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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降水对合肥市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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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合肥市 2015—2017 年大气污染（PM2.5、SO2、NO2、CO、O3 和 PM10）监测数据及气象资料，
对合肥市夏季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变化特征以及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5—2017 年
合肥市 PM2.5、PM10 浓度均有所下降，气态污染物中只有 NO2 浓度呈升高趋势。
（2）PM2.5 和 PM10 日变化呈双峰型，
峰值分别出现在 08:00—09:00 和 21:00—22:00，
日浓度的最小值出现在午后 15:00—16:00，
分别为（51.01±2.72）μg·m-3
和（30.64±1.86）μg·m-3。
（3）气态污染物中 O3 和 SO2 日变化呈单峰型，O3 和 SO2 峰值分别（129.35±12.52）μg·m-3
-3
和（11.80±0.77）μg·m 。
（4）降水能使大气污染物浓度特征发生明显变化：降水条件下 O3 浓度波动范围减小，浓
度高值时段明显缩短；NO2 和 CO 浓度明显降低，
夜间 NO2 浓度约为非降水条件下的 55% ~ 60%，CO 浓度下降 20%；
SO2 单峰型变化特征消失，小时浓度维持在 9.66 μg·m-3；降水使 PM2.5、PM10 浓度降低的同时改变大气中不同粒径
颗粒物的质量占比，降水过程中 PM2.5/PM10 明显升高，降水结束后该比值迅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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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ummer rainfall on air pollutants in H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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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onitoring data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PM2.5, SO2, NO2, CO, O3 and PM10)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2015-2017 in Hefe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in
Hefei in summer and the influence of precipitation o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and PM10 declined from 2015 to 2017, and only NO2 in the gaseous pollutant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2) Diurnal variations of PM2.5 and PM10 displayed a bimodal pattern the peak values were
(51.01±2.72) μg·m-3 at 8:00-9:00 and 21:00-22:00, and the lowest values were (30.64±1.86) μg·m-3 at 15:00-16:00.
(3) Diurnal variation of O3 and SO2 displayed unimodal, the peak values were (129.35±12.52) μg·m-3 and
(11.80±0.77) μg·m-3, respectively. (4) Summer precipitation can obviously affect air pollutants: O3 concentration
fluctuation range reduced and the period of peak value shortened significantly; the concentrations of NO2 and CO
declined obviously, NO2 night-value was about 55%-60% of non-precipitation conditions, and CO declined by 20%;
the unimodal variation of SO2 disappeared, and hourly concentration maintained at 9.66 μg·m-3; both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 reduced, and the mass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size particles changed in precipitation, the radio of
PM2.5/PM10 increased obviously during precipitation, and declined rapidly after precipitation.
Key words: Hefei; summer rainfall; air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characteristics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
的扩大，伴随产生了大量污染物[1]。以大气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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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 O3 以及多种前体物为代表的大气污染物被排
放至大气后[2]，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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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尤其在秋冬两季，其浓度的增加对人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都会产生很大影响[3]。这些污染物增强
了太阳辐射的散射和吸收，导致到达地表的太阳辐
射量大量减少，大气接收的太阳辐射相应增加[4]，
大气温度结构的变化抑制了降水的产生以及污染物
的沉降效率[4-5]。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大气颗粒物和污染气体展开
了相关研究。大气污染物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
李景鑫等[6]分析了我国主要城市的颗粒污染物，发
现 PM2.5 浓度在冬季达到最高，春、夏次之，夏季
最低；高歌[7]对我国大气污染物和霾日研究，发现
其空间分布特征均成东多西少态势；李小飞等[3]分
析了 2001—2010 年夏秋两季全国观测资料，认为季
风带来的降水和近地面旺盛的热力对流，有利于污
染物的稀释和扩散；王淑兰等[8]结合气象因素分析
了珠江三角洲各个城市之间污染相互影响的规律，
发现各城市空气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受外地源排放的
控制；高丽波等[9]对南京市夏季污染浓度特征观测
分析，发现气体污染物和不同粒径颗粒污染物日变
化在城区、郊区存在明显差异。
大气污染物主要通过干沉降和湿沉降两种过程
从大气中清除[10-12]，不同天气过程对污染物浓度变
化的影响存在差异。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主要
包括降水对颗粒物的清除和对污染气体的清除，降
水对颗粒物的清除主要通过惯性碰并过程和布朗扩
散作用；对气体而言，云滴形成以后吸收大气中微
量气体，通过降雨将这些微量气体带到地面[10, 13-14]。
王瑛等[15]对比气溶胶在雷暴与非雷暴天气条件下清
除效率，发现雷暴天气下，雨滴对气溶胶的清除作
用明显强于非雷暴天气；Deng 等[16]对珠三角地区
2012—2013 年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研究，发现 PM2.5
和 O3 浓度同时激增事件的发生与台风活动有关；胡
敏等[17]分析夏季高温高湿和降水过程对大气颗粒物
的影响，发现夏季降水过程对细颗粒物去除作用最
为明显。
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大气污染物的季节性、空
间性特征，以及天气过程前后污染物浓度的变化，
缺乏对降水过程中大气污染物动态变化的关注。鉴
于此，作者在合肥市选取 10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探究污染物随降水过程的变化以及不同粒径颗粒物
在降水影响下的沉降差异，研究夏季（6—8 月份）
降水对污染物的清除作用。

