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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合肥市 2015—2017 年冬半年环境监测站和自动气象站数据，以及高空、地面天气图资料，运用常规统计和天气学方法分析了降水

强度及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对 PM2.5、PM10 浓度的影响 . 结果表明：冬半年降水日 PM2.5、PM10 平均浓度较无降水日分别下降 18.1 μg·m-3（23.9%）、
38.2 μg·m-3（37.8%）；小于 5 mm 的日降水量对颗粒物清除效果不明显，且有 28% 样本 PM2.5 和 PM10 浓度不降反升；当日降水量大于 10 mm，位

于“优”等级的 PM2.5 和 PM10 浓度比例分别为 54% 和 80%，显著上升 . 连续降水期间 PM2.5、PM10 日均浓度中位值和均值逐日下降，降水第 2 日

PM2.5、PM10 日均浓度降幅最大 . 合肥冬半年降水天气系统可以分为切变线Ⅰ型、切变线Ⅱ型、低槽冷锋型和西风槽型，其中切变线Ⅰ型对应的

地面风速最大、日降水量最大，对颗粒物的清除效果最为明显，对应着最低的 PM2.5、PM10 浓度；而西风槽型和切变线Ⅱ型由于风速和日降水量

均低，对颗粒物清除效果差，在 4 类降水型中西风槽型对应的 PM2.5、PM10 平均浓度最高；低槽冷锋型风速最大，对颗粒物的清除能力仅次于切
变线Ⅰ型，但由于日降水量不大，对应的 PM2.5、PM10 平均浓度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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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s and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together with the surface and high-level synoptic
maps in Jan-Mar and Oct-Dec from 2015 to 2017，the influences of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synoptic patterns on th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PM10 in Hefei were analyzed using conventional statistics and synoptic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PM10 on precipitation days decreased by 18.1 μg·m-3 and 38.2 μg·m-3 respectively comparing with those on no precipitation

days. The daily precipitation less than 5 mm had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clearance of particulate matters，and the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s of
28% of the samples did not decrease but increased. When the daily precipitation was above 10 mm，the percentages of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s at

the“excellent”leve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reaching 54% for PM2.5 and 80% for PM10. During the 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period，the median and
average values of the daily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 2.5 and PM10 decreased day by day，with the biggest decrease of the dai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and PM10 on the second precipitation day. The precipitation weather system of Hefei in Jan-Mar and Oct-Dec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ose are，shear-line type I，shear-line type II，low-trough & cold-front type and westerly-trough type.Among the four weather systems，the shear-line
type I corresponded to the lowest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 2.5 and PM10 due to the maximum surface wind speed and daily precipitation，showing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on the clearance of particulates；due to low wind speed and daily precipitation，the westerly-trough type and shear-line type II had

poor clearance effects on particulate matter，corresponding to the highest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 2.5 and PM10；with the largest wind speed，the
clearance effect on PM of the low-trough & cold-front type was second only to shear-line type I；however，due to the small daily precipitation，the
corresponding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 2.5 and PM10 were still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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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rodunction ）
以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

态环境（Zhu et al.，2016；许建明，2017；韩力慧等，2019）. 2013—2017 年中国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大气十条”
），实施了系列污染减排措施，包括安徽在内的长三角等重点地区 PM2.5 质量浓度下降明显

（张小曳等，2020；耿冠楠等，2020），但冬季颗粒物污染仍然严重，如安徽部分城市秋冬季 PM2.5 重度污染仍时
有发生（Shi et al.，2018；2020）.

一个地方的污染物浓度由排放源和气象条件共同决定（任阵海等，2008；Giorgi et al.，2007；白永清等，

2018）. 当排放源相对稳定时，气象条件将是影响污染物浓度的主要因素（孟燕军等，2002；王莉莉等，2010）.

研究发现，气象条件与大气颗粒物的干湿沉降、传输和扩散速率、化学转化等方面密切相关（Greene et al.，
1999；王莉莉等，2010）. 气象要素中风、降水和湿度等都是影响颗粒物浓度变化的重要因子，其中降水是最
主要因子之一，同时也是大气中颗粒物清除的重要途径（耿红等，2003；李霞等，2015；岳岩裕等，2018）. 陈

小敏等（2013）、栾天等（2019）、陈慧忠等（2021）都定量分析了不同强度降水、不同降水持续时间对大气颗粒
物等污染物的清除能力 . 栾天等（2019）指出，污染过程结束主要受到降水和风的影响，在小雨中风速的增大

