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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17 年春季雾霾天气 PM2.5 中碳细颗粒的
显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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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利用场发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对 2017 年 3 月中旬北京市区轻雾霾污染天气下采集的 PM2.5 颗粒
进行观察和研究，重点研究和分析烟尘集合体中碳细颗粒的形态特征，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碳细颗粒。同
时，对碳和无机颗粒之间的物理结合进行观察和分析，并结合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STEM）和能谱（energy dispersive spectrum，EDS）分析碳细颗粒包裹或承载的超细颗粒。
研究结果表明，作为 PM2.5 主要组成部分的烟尘集合体中碳细颗粒的微观结构信息可揭示其来源和老化过程，
与碳细颗粒结合的无机颗粒的尺寸随着碳细颗粒老化时间的延长而变得更为细小。本研究可为北京雾霾的形
成和防治提供重要和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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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of fine carbon particles from the PM2.5 in 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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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Chaojie1, DENG Pingye1, LIU Qingjun2, SHAO Peng1, WEI Wei1, ZOU Tao1
(1. Beijing Center f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Beijing 100089, China;
2. Beij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M2.5 in light fog and haze day in Beijing downtown in mid-March 2017 was collected and
observed by field 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includ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The microstructure of fine carbon particles in the soot
aggregates was intensively observed and analyzed. And two kinds of fine carbon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y were demonstrated. Meanwhile, the physical combination between carbon and inorganic
particles were also observed and analyzed. By 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TEM) and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um (EDS), the analysis included that the carbon particle could be coating over
larger inorganic particles or be sporting ultra fine partic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PM2.5, the microstructure of fine carbon particles in soot aggregates could be used to trace
their source and to determine their aging process. The longer the aging time of fine carbon particles was,
the finer the size of the inorganic particles combined with fine carbon particles would be. This study could
b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or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the occurring and prohibiting of fog
and haze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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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霾，是指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浑浊现象[1]，它不仅影响气候变化，降低大

气能见度[2~5]，同时还是威胁人体健康的诱因之一[6~9]。PM2.5（空气动力学直径≤2.5 μm 的大气颗粒物）
作为霾产生的主要原因[10]，其化学成分及组成特征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和关注的热点[11~12]。然而，当前针
对大气颗粒物单颗粒的研究，更多的是研究其成分和来源，对于雾霾中颗粒的观察和研究也仅限于大致
的微观形貌特征，如颗粒尺寸的范围、大致形态等，对于组成复杂的碳细颗粒缺乏深入探究。由于对大
气污染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和雾霾的研究与防治长期都以化学成分分析为主，而忽略了颗粒的细微物理结
构及其成因和变化规律，因此大气环境科学界虽在一定程度上在雾霾的成分、形成机制方面获得了一些
科研结果或事实，但仍然未能就雾霾的成因和防治形成广泛的共识。
杨书申等[13]通过 TEM 分析，在北京市细颗粒物中分辨出了构成 PM2.5 的主要组成物质：烟尘集合
体、矿物颗粒、飞灰、硫酸盐颗粒和有机颗粒等。而 BENKER 等[14]则观察到了硫酸钙/硫酸镁与氯化钠/
氯化镁的核壳结构和飞灰与硝酸铵团簇的复合结构，以及飞灰与硫酸盐的复合体，富含锌、钛、铁元素
的细颗粒集合体。于建勇等[15]研究了徐州冬季雾霾天气单颗粒的污染特征，指出复合污染颗粒的快速转
化是导致徐州冬季雾霾事件形成的主要原因。
雾霾颗粒中普遍存在由更细颗粒以链、簇、团聚等形态所构成的复杂碳细颗粒[16~19]，张斌等[20]、PARK 等[21]
分别研究了生物质燃油和柴油机尾气的碳烟颗粒的某些形貌和结构特征，指出类碳洋葱头结构的初级碳
细颗粒平均尺寸约为 30～50 nm，不连续烟尘碳纳米颗粒物的密度在 1.7～1.8 g⋅cm−3 之间，且随着纳米
颗粒尺寸的降低，密度可降低到约 1 g⋅cm−3. 链、簇以下单碳细颗粒的微观表征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
采集得到的北京 2017 年 3 月中旬春季雾霾样品为例，通过 SEM、TEM 及 EDS 等方法，研究 PM2.5 中
碳细颗粒更为细致的形貌特征，并通过 STEM 方法，探讨超细粒子的微观分布及化学成分状态，以期为
雾霾形成和防治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大气颗粒物样品的采样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5 日，采样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万寿寺附近，