1

数据与方法
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生态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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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10 个国控环境监测点分别为高新区站点、滨
湖新区站点、包河区站点、琼海区站点、庐阳区站
点、长江中路站点、董铺水库站点、琥珀山庄站点、
三里街站点和明珠广场站点，其中董铺水库站点为
对照点。以上环境监测点中除了高新区和董铺水库
附近居民生活区相对较少，其他 8 个站点位于人口
稠密城区。降水资料来源于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和安
徽农业大学观测点。国控环境监测站和安徽农业大
学观测点位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观测站点地理位置
Table1 Locations of observing sites
观测点
经度/°
117.323
三里街
117.279
长江中路
117.271
庐阳区
117.225
明珠广场
117.316
瑶海区
117.317
包河区
117.274
琥珀山庄
117.306
滨湖新区
117.142
高新区
117.208
董铺水库
117.255
安徽农业大学

纬度/°
31.879
31.867
31.885
31.780
31.864
31.799
31.869
31.740
31.838
31.895
31.862

安徽农业大学观测点主要用以获取温度、降水、
风速和湿度等气象要素数据，每小时记录一次。雨
强、雨滴谱以及逐小时降水量由安徽农业大学内
LNM 激光雨滴谱仪所观测，LNM 激光雨滴谱仪测
量的降水量、降水强度的精度分别为 0.001 mm 和
0.001 mm·h-1。降水过程以安徽农业大学观测点雨滴
谱仪记录为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夏季大气污染物浓度水平
表 2 为 2015—2017 年合肥市夏季 PM2.5、SO2、
NO2、CO、O3 和 PM10 各年日平均浓度以及多年日平
均浓度。除 NO2 外，其他大气污染物的夏季浓度值
变化波动相对较小。夏季大气活动比较活跃、大气
层结不稳定，利于颗粒污染物的扩散[6]，季风性降水
天气有利于颗粒物湿沉降过程的发生[12]，夏季辐射
充足使光化学反应旺盛，并且存在有前体物输送的
影响，因此造成不同污染物的浓度特征存在差异。
各年污染物浓度变化，PM2.5、SO2、NO2、CO、
O3 和 PM10 的夏季浓度均值分别为（37.08±2.88）
（10.49±0.73）μg·m-3、
（31.82±6.43）μg·m-3、
μg·m-3、
（ 0.78±0.05 ） μg·m-3 、（ 81.83±26.62 ） μg·m-3 和
（63.24±5.15）μg·m-3。PM2.5、SO2、CO、O3 和 PM10
的夏季均值波动较小且变化趋势相似。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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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NO2 的夏季浓度均值逐年升高，其中 2017 年夏
季浓度相较于 2016 年升高 15%，可能与 2017 年夏
季降水减少（表 3）以及 NOx 排放量增加有关。合
肥市 3 年来夏季 PM2.5/PM10 分别为 0.58、0.61 和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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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根据赵辉等的研究，当该比值大于 0.6 时大气
颗粒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发生改变[18]，可能是人类活
动导致更多有机碳和硫酸盐等二次气溶胶生成，从
而导致了 PM2.5 浓度的增加。

表 2 夏季大气污染物浓度水平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major atmospheric pollutants in summer

(μg·m-3)

年份

PM2.5

SO2

NO2

CO

O3

PM10

2015

36.54±3.09

10.06±0.62

30.80±6.61

0.77±0.05

79.32±27.62

64.47±6.01

2016

38.98±3.26

10.63±0.76

32.97±7.25

0.84±0.05

80.58±30.42

65.92±6.78

2017

35.62±3.94

10.18±0.44

31.74±8.01

0.70±0.05

93.22±33.68

60.56±6.76

年平均

37.08±2.88

10.49±0.73

31.82±6.43

0.78±0.05

81.83±26.62

63.24±5.15

表 3 2015—2017 年夏季降水日数
Table 3 Precipitation days in 2015-2017 summer
d
月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6月