对颗粒物的清除起一定作用，降水过程中的水平扩散作用大于降水前；而在中雨以上降水过程中，风速变大

对颗粒物清除效果有一定贡献，但是作用效果没有在小雨中明显 . 王妮等（2017）分析发现，累积降水量与颗

粒物浓度多呈负相关关系，但与气态污染物浓度的相关性不如颗粒物 . 岳岩裕等（2018）研究了冷锋和降水
对武汉市 PM2.5 浓度变化的影响机制，发现当日降水量 5 mm 以下时 PM2.5 日均浓度与前 1 日的差值平均值接
近 0 μg·m-3；而当日降水量超过 10 mm 时，PM2.5 浓度下降明显 .

区域范围内大气污染物的传输和扩散依赖于大气环流背景，而利用天气学方法分类出不同天气型，是

研究天气形势与污染物浓度的关系的有效手段（孟燕军等，2002；许建明等，2016）.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

多个角度研究了降水或天气形势对大气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 任阵海等（2008）指出天气系统的降水分布对污
染物有清除的作用，而且天气形势演变的空间和周期性形成了大气环境的区域性和过程性等复杂特征；孟

燕军等（2002）分析发现冬春季节高空槽前或槽过境后的降水或西北大风使污染物迅速清除；王莉莉等
（2010）将夏末秋初影响北京地区主要天气系统分为高污染的积累天气型和清洁的清除天气型，分型结果显

示出天气形势和气象要素对污染物汇聚和清除的重要作用 . 宁慧琼等（2021）通过比对西南涡过境前后 PM2.5
浓度变化，分析了西南涡过境对四川盆地 PM2.5 污染的影响机理 .

综上，以往研究中针对降水与颗粒物浓度关系进行分析的较多，但综合分析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对安徽

颗粒物浓度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实际天气过程中往往降水强度相近，地面颗粒物浓度却差别较大 . 因此

本文重点分析 2015—2017 年冬半年合肥市降水及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对 PM2.5、PM10 浓度的影响，以期为空气
质量预报、大气污染人工干预和防治提供参考 .

2
2.1

数据与方法（ Data and methods ）
资料及预处理

本文所用资料包括：①PM2.5、PM10 日均浓度，来自合肥市环境监测站 . 生态环境部在合肥市建有 10 个环

境监测站点，包括明珠广场、三里街、琥珀山庄、董铺水库、长江中路、庐阳区、瑶海区、包河区、滨湖新区和高

新区（图 1），对 6 种大气污染物（SO2、NO2、O3、CO、PM10 和 PM2.5）进行在线监测 . 根据生态环境部规定，日均浓

度为每日 00：00—23：00 平均 . 本文使用的是全市 10 个测站平均日均浓度，由合肥市环境监测站对数据进行
质量控制 .

②逐时气象资料，包括降水、风向和风速，来自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 . 安徽省气象部门在合肥建有 317

个自动气象站，实时监测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和降水量等要素，并上传到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由信
息中心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 为与污染物浓度数据时空一致，本文保留了与环境监测站位置接近的 1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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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气象站和 20 个自动气象站资料，并按与环境监测资料同样的时间周期进行平均，得到全市逐日平均降
水量和风速，气象站的位置见图 1.

③ 高 空 及 地 面 天 气 图 从 探 空 和 地 面 气 象 观 测 资 料 中 获 取 ，并 利 用 气 象 信 息 综 合 分 析 处 理 系 统

（MICAPS）处理 .

研究时段为 2015—2017 年冬半年（1—3 月和 10—12 月）.

图1
Fig. 1

2.2

合肥市环境监测站点和自动气象站点分布

Lo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tations and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in Hefei

分析方法

以日降水量≥0.1 mm 计为一个降水日 .2015—2017 年冬半年共计 547 d，其中合肥市降水日数 153 d，其中

有效天数 151 d. 基于这些样本，首先计算了 PM2.5、PM10 日均浓度与日降水量的之间的相关系数，降水日与非

降水日的 PM2.5、PM10 平均浓度 . 环境部门根据各污染物浓度日均值对空气质量进行分级，如空气质量为

“优”、
“ 良”、
“ 轻度污染”、
“ 中度污染”、
“ 重度污染”、
“ 严重污染”对应的 PM2.5、PM10 日均浓度分别为 0~35、35~
75、75~115、115~150、150~250、>250 μg·m-3；0~50、50~150、150~250、250~350、350~420、>420 μg·m-3. 气象业

