AQG of WHO，35 μg·m-3）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硫酸盐等气溶胶微粒严重超标，
成为加剧空气污染和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空气污染
物，并受湿度、风速等气候因子影响诱发灾害性的
雾霾天气，导致大气能见度、环境质量下降，对人
类健康、生活造成潜在威胁（梁伟棠等，2016；Han
et al.，2015；何秀等，2010；高大伟等，2012）
。因
此，通过对气溶胶的研究，提出应对气候极端变化、

大气环境污染及人类健康威胁的对策迫在眉睫。
目前，较多学者从地理信息系统、信息工程、
气象生态、化学、城市规划等不同领域对气溶胶进
行多角度研究（Wang et al.，2016；李冬辉，2012；
张蓉，2011；黄大田，2002；许凯等，2017），主
要关注气溶胶监测平台、遥感反演优化、光学特性、
来源和传输、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等方面（王苏蓉
等，2015；许秀玲，2012；王红磊等，2014；王中
挺等，2009；方莉等，2013；陈本清等，2005）。
由于气溶胶的时空分布变化显著，地面少数观测站
点难以准确反映大尺度气溶胶的时空变化特征，同
时缺乏足够多的数据研究气溶胶的气候效应和环
境效应（Meng et al.，2015），因此较多学者开始利
用各种遥感卫星数据资料对气溶胶光学进行反演
并开始研究气溶胶光学特性（Hu et al.，2017）。Wang
et al.（2003）利用 TERRA/AQUA 卫星上的 MODIS
传感器数据计算出美国阿拉巴马州地区的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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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厚度数值，并与当地的 PM2.5 数值进行对比分
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目前，中国
对于气溶胶的研究多集中在京津冀、华北、西北地
区，而对中原地区气溶胶的研究较少。张西雅等
（2017）基于京津冀 3 km 卫星遥感气溶胶产品，采
用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城市化评价手段研究城市化
对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AOD）
时空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四季 AOD
空间分布呈现夏季高冬季低的季节变化特征，夜间
灯光数据与 AOD 显著相关。李成才等（2003）认
为气溶胶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高值区集中分
布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等人口密
集、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其中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为京津冀、长三角、华中城市群（王珊等，2015）。
Zhao et al.（2013）利用地面光度计对中国东北地区
的城市和工业区气溶胶光学特性进行研究，发现城
市和工业区气溶胶具有夏季和冬季两个高峰。杜吴
鹏等（2011）利用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北京市
春季各观测站的 AOD 观测数据探究沙尘天气的强
度和发生次数对气溶胶浓度的影响。中原经济区自
2011 年以来，AOD 明显降低，AOD 高值区主要位
于新乡、开封、郑州北部和焦作南部等地区，低值
区主要位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山地地区，AOD
最高值通常出现在春季，冬季为该地区 AOD 最小
的季节（许研等，2015）。目前城市化与气溶胶关
系的研究通常使用地理、社会经济等相关指标表征
城市化发展水平，研究城市化发展水平与气溶胶之
间的关系。王浩洋等（2015）利用统计年鉴中的人
口分布数据和工业总产值数据以及 MODIS AOD 月
均值数据分析安徽及周边地区人类活动及经济发
展对气溶胶的影响，然而社会年鉴统计指标具有滞
后性、不对称性，因此本文在中原城市群尺度以 10
km×10 km 为最小样方单元，采用遥感影像解译的
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表征城市化程度，能更直观有
效地反映城市化进程对气溶胶的影响程度。
中原城市群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高
度、密度、尺度飞速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密
集性生产中向城市大气中排放的气溶胶粒子日益
增多，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日渐严峻。那么，在城
市群尺度上，气溶胶光学厚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与
城市化程度空间分异是否紧密关联？不同的城市
化程度对气溶胶厚度空间分布的影响有什么特征
和规律？本研究在城市群尺度上分析城市化作用
下城市规模与大气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全
面了解中原城市群的大气环境状况，并基于气溶
胶 与 城市 化程 度 之间 的关 系 为合 理控 制 城市 规
模、改善大气环境，并为不同城市化程度地区的
下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介于
北纬 33°0′~35°53′，东经 111°10′~116°13′。总体呈
西高东低的趋势，北面、西面、南面分别为太行山
脉、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所环绕，中部
和东部为华北平原。属暖温带—亚热带、湿润—半
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
样的特点。其显著特征为冬季较为寒冷但雨雪较
少，春季较为干旱，夏季炎热但雨量较为充沛，秋
季日照较为充足。
研究区域是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群组成的
城市区域边界相切形成的一块矩形区域，主要包括
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许昌市、新乡市、焦作
市、平顶山市、漯河市、济源市等 9 个城市，延伸
区域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东部、晋城市南部，山东省
菏泽市西部，河南省濮阳市南部驻马店市、周口市、
南阳市北部（如图 1）。