9

6

2

7月

8

7

4

8月

4

4

9

总计

21

17

15

注：取 24 h 雨量大于 5 mm。

2.2 大气污染物浓度日变化特征
2.2.1 气态污染物浓度日变化 气态污染物浓度日
变化曲线如图 1 所示，气态污染物的日浓度表现为
双峰型（NO2、CO）和单峰型（O3、SO2）两种变
化特征。双峰型中 NO2 浓度日变化的峰值分别出现
在 8:00 和 22:00 左右，
其中夜间峰值明显高于白天，

Figure 1

浓度最低值出现在正午（12:00—13:00）
，浓度的最
低值约为峰值浓度的 50%。CO 浓度日变化曲线比
较平滑，白天和夜间的峰值分别为（0.831±0.04）
和（0.803±0.08）μg·m-3，其中夜间峰值相比白天峰
值略低。O3 浓度与呈双峰型变化的污染物在位相上
相反，与张璐瑶等[19]等“O3 浓度日变化与颗粒物位
相明显相反”的结论相一致。日出后 O3 浓度快速升
高，并从正午开始维持较高浓度值至下午 17:00 左
右，夜间至次日清晨 O3 浓度维持较低水平。SO2 浓
度在 06:00—12:00 时间段存在一个“激增—恢复”过
程，其他时段浓度值维持在一个稳定范围(9.85±0.32)
μg·m-3，在 09:00 左右出现浓度峰值后迅速下降，并
在正午恢复到稳定浓度。

图 1 夏季气态污染物浓度日变化
Diurnal variation of major atmospheric pollutants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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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PM2.5、PM10 浓度日变化 2015—2017 年夏
季大气污染物浓度日变化如图 2 所示。PM2.5 和 PM10
在一天中（00:00-23:00）呈现双峰型变化特征，PM2.5
浓度的 2 个峰值分别出现在 08:00—09:00 和 21:00—
22:00，在达到第 1 个极大值(41.94±0.88)μg·m-3 后迅
速下降至当天浓度的最低值（15:00 左右）
，而后开
始上升并于 22:00 达到第 2 个峰值，其中 PM2.5 夜间
峰值明显低于白天；双峰特征在 PM10 的日浓度变化
中更为明显，不同于 PM2.5 白天峰值高于夜间峰值，
PM10 两峰值浓度基本相同，在 21:00 左右达到第 2
个峰值后先迅速降至低于该峰值的相对稳定浓度

Figure 2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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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5±1.57) μg·m-3，并维持该浓度至清晨（05:00）
后开始上升达到次日的第 1 个峰值。双峰型日变化
特征可能与人为活动和气象因素有关，白天峰值主
要是由于该时段为上班高峰期，车流量以及气温对
颗粒物新生过程的带动，从而导致 PM2.5 的剧增。陈
武等研究表明 PM2.5 浓度变化受温度影响，温度梯度
的减小有利于垂直方向上的湍流带动空气中的细颗
粒向上运动，使 PM2.5 混合均匀从而浓度降低[20]，与
本研究中浓度日变化的观测结果相一致。由于夜间
辐射损失较大且可能有逆温层存在，PM2.5、PM10 在
垂直方向上不易扩散并沉积，因而引起浓度的升高。

图 2 夏季 PM2.5、PM10 浓度日变化
Diurnal variation of PM2.5 and PM10 in summer

图 3 不同降水条件下 NO2、CO、O3 和 SO2 浓度日变化
Diurnal variation of NO2, CO, O3 and SO2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conditions

2.3 夏季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作用
2015—2017 年夏季降水日数分别为 21 日、17
日、15 日，其分布如表 2 所示。为进一步研究降水
对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影响，以 PM 和气态污染物
（NO2、CO、O3 和 SO2）为例，分析夏季降水对其
浓度变化的影响。
2.3.1 降水对气态污染物浓度日变化的影响 气态

污染物（NO2、CO、O3 和 SO2）在降水日和无降水
日逐小时平均浓度变化如图 3 所示。对比有无降水
发生时污染物浓度的日变化曲线可以看出，降水日
NO2、CO 浓度明显降低，逐小时浓度曲线特征基本
不变，O3 的浓度变化特征受降水影响较小，降水明
显改变了 SO2 日浓度变化特征。
气态污染物 NO2 在降水、无降水条件下的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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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浓度变化如图 3（a）
，日平均浓度分别为 27.91 和
43.92 μg·m-3，即夏季降水发生时 NO2 浓度会明显降
低；比较不同降水条件下相同时刻 NO2 浓度发现，
NO2 浓度在夜间降水条件下约为相同时刻无降水条
件下的 55% ～60%。对比两种条件下 NO2 浓度在
白天达到峰值后的下降过程，在无降水发生时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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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可能较强，光化学反应旺盛，NO2 浓度的下降
速率明显较大；两种降水情况下 NO2 浓度在午后
（15:00）分别降至 27.98 和 20.53 μg·m-3。与 NO2
类似，降水日 CO 逐小时浓度变化趋势和无降水日
一致，浓度水平下降约 20%，见图 3（b）。