务规范上把日降水等级划分为小雨（0.1~9.9 mm）、中雨（10.0~24.9 mm）、大雨（25.0~49.9 mm）、暴雨（50.0~
99.9 mm）、大暴雨（100.0~249.9 mm）、特大暴雨（≥250.0 mm）. 为更好地理解不同等级降水和不同等级颗粒物

污染的关系，本研究统计了不同 PM2.5、PM10 浓度范围日降水量的分布及不同日降水量等级对应的 PM2.5、PM10
日均浓度 . 考虑到中度以上污染样本较少，对颗粒物浓度分等级时只分 3 个等级，即“优”、
“良”、
“轻度及以上

污染”；冬季日降水量普遍较低，如 2015—2017 年合肥市冬半年日降水量中，中雨以下（＜25.0 mm）量级占

比 98%，上述降水强度等级划分跨度较大，不能较好地反映降水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因此，本文以 5、10 mm
日降水量为界，将降水强度划分为 3 个等级：0.1~4.9 mm（小雨 93 例）、5.0~9.9 mm（小雨 23 例）、≥10.0 mm（中
雨以上 35 例）. 另外还考虑了连续性降水对 PM2.5、PM10 浓度的影响 .

为定量描述降水强度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引入相对变化率，见式（1）.
r=100%×（CT-1-CT）/CT-1

（1）

式中，CT 为某日污染物浓度，CT-1 为前一日污染物浓度 . 当 r>0 时，表示降水日污染物浓度较前一日下降，空气
质量改善；当 r＜0 时，空气质量变差 .

已有的研究表明，冷锋过程可将华北地区的高浓度颗粒物输送到长三角地区，使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

恶化（Kang et al.，2019；2020），而冬季的强冷锋过程常会在合肥产生降水或大风，如冬季降水的一个主要影
响系统即为锋面降水 . 业务中发现，相同量级的降水，合肥的 PM2.5 浓度会有明显差异 . 为了更好地理解降水
对合肥颗粒物浓度的影响机制，利用天气学方法普查 2015—2017 年冬半年高空及地面天气图，对所有降水
日的影响系统进行分类，讨论不同系统造成的降水对 PM2.5、PM10 浓度的影响 . 由于降水发生时 500 hPa 大多

有低槽的影响，因此系统分型将以 700 hPa 至地面的影响系统为主，500 hPa 系统为辅，可分为 3 种系统类型，
按照以下规则来判断：①若 700~925 hPa 主要影响系统为切变线，则定为切变线型；②若地面有冷锋存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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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锋区配合，500~850 hPa 主要影响系统为低槽，则定为低槽冷锋型；③若 500~850 hPa 主要影响系统为低
槽，但地面没有冷锋、低层也没有锋区，则定为西风槽型 .

3
3.1

结果与分析（ Results and analysis ）

冬半年降水对合肥市大气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3.1.1

降水与颗粒物浓度的关系

统计发现，降水日 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57.5、62.8 μg·m-3，较无降水

日分别下降 18.1 μg·m-3（23.9%）、38.2 μg·m-3（37.8%）. 图 2 给出了冬半年各月有无降水日 PM2.5、PM10 浓度，可

见各月降水日 PM2.5、PM10 平均浓度均较非降水日明显下降，降幅分别为 7.8~29.9 μg·m-3（10.4%~31.3%）和
22.3~50.8 μg·m-3（26.4%~42%），其中 12 月浓度差别最大 .

图2
Fig. 2

合肥市 2015—2017 年冬半年各月有无降水时 PM2.5（a）及 PM10（b）平均浓度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 2.5（a）and PM10（b）with and without precipitation in each month of the winter half year of 2015—
2017 in Hefei

同为降水日，不同日降水量对应的 PM2.5、PM10 日均浓度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有降水日的 PM2.5 和

PM10 日均浓度均与日降水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相

关系数分别为-0.349、
-0.443（通过 0.01 置信水平的双
侧检验）. 郑小华等（2020）分析发现日降水量 5 mm 以

下的降水对 PM2.5 的清除作用不明显，甚至有超过

52% 的降水日之后 PM2.5 的浓度还有所上升 . 由图 3

结合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日降水量不及 5 mm 时，
合肥仍有 37% 样本 PM2.5 浓度超过 75 μg·m-3，即达
到轻度污染，7% 样本 PM10 浓度超过 150 μg·m-3. 而

当日降水量≥10 mm 时，PM2.5 和 PM10 超标天数占比
分别为 9% 和 0.