图 1 中原城市群研究区位
Fig. 1 The location map of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来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http://ladsweb.
nascom.nasa.gov/）提供的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原城市群 MODIS04 Level 2 大气
AOD 日数据，其分辨率为 10 km；地理空间数据云
服务平台（http://www.gscloud.cn/ search）提供的
2016 年 Landsat 8 OLI 遥感影像数据，其分辨率为
30 m，用以提取下垫面建设用地。
1.2.2 AOD 反演原理
当前对 AOD 遥感反演算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是 暗 像 元 算法 ， 此 算 法又 叫 浓 密 植被 算 法 ， 是
Kaufman 等人建立的（Tyson et al.，2001）。NASA
C005 气溶胶标准产品反演业务运用了改进的暗像
元反演思想，最终利用地表反射率与 AOD 之间的
关系计算得到 AOD，实现 AOD 的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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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使用 2016 年逐日 MODIS04 Level 2
（MOD04 L 2）第 5 版本（C005）每日大气气溶胶数
据集，进行投影转换、影像裁剪、数据合成、类别
合成以及信息处理等一系列操作得到目标 MODIS
数据并提取 AOD 数据。利用 GIS 10.2 与中原城市群
东南西北区域边界相切形成的矩形为研究区域裁剪
出所需要的 AOD 栅格数据并对出现奇异值或缺失
值的 AOD 数据进行逐一筛选，将遥感影像中有效像
元大于 50%的气溶胶数据视为有效数据。利用公式
（1）
、
（2）及 AOD 日平均数据计算年度、季节以及
月份 AOD，并将数据整理至 Excel 表格中。
S

AODQS =  AOD ( s )  ÷ S

（1）

S =1

m

n

AODavg =  AOD ( i, j )  ÷ N

（2）

i =1 j =1

式中，AODQS 表示要合成的月份数据；AOD
表示有效的气溶胶数据；总数为 S；s 表示第 s 幅数
据；AODavg 表示日均 AOD 数据值；AOD（I, j）表
示数据中第 i 行第 j 列像元值；N 表示有效的像元
个数，N=m×n。
1.2.3 Landsat 8 影像处理
首先利用 ENVI 5.0 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校正、
裁剪及融合等预处理以确保数据精度，并对遥感影
像进行监督分类（王玉丽等，2011；李石华等，
2005）。本研究将地表覆被类型分为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绿地、交通用地、水域、农业用地、未利用地
5 种类型，并通过目视解译的方式对比 Google 地球
将错分的土地类型加以纠正，最后将纠正过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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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通过 ArcGis 10.2 进行提取，转换矢量格式，在
中原城市群尺度上，以 10 km×10 km 为最小样方单
元统计建设用地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气溶胶光学厚度的时空分异特征
2.1.1 气溶胶光学厚度年际时空分布特征
2016 年中原城市群气溶胶分布主要以太行山
南麓、伏牛山东麓、桐柏山北麓为分界线，分界线
以东平原地区为气溶胶高值区域，分界线以西山地
丘陵地区为低值区域，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均值变化
范围为 0.150 9~0.963 4。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郑州
市北部、焦作市南部、洛阳市东部、新乡市西部区
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是中原城市群经济
的核心力量区，其人口分布相对集中且工业水平较
为发达；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北部为太行山脉、西部
为伏牛山脉，相对其他区域，其大气较为稳定，容
易出现静稳天气，阻滞大气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
次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开封市、新乡市及鹤壁市东
部、安阳市、濮阳市、许昌市、周口市等区域，低
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南阳市南部、平顶山、洛阳市西
部、济源市、晋城市等区域（如图 2），这些地区多
是山地和丘陵，其植被覆盖度较高，植物的滞尘效
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气溶胶的污染且人为
源气溶胶颗粒物较少，抑制了 AOD 的上升（何沐
全等，2017；张磊等，2017）。
2.1.2 气溶胶光学厚度季节性时空分布特征
研究范围内四季 AOD 的平均值表现为春季
（0.625）>秋季（0.461）>夏季（0.456）>冬季（0.321）。
中原城市群 AOD 四季的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春季
高值区域面积分布最广，一方面可能和研究区内气