图 4 不同降水条件下 PM2.5、PM10 浓度日变化
Diurnal variation of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conditions

图 5 不同降水条件下 PM2.5/PM10 日变化
Figure 5 Daily variation of PM2.5/PM10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conditions

有、无降水条件下 O3 浓度水平分别为（63.18±
14.78）和（59.93±22.42） μg·m-3，即无降水条件下
）
。
O3 浓度的波动范围更大、变化速率更快（图 3（c）
不同于无降水条件下 NO2 各时刻浓度明显高于降水
条件下浓度，无降水条件下 O3 峰值明显较高，O3 日
浓度的极小值反之，即在降水发生时 O3 浓度波动范
围减小。
对比两种情况下相同时刻 O3 浓度可以发现，
夜间无降水发生时的浓度值为降水条件下的 55%～
65%；无降水条件下的 O3 浓度在日出后迅速上升，
并于 15:00—16:00 左右达到极大值（96.98 μg·m-3）
，
-3）
大于同时刻降水条件下的峰值（90.84 μg·m 。
图 3（d）显示夏季降水使 SO2 浓度日变化维持
在 9.66 μg·m-3，对比无降水日浓度波动范围 13.31～
16.89 μg·m-3 可以发现降水明显改变了 SO2 日浓度
变化特征，
降水日 SO2 逐小时浓度不再有明显峰值，
另外，SO2 逐小时浓度的明显降低表明，降水可能

使大气中 SO2 本底浓度发生改变。
对比有无降水发生时气态污染物日变化曲线特
征、浓度值波动范围发现，降水使气体污染物浓度
值的波动范围减小，而对日变化曲线没有明显影响，
原因可能是在降水天气下，污染物在大气中各时刻
的相对稳定浓度发生改变，且雨天太阳辐射强度较
弱，对光化学反应进行与前体物的输送造成影响。
另外，当降水发生时大气中 NO2、CO 和 SO2 的本
底浓度也相应降低。
2.3.2 降水对 PM2.5、PM10 浓度日变化的影响 图
4 是不同降水条件下颗粒物浓度的日变化曲线。在
不受降水这一因素影响时 PM2.5、PM10 浓度曲线呈
双峰型，两个峰值出现的时段分别为 08:00—09:00、
21:00—22:00，PM2.5 浓度在白天的峰值略高于夜间，
而 PM10 浓度的峰值基本相同；在 00:00—07:00 这
一时段，PM2.5 浓度基本稳定，PM10 存在明显的“下
降-上升”变化。当降水发生时，颗粒污染物的浓度
变化规律相对不明显，白天颗粒物浓度经过小幅上
升后持续降低，在 15:00 左右出现小幅波动，而后
于日落前降至最小值。对比降水条件下白天与夜间
颗粒物浓度变化特征发现，夜间颗粒物浓度波动较
小且浓度值高于白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夏季对流性降水多发生于白天，另外降水条件下颗
粒污染物浓度变化规律不明显可能与降水时段分布
不均匀有关。
不同降水条件下大气中 PM2.5/PM10 比值如图 5
所示。无降水条件下 PM2.5/PM10 在白天和夜间的平
均值分别为 0.69 和 0.66，而在降水发生时该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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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0 和 0.63，可以看出降水能够明显改变不同粒
径污染物在白天的成分占比。在晚上 20:00 至次日
03:00 这一时段，PM2.5/PM10 处于同一水平，03:00
以后降水在清除颗粒污染物的同时，
也降低了 PM2.5
在 PM10 中的占比。特别是在 08:0—18:00 这一时段，
降水发生时 PM2.5/PM10<0.6，即大气颗粒物的主要
来 源 是 道 路 和 建 筑 扬 尘； 同 时 段 非 降 水 条 件下

Fig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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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PM10>0.65，此时 NH4-、SO42-、NO3-和二次有
机物是城市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成分[18]。两种降水条
件下，PM2.5/PM10 均在 14:00 左右达到白天的峰值，
由于午后大气对流活动比较活跃，颗粒物浓度正处
于下降过程，PM2.5 和 PM10 浓度也处于一天中最低
值（图 4）
，由此可见在无降水条件下，午后对流活
动对大粒径污染物（PM2.5-10）的沉降作用更明显。