图 4 给出了用所有样本得到的不同 PM2.5、PM10

质量浓度范围对应日降水量分布 . 由图可见，随着

PM2.5 和 PM10 日均值浓度上升，日降水量的均值和中
位值下降，变化范围变小 . 首先，看不同 PM2.5 日均浓

图3
Fig. 3

PM2.5、PM10 浓度与日降水量的点聚图

Scatter diagram of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 and daily
rainfall

度范围对应的日降水量分布情况，当 PM2.5 日均浓度低于 35 μg·m-3（对应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日降水量中

位值为 7 mm，即有 50% 的样本日降水量大于 7 mm；当 PM2.5 日均浓度为 35~75 μg·m-3（对应空气质量等级为

“良”
），对应的日降水量中位值在 5 mm 以下，上四分位值小于 10 mm，即有超过 75% 的样本小于 10 mm；而当

PM2.5 日均浓度超过 75 μg·m-3（对应空气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
），则所有样本日降水量都不到 10 mm，75%
的样本日降水量不到 3 mm. 不同等级范围的 PM10 日均浓度对应的日降水量分布与 PM2.5 基本相似，当其位于

“优”等级时，日降水量中位值大于 5 mm；为“良”时，日降水量的中位值低于 3 mm；而当 PM10 日均浓度（轻度

污染以上污染）时，中位值为 0.5 mm，75% 以上样本都小于 5 mm. 因此，为研究降水强度对颗粒物浓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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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文以日降水量 5、10 mm 为界划分降水强度等级 .

图4

不同 PM2.5、PM10 质量浓度范围对应日降水量分布的箱线图（上下两个横线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长方形中的横线表示中值、
叉号表示均值；长方形的下、上边分别为第一、三四分位值；以上说明下同）

Fig. 4

Box-plots of daily rainfall at 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 range of PM 2.5 and PM10（The upper and lower horizontal lines represent the maxi⁃

mum and minimum values；The horizontal line within the rectangle represents the median value，and the cross represents the mean value；
The upper and lower borders of the rectanges are the 25th and 75th percentiles）

3.1.2

降水强度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图 5a 给出了不同降水强度等级对应的 PM2.5、PM10 的日均浓度分布，

可以看出随着降水强度等级的增强，PM2.5、PM10 日均浓度中位值和均值分别从 56.0/66.3 μg·m-3 降为 34.0/
37.7 μg·m-3、66.0/76.6 μg·m-3 降为 31.0/35.6 μg·m-3. 当日降水量小于 5 mm 时，有超过 25% PM2.5 样本超标；日

降水量 5~10 mm 时，75% 以上的样本 PM10 日均浓度位于“优”等级，而 PM2.5 仍有约 25% 的样本日均浓度位于

“轻度污染”等级；日降水量 10 mm 以上时，50% 以上的样本 PM2.5 和 75% 以上的样本 PM10 日均浓度位于“优”
等级 .

图5
Fig. 5

不同降水强度时 PM2.5、PM10 的日均浓度（a）和相对变化率（b）箱线图

Box-plots of daily average concentration（a）and relative change rates（b）of PM2.5，PM10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intensities

应用式（1）计算了每一个降水日的 PM2.5、PM10 与前一日对应值的相对变化，然后根据日降水量，得到不

同降水强度等级下 PM2.5、PM10 的相对变化率的分布，见图 5b. 可以看到，当日降水量小于 5 mm 时，PM2.5 和

PM10 的相对变化的中位值分别为 6.8%、15.6%，下四分位值接近-20%，说明有约 25% 的样本浓度上升超过

20%. 日降水量 5~10 mm 时，PM2.5、PM10 相对变化率的中位值分别为 19.2%、30.3%，平均相对变化率提升到
17.4%、25.3%，下四分位值分别接近-20% 和 0，说明 75% 以上的样本 PM10 为正湿清除效果，仍有 25% 以上的

样本 PM2.5 相对变化率低于-20%，也就是 PM2.5 增加超过 20%. 日降水量 10 mm 以上时，PM2.5、PM10 相对变化率
的中位值分别为 40.5%、55.8%，平均相对变化率提升到 35.9%、43.1%，下四分位值都大于 0，说明超过 7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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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PM2.5 和 PM10 浓度下降，清除效果最明显 . 从图 5b 还可以看出，各降水量等级都是 PM10 的相对变化率大
于 PM2.5 的相对变化率 .
3.1.3

连续降水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为分析连续性降水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定义“连续 2 日以上出现降