图 2 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平均值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mean annual A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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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回暖，土壤解冻，风沙天气逐渐增多引起浮尘和
扬尘有关（Liacos et al.，2012），另一方面可能与西
北部内蒙古等地的区域间输送有关；秋季许昌、漯
河、周口等地的 AOD 下降，但是郑州北部、新乡
南部、洛阳东部、焦作东部依然严重，这可能由于
秋季研究区内植被吸附颗粒物能力减弱，雨量减
少，同时风力下降，导致颗粒物不易吸附、沉降及
扩散（季静等，2013；苏维等，2016）；夏季 AOD
高值区域继续减少，这与夏季植物吸附颗粒物能力
增强、降雨量增多密切相关（郭二果等，2009）；
冬季有少量的 AOD 高值区，集中分布在郑州、开
封、新乡境内，这可能由于北方的冷空气频繁侵袭，
雨雪天气增多，有利于颗粒物沉降（崔健等，2015）
（如图 3）。
2.2 气溶胶光学厚度与建设用地的相关性研究
研究范围内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区
域，以郑州市北部、洛阳市东部、焦作市、新乡市
等为主，东部山地和丘陵区域建设用地分布较为稀
疏（如图 4）。
本文提取中原城市群每个样方内年度、季节的
气溶胶光学厚度平均值以及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
并分析年度、季度气溶胶光学厚度平均值与建设用
地面积占比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年度、季度
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平均值作为因变量，以建设用地
面积占比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函数、指数函数、对
数函数、多项式函数以及幂函数 5 类回归模型，研
究建设用地对 AOD 的影响。

图 4 中原城市群建设用地分布
Fig. 4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in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2.2.1 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度变化与建设用地面积
占有比的关系模型
如图 5 所示，AOD 年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
比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67（F=325.090，
P=0.000），表明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大气污
染程度加重，究其原因，一方面建筑用地的增加改
变了这些区域地表的粗糙程度和摩擦系数，提高了
大气气溶胶中扬尘来源的比例，且城市高楼林立，
导致城市内部空气流动减慢，静稳天气增加，气溶
胶不易扩散；另一方面人类频繁密集的活动增加了
气溶胶人为排放量。
将中原城市群 AOD 年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
占比进行 5 类回归模型分析，拟合效果均达到显著
水平，其中，幂函数拟合度最佳（如图 6），其 R2

图 3 中原城市气溶胶光学厚度季节性变化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OD in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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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OD 年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的相关性分析

Fig.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ean annual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n 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n 0.05, n=1 170

图 6 AOD 年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最佳拟合优度回归模型
Fig. 6 The optimal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mean annual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n=1 170,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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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441，回归方程式为 y=0.348 6x0.180 5，拟合优度
由高到低分别为幂函数（0.441）>对数函数（0.203）>
多项式函数（0.331）>线性函数（0.218）>指数函
数（0.203）。
2.2.2 气溶胶光学厚度季节变化与建设用地面积
占有比的关系模型
中原城市群 AOD 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分布特征，
受不同季节的不同气象条件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
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特征，
对不同季节的 AOD 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进行 5 类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气溶胶光学厚度 4 个季节的平均值与建设用地
面积占比的线性回归分析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表现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其相
关系数值分别为 0.462（F=317.137，P=0.000）、0.437
（ F=275.294 ， P=0.000 ）、 0.406 （ F=230.068 ，
P=0.000）、0.405（F=229.472，P=0.000）
（如图 7）。
将 AOD 季节性变化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所构
建的 5 类回归模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所有季节
的幂函数拟合度均高于其他 4 类回归模型（如图 8），
拟合度 R2 表现为春季（0.411）>秋季（0.404）>冬
季（0.378）>夏季（0.299）
（如表 1）。
2.2.3 气溶胶光学厚度与不同区间建设用地面积
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 AOD 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
采用 SPSS 软件的频率描述性统计功能将建设用地
面积占比分为 5 个数值区间：第一区间（0%~
1.02% ）、 第 二 区 间 （ 1.03%~3.05% ）、 第 三 区 间
（3.06%~6.01%）、第四区间（6.02%~11.16%）、第五