图 6 2017 年夏季降水日 PM2.5/PM10 日变化及逐小时降水量
Daily variation of PM2.5/PM10 in 2017 summer rain days and hourly precipitation

2.4 案例分析
选取 2017 年 6 月 5 日、7 月 5 日、7 月 9 日和 8
月 19 日逐小时浓度数据，结合安徽农业大学观测点
对降水的观测，分析大气中 PM2.5、PM10 浓度的变化，
认识降水过程对不同粒径大气污染物的影响。降水
过程中 PM2.5/PM10 以及逐小时降水量如图 6 所示，
降水过程中 PM2.5/PM10 明显升高，如 7 月 5 日降水
集中发生在中午 12:00—14:00（图 6（b）
）
，在降水
起止时刻 PM2.5/PM10 分别为 0.49、0.72，表明降水过
程中雨滴对 PM2.5-10 的清除效果更明显，
降水结束 1 h
后 PM2.5/PM10 降低至 0.32，说明降水结束后可能存
在大粒径颗粒物生成过程可能，这与胡敏等对降水
过程前后颗粒物谱分布的结果相一致[17]。
结合 2.3.2 节对 PM2.5/PM10 的分析，在 06:00—
09:00 和 13:00—18:00 时段，PM2.5 在 PM10 中的占
比呈下降变化。上述时段 PM2.5/PM10 在降水活动下
变化如图 6（c）
、
（d）所示，7 月 9 日降水主要发生
在上午，其中 04:00—05:00 与 06:00—07:00 时段小
时降水量较大分别为 12.2 和 21.83 mm，在 05:00

与 07:00 时 PM2.5/PM10 相较前一个时刻均明显升高；
8 月 19 日降水发生在午后至傍晚，逐小时降水量分
别为 43.93、17.64、11.31 和 33.00 mm，PM2.5/PM10
在 15:00—18:00 时段存在明显波动且比值明显较
大，与上文中降水对大粒径颗粒物清除效果更明显
的结果一致，在 17:00—18:00 时段 PM2.5/PM10 出现
大幅度的回落，该时段正值交通晚高峰，即降水发
生时人类活动对 PM2.5、PM10 浓度变化以及占比有
一定影响。

3

讨论与结论

2015-2017 年合肥市夏季大气污染物浓度均存
在波动。颗粒物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各年夏季
PM2.5/PM10 分别为 0.58、0.61 和 0.60，不同粒径颗
粒物的占比发生变化；气体污染物中 SO2、CO 和
NO2 浓度发生波动后，与波动前浓度水平近似；O3
夏季浓度均值逐年升高，2016 年和 2017 年相较前
一年分别升高 2%和 15%。
夏季大气污染浓度日变化特征呈单峰型（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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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和早晚双峰型（PM2.5、NO2、CO、PM10）
。SO2
和 O3 的日变化峰值分别出现在 09:00 和 15:00，O3
日变化波动较大（81.83±26.62）μg·m-3，SO2 除峰
值（11.80 μg·m-3）明显较大其他时段浓度维持同一
水平（10.49±0.73）μg·m-3。PM2.5、NO2、CO 和 PM10
的两峰值均出现在 08:00—09:00 和 21:00—22:00，
15:00 左右浓度最小。
降水对 NO2、CO 和 O3 浓度日变化特征无明显
影响，仍呈双峰型和单峰型，SO2 浓度明显降低。
降水发生时 NO2 和 CO 浓度明显降低，其中夜间
NO2 浓度约为同时刻无降水发生时的 55%～60%，
降水发生时夜间最低浓度为 20.53 μg·m-3，明显低于
无降水发生时浓度（27.98 μg·m-3）
；CO 各个时刻浓
度下降约 20%；SO2 浓度维持在 9.66 μg·m-3，且单
峰型特征消失；由于降水发生时段的不确定性，颗
粒污染物浓度在下降的同时，其日变化曲线波动复
杂；降水发生时 PM2.5/PM10>0.65，相较同时段非降
水条件下明显升高，表明降水对大气污染物起到清
除作用的同时，也改变污染物的组成结构。
降水时段前后 PM2.5/PM10 变化明显，降水结束时
刻 PM2.5/PM10 相较降水开始前明显升高，该值在降水
结束后迅速下降表明雨后天气条件可能有利于大颗
粒物的生成；发生在交通高峰期的降水对 PM2.5/PM10
影响并不明显，即人类活动是影响大气中颗粒污染物
粒径分布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车辆尾气对不同
粒径颗粒污染物的贡献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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