水为一次连续降水过程”，共记 42 次，其中有 19 次是连续 3 d 出现了降水 . 降水前 1 日到连续降水第 3 日的
PM2.5、PM10 的日均浓度分布见图 6a，图中第 3 日样本数与前几日不同 . 可以看出，降水前 1 日 PM2.5 和 PM10 日均

浓度总体较高，中位值分别为 76.0、100.0 μg·m-3，超标比例分别为 52% 和 24%；降水前 1 日到降水第 3 日

PM2.5、PM10 日均浓度中位值和均值呈逐日下降的趋势，PM2.5 的中位值（均值）从 76.0/86.5 μg·m-3 降为 31.0/
39.6 μg·m-3，PM10 的中位值/均值从 100.0/108.3 μg·m-3 降为 29.0/35.7 μg·m-3；相较于前 1 日的变化量为第 1
日、2 日明显大于第 3 日 . 降水第 2 日 PM2.5 和 PM10 日均浓度的上四分位值最低，分别为 52.3、51.8 μg·m-3. 值得
注意的是降水第 1 日 PM2.5 日均浓度的中位值和上四分位值分别为 64.0、85.8 μg·m-3，仍然会出现轻度污染 .

连续降水各日 PM2.5、PM10 的日均浓度与前 1 日对应值的相对变化率分布见图 6b，第 1 日 PM2.5、PM10 的中

位值分别为 17.6%、28.2%，下四分位值为负值，说明有超过 25% 的样本 PM2.5、PM10 浓度不降反升，PM10 的相

对 变 化 率 总 体 大 于 PM2.5，说 明 第 1 日 降 水 对 PM10 的 湿 清 除 效 果 优 于 PM2.5. 第 2 日 中 位 值 分 别 为 37.5%、
36.3%，均值分别为 26.5%、29.8%，下四分位值大于 0，说明有 75% 以上的样本为正湿清除效果，其中 PM10 的

相对变化率有 75% 以上的样本大于 17.1%，对 PM10 的湿清除效果更好 . 第 3 日 PM2.5 浓度变化率的范围变小，
PM10 浓度变化率的范围变大，中位值比较接近，分别为 36.4%、34.9%，从下四分位值看 PM2.5 的相对变化率

75% 以上的样本大于 16.7%，PM10 有 25% 以上的样本为负湿清除效果 . 第 3 日 PM2.5、PM10 日均浓度及变化率
的分布不同于第 2 日，与第 2 日日均浓度已经较低、第 3 日样本数不同有关 . 如于彩霞等（2018）、陈小敏等

（2013）分析都发现降水前后 PM10 浓度变化与初始浓度密切相关，PM10 初始浓度越高，降水过后 PM10 浓度下

降越多；当降水的持续时间较长时降水的冲刷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另外，对 PM2.5、PM10 浓度的变化有显著

影响的气象因子不仅有降水，还有大风（于彩霞等，2018）. 图 6 中 PM2.5、PM10 日均浓度的变化是降水和风速综
合作用的结果 .

图6
Fig. 6

3.2
3.2.1

连续降水时 PM2.5、PM10 的质量浓度（a）和相对变化率（b）分布箱线图

Box-plots of PM2.5 and PM10 mass concentration（a）and relative change rate（b）during 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冬半年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
降水天气分型

对 151 例降水日的影响系统进行天气分型，其中，切变线型为冬半年占比最高的降水

类型，共 82 例，占 54.3%，低槽冷锋型和西风槽型比例相当，各 35、34 例，分别占 23.2% 和 22.5%，3 类降水类
型覆盖了所有的降水样本 . 由于切变线型过程多，且日降水量范围差别大，可以进一步将其分为切变线Ⅰ型

和切变线Ⅱ型，分别对应低涡气旋类和切变线（弱）冷锋类 . 图 7~图 8 给出了各类降水的 500 hPa 形势场及对

应系统位置，图 9 给出了各类系统对应的合肥日降水量分布 . 表 1 给出了不同降水系统影响时地面平均风

速、主导风向 . 由图 9 和表 1 可知，在不同降水系统影响时不仅日降雨量不同、地面平均风速也有较大差别，4
类降水天气型的地面平均风速为 1.8 m·s-1（切变线Ⅱ型）~2.4 m·s-1（低槽冷锋型和切变线Ⅰ型），切变线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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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降水量显著大于其他 3 类 .