AOD 季节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的相关性分析

Fig. 7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mean season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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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AOD 年季节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最佳拟合优度回归模型

Fig. 8 The optimal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mean season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表1
Table 1

AOD 季节平均值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的回归模型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mean season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Fitting model

Decision

equation

coefficient R2

Spring

y=0.439 2x0.201 3

0.411

0.000

815.062

Summer

y=0.372 5x0.120 2

0.299

0.000

496.992

Autumn

y=0.347 2x0.169 2

0.404

0.000

295.281

0.378

0.000

709.541

Season

Winter

0.251

y=0.197 2x

P values

F Test
value

区间（11.17%~74.49%）。第一区间主要分布在研究
区西部的山脉区域，第二区间主要分布在山脉附近
的丘陵区域，第三区间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离城市
建成区较远的区域，第四区间主要分布在离城市建
成区较近的区域，第五区间主要分布在各个城市的
建成区及周边近郊区（如图 9）。通过不同区间建设
用地占比来研究其对 AOD 时空分布的影响。
2.2.3.1 气溶胶光学厚度年际变化与不同区间建设
用地面积的关系
对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与 AOD 年平均值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区间内，随着建设用
地面积占比的增加，气溶胶光学厚度也随之增加，
二者除在第二区间、第五区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
系外，相关系数分别为 0.369（F=30.364，P=0.000）、
0.143（F=0.02，P=0.029），在其他区间均无显著相
关性（如图 10）。
对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与 AOD 年平均值进行的

5 类回归分析，发现在第一区间内仅对数函数、幂
函数的拟合度达到显著性水平，以幂函数模型拟合
度最优，回归方程式为 y=0.261 4x0.027 8。第二区间，
5 类回归模型拟合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拟合优度
最好 的为幂函 数模型， 回归方程 式为
y=0.251 4x0.474 2。第三、四区间没有拟合度达到显著
性水平的回归模型。第五区间仅多项式函数拟合度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本区间拟合优度最好的为线性
模型，回归方程式为 y=0.002 1x+0.550 2。
2.2.3.2 气溶胶光学厚度季度均值与不同区间建设
用地面积的关系
对春、夏、秋、冬 4 个季节的 AOD 平均值分
别与 5 个区间的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 4 个季节中只有春季 AOD 平均值与第一区间
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45
（F=5.050，P=0.026），其余 3 个季节与第一区间建
设用地面积占比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4
个季节均与第二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其相关性表现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4（F=325.252，P=0.000）、0.366
（F=29.785，P=0.000，）、0.285（F=17.086，P=0.000）、
0.224（F=10.221，P=0.002）。仅夏季与第三、第四
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 0.156（F=6.68，P=0.01）、0.147（F=5.095，
P=0.025），其余季节均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夏季
和冬季 AOD 平均值分别与第五区间建设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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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分布图
Fig. 9 The distribution for the proportion of each interval construction land area