采样点为西三环北路辅路西侧 100 m 处，距地面高度约为 1.5 m，采样点四周为北科大厦及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宿舍楼，采样仪器为 2030 型智能 TSP 采样器（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院），流量为 100 L/min，
使用 90 mm 的石英滤膜收集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2.5 μm 的大气颗粒物。采样时间为 24 h（上午 7:00 至
第二天上午 7:00），连续间断式采样，采样时环境平均温度为 12.5℃，平均湿度 32.8%，气压为 100.3 kPa.
周围没有大型区域工业污染源，也没有一定范围的秸秆焚烧事件发生。
将富集了 PM2.5 颗粒的石英滤膜切割成若干 10 mm×10 mm 的小片，分别用于 SEM 观察和 TEM 样
品的制备。载有颗粒物 TEM 样品的制备通过将小片放入装有 5 mL 酒精的离心管内超声 15 s，取清液滴
于铜网来完成。
1.2

实验分析方法
将粘附有大气颗粒物的小滤膜片做喷金处理后，用 FEI Quanta 65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

载有颗粒物的铜网放入 FEI Tecnai G2 F30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中，利用 TEM 图像获得颗粒物的形态、
尺寸和结构信息；利用 TEM 搭载的 EDS 和 STEM 对颗粒物的化学成分及细颗粒物的元素分布进行定性
和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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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利用 SEM、TEM 获取 PM2.5 中碳细颗粒表面形貌特征，结合 STEM 与 EDS，观察和分析碳细颗粒

的微观结构及其所含元素分布特征。
2.1

SEM 表面形貌
用 SEM 观察 PM2.5 雾霾颗粒物富集样品一般可以发现粒径尺寸小于 2 μm 的无机颗粒、花粉、烟尘

颗粒等，因其形貌已广为熟知，故本研究的结果以各类烟尘集合体扫描特征为主。依附在滤膜纤维上的
各类烟尘集合体如图 1 所示，在约 12 μm×12 μm 的范围内，可以看到许多微小颗粒粘连成蓬松的网络状，
微小颗粒密度分布不均，有大量颗粒粘连团聚达 5 μm 左右，亦有若干少数颗粒团聚形成尺寸小于 1 μm
的区域出现（如图 1a 所示）；较高放大倍数下可以分辨出，蓬松链状的烟尘集合体中还夹杂着其他形态
的颗粒（如图 1b 所示）；在更加微观的局部可以发现颗粒直径在 50～100 nm 的球形颗粒团聚在一起，但
还是可以发现链状连接的特征（如图 1c 所示）。导致烟尘集合体形态复杂的原因可能是燃烧来源的多样
性[22~23]，烟尘集合体的粒径大小亦与其老化过程有关[24]。

图1
Fig. 1

2.2

不同尺度下 PM2.5 颗粒物中烟尘集合体的 SEM 图

SEM images of the soot aggregates in PM2.5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scales

TEM 形貌特征
在 TEM 下观察，目前发现粘附在滤膜纤维表面上的碳烟集合体有两钟，一种是洋葱状碳细颗粒球，

如图 2a 所示，其形貌特征与张斌等[20]、PARK 等[21]发表的燃油排放碳烟结构类似；而另一种是石墨化碳，
如图 2e、图 2f 所示。根据有关报道，以某些有机物为碳源，在过渡金属的催化作用下，通常在 850℃的
高温下可以制备出具有一定石墨化程度的碳材料[25]。
图 2a 所示的颗粒更为直观，单个细颗粒的形态表面基本浑圆，粒径在 15～30 nm 之间。在高分辨率
透射电子显微镜（high 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HRTEM）下观察其微观结构发现，这
些颗粒由洋葱状排列的纳米级晶体石墨组成（如图 2b 所示）。其中，洋葱状的碳细颗粒上还有些黑点（如
图 2b 中箭头所示），在随后的 STEM 表征下证明纳米碳细颗粒表面还有很多极细颗粒。WENTZEL 等[26]
已经证实，燃烧污染源如燃煤、机动车尾气和生物质燃烧是烟尘集合体的主要来源，因此在雾霾中发现
碳细颗粒表明各种类型的碳燃烧与雾霾中的烟尘形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碳细颗粒上存在更细小粒子的
研究却尚未见报道。
同时，HRTEM 图显示碳细颗粒上存在颗粒的尺寸分布范围较宽，既有粒径 1～2 nm 的极细颗粒（如
图 2b 所示），也存在粒径约 2～5 nm 的细颗粒（如图 2c 所示），同样可以发现碳包裹着更大无机晶体颗
粒，在 HRTEM 下其晶格条纹（如图 2d 所示）清晰可见。

Vol.11

No.18

September 2018

杨超杰等：北京 2017 年春季雾霾天气 PM2.5 中碳细颗粒的显微结构

图2
Fig. 2

1859

碳细颗粒的 TEM 图及 HRTEM 图

TEM and HRTEM images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a—碳细颗粒的 TEM 图；b—碳细颗粒的 HRTEM 图；c—碳细颗粒超细颗粒复合体的 HRTEM 图；d—碳包覆无机颗粒的
HRTEM 图；e—石墨化碳的 TEM 图；f—石墨化碳的高倍 TEM 图
a-TEM image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b-HRTEM image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c-HRTEM image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 ultrafine particle complex; d-HRTEM image of the inorganic particles coated by carbon; e-TEM image of graphitized
carbon; f-High-magnification TEM image of graphitized carbon