在切变线Ⅰ型（图 7a）中，受四川盆地附近移出的低涡系统影响，江淮地区处于 500 hPa 高空槽前西南气

流中，中低层 700 hPa 或 850 hPa 存在明显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切变线，此类型降水一般出现在切变线附近地
区，日降水量在 4 类系统中最大，中位值为 13.4 mm，有 75% 以上的样本大于 7 mm（图 9），阵风可达 5~7 级 . 在

切变线Ⅱ型（图 7b）中，500 hPa 上东北到华北地区有低槽不断扩散冷空气南下，合肥所处的江淮地区环流较
为平直，700 hPa 或 850 hPa 存在较为明显的切变线，地面有（弱）冷锋，此类型降水一般出现在切变线附近及

其以南地区，日降水量中位值为 2.5 mm，有约 75% 的样本小于 5 mm（图 9）. 此外，切变线型近地层以东北风、
偏东风为主，地面平均风速 2.1 m·s-1，切变线Ⅰ型和切变线Ⅱ型的地面平均风速分别为 2.4、1.8 m·s-1（表 1）.

切变线Ⅰ型（2016 年 3 月 8 日 08：00）
（a）及切变线Ⅱ型（2017 年 3 月 12 日 08：00）
（b）对应的 500 hPa 位势高度、风，700 hPa 切变线位

图7

置（红色管状线条，下同）

Fig. 7

Geopotential height and wind barb at 500 hPa for shear-line type I at 08：00 BT on March 8，2016（a）and shear-line type II at 08：00 BT
on March 12，2017（b）. The red tubular line denotes the shear line at 700 hPa

低槽冷锋型的主要影响系统为高空低槽和地面冷锋，根据地面冷空气活动路径的不同可以分为西路和

东路加西路两种情况 . 在低槽冷锋型（图 8a）中，从 500~850 hPa 各层看，江淮地区均受低槽影响，地面冷锋位
于槽前，伴随着低槽的过境，槽后偏北风力增大 . 此类型降水一般出现在低槽前部，地面冷锋后部，日降水量

较低，中位值为 1.3 mm，约 75% 的样本小于 5 mm（图 9）；近地层以西北风、北风和东北风为主，地面平均风速
2.4 m·s-1，阵风 5~7 级（表 1）.

在西风槽型（图 8b）中，500 hPa 上江淮地区环流较为平直，有短波槽活动，700~850 hPa 没有明显的槽或

图8
Fig. 8

低槽冷锋型（2016 年 12 月 13 日 08：00）对应的 500 hPa 位势高度、风，地面冷锋（蓝色锯齿状线条）位置（a）及西风槽型（2017 年 1 月 18
日 08：00）对应的 500 hPa 位势高度、风（b）

Geopotential height and wind barb at 500hPa for low-trough and cold-front type at 08：00 BT on December 13，2016（a）and geopotential
height and wind barb at 500 hPa for westerly-trough type at 08：00 BT on January 18，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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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变线配合，且缺乏冷暖气团的交汇，因而产生的降水较弱，此类型降水一般出现在短波槽前部，日降水量

中位值为 0.5 mm，75% 以上的样本小于 2 mm（图 9）；西风槽型系统较弱，无冷空气活动，地面平均风速 1.9
m·s-1（表 1），风向以东北风、偏东风和东南风居多 .

图9
Fig. 9

3.2.2

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影响时日降水量分布的箱线图

Box-plots of daily rainfall distribu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synoptic patterns

不同降水天气系统影响时地面颗粒物的浓度均值和平均相对变化率

由表 1 可知，在不同降水系统

影响时，PM2.5、PM10 浓度均值分别从 47.6、49.2 μg·m （切变线Ⅰ型）到 64.6、72.6 μg·m-3（西风槽型）. 业务中，
-3

我们使用日均风速低于 2 m·s-1 作为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小风日标准，由表 1 可见，低槽冷锋型和切变线Ⅰ型

影响时地面平均风速都大于 2.0 m·s-1，
扩散条件最好，
而切变线Ⅱ型和西风槽型影响时平均风速低于 2.0 m·s-1，
扩散条件较差 . 切变线Ⅰ型影响时，常形成区域大范围降水，且降水最强，从而对颗粒物进行有效的清除，相

应降水日 PM2.5、PM10 浓度均值最小，分类后切变线Ⅰ型的浓度均值小于切变线Ⅱ型，反映了降水和风速的影

响；西风槽型影响时产生的降水最弱，同时风速较低，因此 PM2.5 和 PM10 浓度均值最大 . 进一步分析各类降水

系统影响下各级空气质量出现情况，发现切变线型降水对应的轻度污染日 15 d，仅占此类降水型的 18.3%，
空气质量优良率最高；低槽冷锋和西风槽型各有轻度污染日 10、14 d，分别占相应类别的 28.6% 和 41.2%，空
气质量优良率明显下降 .