图 10

AOD 年平均值与各个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的相关性

Fig. 1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 annual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each interval construction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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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149
（F=5.232，P=0.023）、0.161（F=6.158，P=0.014），
其余季节并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如图 11）。
分别对不同季节与不同区间建设用地占比进
行不同类型的回归模型分析。春季第一区间最佳拟
合函数为多项式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040。第二
区间最佳拟合函数为幂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147。
第三、四、五区间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回归模型。
夏季第一区间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回归模型，第
二区间最佳拟合函数为幂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072。第三、四、五区间最佳拟合函数均为多项式
函数。秋季第一区间只有对数函数达到显著性水
平，决定系数 R2 为 0.019，第二区间最佳拟合函数
为幂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108。第三区间最佳拟
合函数为指数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028。第四区
间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回归模型，第五区间仅幂
函数达到显著性水平，决定系数 R2 为 0.017。冬季
第一区间最优拟合函数为幂函数，决定系数 R2 为
0.034，第二区间最优拟合函数为多项式函数，决定
系数 R2 为 0.182，第三、四区间均没有达到显著性
水平的回归模型，第五区间除幂函数外，其余函数
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最优拟合函数为多项式函数，
决定系数 R2 为 0.026。

3 结论
（1）从中原城市群 2016 年 AOD 的年度、季节
分布图中可以看出，AOD 空间分布大体上呈东高西
低的分布态势，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
郑州市北部、焦作、新乡、开封等平原地区，低值
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和西部洛阳、三门峡、
济源、晋城和南阳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四季 AOD
分布呈现较强烈的季节变化，春季最高，冬季最低，
AOD 平均值表现为春季（0.625）>秋季（0.461）>
夏季（0.456）>冬季（0.321）。
（2）分别对年度、季节的 AOD 平均值与建设
用地面积占比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建设用地面
积 占 比 所 代表 的 城 市 化水 平 及 人 类活 动 与 年 度
AOD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AOD 分布受城市化
水平、人类活动影响明显，且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
增高，其受到的影响增大。其中，秋季 AOD 与建
设用地面积占比相关性最强，冬季最弱。建立两者
的 5 类回归模型，发现所有季节的幂函数模型拟合
度均高于其他 4 类回归模型，且春季拟合度最优，
R2 为 0.411。
（3）通过对不同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与年
度、季度 AOD 进行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发现
在 1.03%~3.05%区间内，建筑用地面积占比与 AOD
相关性最高，其次为 11.17%~74.49%区间，且在
0%~1.02%、1.03%~3.05%区间幂函数模型拟合度最

Spring
图 11

AOD 季平均值与各个区间建设用地面积占有比的相关性

Fig. 1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 season AOD and the
proportion of each interval construction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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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续图 11

续图 11

Continued Fig. 11

Continued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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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在 3.06%~6.01%、6.02%~11.16%区间没有达到
显著性水平的回归模型，在 11.17%~74.49%区间拟
合优度最好的为线性模型。在 0%~1.02%区间，建
设用地面积占比仅在春季与 AOD 呈显著正相关；
在 3.06%~6.01%、6.02%~11.16%区间，建设用地面
积 占 比 仅 在 夏 季 与 AOD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在
1.03%~3.05%、11.17%~74.49%区间，建设用地面积
的增加带来全年 AOD 水平的提高且以冬季对 AOD
的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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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erosols
in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DUAN Yanbo1, TIAN Guohang1, WU Baojun1, 2, MA Ge1, LIU Zhengwei1, LEI Yakai1
1.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2. Hena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 was calculated from 2016 MODIS L2 data using a dark pixel algorithm, while LANDSAT 8
images were used for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by visual interpretation.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erosols in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OD data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season to
season. Mean AOD was largest in spring (0.652), followed by autumn (0.461), summer (0.456), and winter (0.321). Taking the south
side of Taihang Mountain, the east side of Funiu Mountain and North side of Tongbai mountain as the dividing l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OD decreased from east to west. The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an annual AO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467, F=325.090, P=0.000). Variation in AOD was highest in autumn and lowest in winter. 10 km×10 km
was the smallest quadrat unit for the Zhongyuan metropolitan area. When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was1.03%~3.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land area and AOD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369, F=30.364,
P=0.000), and the power function model had the best goodness of fit. However, when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was
11.17%~74.49%, it had a weake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O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143, F=0.020, P=0.029), and the linear
model had the best goodness of fit. When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was 0%~1.02%, i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pring AOD. When it was 1.03%~3.05% and 11.17%~74.49%, construction land area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winter AOD. As for the range 3.06%~11.16%, construction land area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ummer AOD. In summary, the seas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OD was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by the natural
topography of the study area, from west mountains to the easter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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