2.3

STEM 和 EDS 分析
在透射观察模式下，样品中多个重叠部分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无法确定的，而在扫描透射成像（STEM）

模式下则能直观地表现相对位置的关系。碳细颗粒表面的颗粒在图像中表现为凸起的亮点，被碳包覆着
的材料在图像中则无法看见。在 STEM 模式下，用高角环形暗场（high-angle annular dark field，HAADF）
探头对烟尘中的两种碳细颗粒进行了观察，并结合 EDS 分析，对碳细颗粒上的无机颗粒和更细小颗粒的
形态和成分做了分析。
图 3 为纳米碳结构的 STEM 图。图 3a 所示的烟尘集合体的整体形态与 SEM 观察结果相似，不同的
是可以发现碳球颗粒表面并不光滑，而是有些隆起。在图 3b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碳细颗粒表面附着了很
多细小的颗粒，这些颗粒的尺寸约为 1～2 nm，图 3b 和图 2b 是同一个观察位置，不同的仅是观察模式。
图 3c 为石墨化碳的 STEM 图，在石墨化碳的表面却没有发现更多细小的颗粒。TEM 下的洋葱状碳细颗
粒的球形轮廓在 STEM 图中已不易分辨，球形颗粒彼此粘连或缠绕，中间杂以 20～100 nm 的孔隙或孔
道，颗粒聚集不紧密，但也不易分开。这种类似黏弹且疏松的结构保证了烟尘集合体在外界作用下能基
本保持整体形态变化不大。
图 4 为分散和聚集的碳细颗粒的 EDS 分析。通过 EDS 分析可以在碳细颗粒及其周围检测出少量的
Si、Ca、Fe、O 以及微量的 Al、Mg、P、Na、Cl 等元素（如图 4 所示）。有研究表明，烟尘集合体的形
成一般包含三个阶段，即颗粒的成核、表面增长和合并阶段[27]。这些微少量元素既有可能是第一阶段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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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污染源本身携带的杂质燃烧残留，也可能是第二、三阶段在碳细颗粒排放到大气以后发生二次大气化
学反应所造成的。

图3
Fig. 3

纳米碳结构的 STEM 图

STEM images of nano-carbon structure

a—烟尘集合体；b—碳细颗粒；c—石墨化碳
a-Soot aggregates; b-Fine carbon particles; c-Graphitized carbon

图4
Fig. 4

碳细颗粒的 TEM 图及其对应的 EDS 谱图

TEM images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DS spectra
a—分散碳细颗粒；b—聚集碳细颗粒
a-Dispersive fine carbon particles; b-Aggregated fine carbon particles

STEM 图像清晰地显示，碳细颗粒中包裹着一些随机分布、大小不一的细颗粒（如图 5a 所示），粒
径只有 1～2 nm，通过 EDS 分析可以测出 C、O、Na、Al、Si 元素（如图 5b 所示）。选取其中一片区域
做元素面扫描（如图 5c 所示），分别得到 C、Al、Si、Na、O 元素的面分布图（如图 5d～图 5h 所示），
推测这些小颗粒可能来自于硅铝酸盐或石英等矿物。

Vol.11

No.18

September 2018

杨超杰等：北京 2017 年春季雾霾天气 PM2.5 中碳细颗粒的显微结构

图5
Fig. 5

1861

碳细颗粒的 STEM 图和元素分布图

STEM images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and EDS mappings

a—碳细颗粒的 STEM 图；b—红色方框区的 EDS 谱图；c—元素面扫描区域图像；d—C 元素分布图；e—Al 元素分布图；
f—Si 元素分布图；g—Na 元素分布图；h—O 元素分布图
a-STEM image of the fine carbon particles; b-EDS spectrum of red mapping area; c-Image of the area for EDS mapping; d-EDS
mapping of carbon; e-EDS mapping of aluminum; f-EDS mapping of silicon; g-EDS mapping of sodium;
h-EDS mapping of oxygen

3

结论
本文以采集到的北京市春季雾霾天气 PM2.5 中的烟尘集合体为主要观察和研究对象，观察到了两种

形态的碳细颗粒材料，一种是具有洋葱球状的碳细颗粒，一种是石墨化碳，与燃烧形成的初次碳细颗粒
不同，雾霾中的碳球部分包裹着颗粒较大的无机颗粒材料，部分则负载了更为细小的无机颗粒，石墨化
碳上则没有观察到颗粒。运用 STEM 和能谱面扫描技术，分析了烟尘颗粒中的化学元素种类及分布，发
现老化了的碳球表面超细颗粒中含有 Al 和 Na 等无机元素。本研究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数据可为雾霾研究
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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