PM2.5、PM10 浓度的变化是排放源、干湿沉降、传输扩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若考虑其与前 1 日的相对

变化，还与前 1 日的浓度值有关 . 在 4 类降水天气型中，低槽冷锋型影响时 PM2.5、PM10 的平均相对变化率分别

为 16.4% 和 20.7%，清除效果明显，表明此天气系统造成的降水和低层较大的偏北风能够有效清除区域污染
物 . 实际上，风对一个地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比较复杂，不仅与风速有关，还与风向有关，如由于不同季节的

盛行风向不同，合肥的 PM2.5 浓度与风速的相关程度不同，夏季反相关的相关系数最大，因为夏季盛行偏南
风，而合肥以南的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合肥以北地区低（石春娥等，2017）；一般情况下大风能有效降低地
面颗粒物浓度，但在一次重污染过程中池州的 PM2.5 浓度上升伴随着风速上升（大于 3 m·s-1），这是由于其上

游颗粒物浓度显著高于本地浓度，大风速加速颗粒物向本地输入（Shi et al.，2020）. 由于本文统计是基于日
数据，总体上，风速增大的结果有利于颗粒物浓度下降 .

切变线Ⅰ型影响时降水强、且风速最大，平均相对变化率最大，分别为 21.4% 和 26.7%，而切变线Ⅱ型对

应的风速最低、降水不大，平均相对变化率分别为 0 和 12.2%；西风槽型降水量和地面风速均低，对颗粒物的
湿清除和扩散作用均弱，PM2.5、PM10 的平均相对变化率分别为 5.7% 和 8.5%，对颗粒物清除能力较差，在 4 类
降水天气型中平均浓度最高 .

进一步比较在相同降水强度下地面平均风速、PM2.5、PM10 的浓度均值和平均相对变化率的差别，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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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槽冷锋型和西风槽型覆盖的样本中大部分日降水量小于 5 mm，因此取日降水量小于 5 mm 的样本进行统

一分析，减少了不同日降水量对颗粒物湿沉降作用差别带来的影响；统计得到切变线型、低槽冷锋型和西风
槽型各 34、26 和 33 例，且切变线型以切变线Ⅱ型为主，所以不再单独分类 . 由表 1 可以看出：3 种降水天气型
的地面平均风速从 1.8 m·s-1（切变线型）到 2.3 m·s-1（低槽冷锋型），低槽冷锋型影响时地面平均风速最大，扩

散条件最好，而切变线型和西风槽型影响时风速低于 2.0 m·s-1，扩散条件较差 . 3 种降水天气型的 PM2.5、PM10
浓度均值从 65.2、73.9 μg·m-3（西风槽型）到 67.6、80.1 μg·m-3（切变线型），相差不大 . 低槽冷锋型影响时
PM2.5、PM10 的平均相对变化率最大，分别为 10.5% 和 13.7%，清除效果最明显；西风槽型影响时降为 6.4% 和
6.9%，而切变线型的平均相对变化率则大幅下降为-10.1% 和 0.2%，在 3 类降水天气型中的清除效果最差，其
中 PM2.5 的平均相对变化率为负值，浓度不降反升 .
Table 1

表1

不同降水天气型影响时合肥市地面主导风向、平均风速（WS），PM2.5、PM10 的浓度均值和平均相对变化率 r1、r2

The average surface wind speed（WS），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change rate（r1、r2）of PM2.5 and PM10 at Hefei City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synoptic patterns
所有样本

天气型

主导
风向

切变线型
切变线Ⅰ型
切变线Ⅱ型

NE、E

WS/

PM2.5/

（m·s-1）（μg·m-3）

r1

PM10/

（μg·m-3）

r2

WS/

日降水量小于 5 mm 的样本

PM2.5/

（m·s-1）（μg·m-3）

PM10/

r1

（μg·m-3）

r2

2.1±0.9 52.3±35.4 12.5%±42.0% 57.1±40.9 19.9%±42.6% 1.8±0.7 67.6±41.8 -10.1%±41.9% 80.1±49.8 0.2%±44.9%
2.4±1.0 47.6±39.4 21.4%±43.3% 49.2±42.9 26.7%±47.4%
1.8±0.7 59.0±28.1 0.0%±37.2% 68.4±35.6 12.2%±33.5%

—

低槽冷锋型 NW、N、NE 2.4±0.9 62.6±38.0 16.4%±35.3% 66.9±38.9 20.7%±34.4% 2.3±0.9 66.1±41.7 10.5%±37.4% 75.5±40.8 13.7%±32.4%
西风槽型

NE、E、SE 1.9±0.7 64.6±35.6 5.7%±37.7% 72.6±36.2 8.5%±47.8% 1.9±0.7 65.2±36.0 6.4%±38.1% 73.9±35.9 6.9%±47.7%

以往的研究表明冬季大气污染物的输送主要发生在近地层，近地层西北风、北风、东北风都存在把华北

高浓度气溶胶向安徽输送的可能，容易导致安徽各地出现高浓度气溶胶污染（石春娥等，2014）. 切变线Ⅱ型

中 500 hPa 上东北到华北地区有低槽不断扩散冷空气南下，近地层以偏东风、东北风为主，地面平均风速 1.8
m·s-1，不利于近地层污染物的扩散，同时冬季华北地区一般污染更严重，近地层较弱的偏东风、东北风使大

气污染物从华北经山东、江苏输送到安徽，是造成此类天气型的颗粒物浓度升高和相对变化率大幅下降的
主要原因 .

4

结论（Conclusions）
1）2015—2017 年冬半年合肥降水日 PM2.5、PM10 平均浓度较无降水日分别下降 18.1 μg·m-3（23.9%）、38.2

μg·m-3（37.8%）；但是当日降水量不足 5 mm 时，仍有 37% 的样本 PM2.5 日均浓度超过 75 μg·m-3，当日降水量
大于 10 mm，超标比例下降为 9%.

2）随着日降水量增加，PM2.5 和 PM10 的相对变化增大 . 当日降水量小于 5 mm 时，仍有 28% 样本 PM2.5 和

PM10 浓度不降反升；5~10 mm 时，75% 以上样本满足 PM10 日均浓度位于“优”等级和相对变化率为正，25% 以

上样本满足 PM2.5 日均浓度位于“轻度污染”等级和相对变化率为负；10 mm 以上时，54% 的样本 PM2.5 和 80%
的样本 PM10 日均浓度位于“优”等级，超过 75% 的样本 PM2.5 和 PM10 浓度下降 .

3）连续降水期间 PM2.5、PM10 日均浓度中位值和均值逐日下降，降水前 1 日 PM2.5、PM10 日均浓度总体较高，

超标比例分别为 52% 和 24%；降水第 1 日仍有 36%PM2.5 超标，25% 以上 PM2.5、PM10 浓度升高；降水第 2 日
PM2.5、PM10 日均浓度降幅最大，75% 以上都为正湿清除效果；而降水第 3 日 25% 以上 PM10 为负湿清除效果 .

4）合肥冬半年降水系统可以分为切变线型（Ⅰ型、Ⅱ型）、低槽冷锋型、西风槽型，各类降水对应的地面

风速和日降水量差异较大，导致对应的地面 PM2.5、PM10 日均浓度差异 . 切变线Ⅰ型风速和日降水量均较大，
地面浓度均值最小，与前 1 日相比变化率也最大；切变线Ⅱ型降水较小，平均风速仅 1.8 m·s-1，对应的地面浓
度高于切变线Ⅰ型，PM2.5 浓度平均变化率为 0；低槽冷锋型尽管地面风速较大，但有约 75% 的样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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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5 mm，地面浓度仍偏高，与前 1 日相比变化率低于切变线Ⅰ型，说明颗粒物的清除同时受到降水和风的
作用 . 西风槽型由于风速和日降水量均低，对颗粒物清除能力最差，在 4 类降水型中平均浓度最高 . 而日降水

量小于 5 mm 时，3 种降水天气型的 PM2.5、PM10 浓度均值相差均不大；与前 1 日相比，低槽冷锋型的 PM2.5、PM10
变化率最大，而切变线型最小、PM2.5 浓度不降反升 .

5）本研究结果说明降水是大气颗粒物清除的重要途径，但普通的弱降水，并不能有效清除大气中颗粒

物 . 日降水量超过 10 mm 的降水对颗粒物的湿清除效果显著 . 对降水系统分型统计的结果则进一步显示不

同天气形势及所产生的降水强度和风速大小对大气颗粒物清除的影响 . 研究结果对冬半年的空气质量预报
及大气污染人工干预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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