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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夏季降水过程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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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2016年6月—9月济南大气污染物连续监测数据和同期的降水数据， 分析了夏季

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果。 结果表明， 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率， 最高的是PM10，
PM2.5、 SO2、 NO2次之， 对O3的清除效率最低。 降水对颗粒物的清除效率高于对气态污染物的
清除效率， 两者的降水清除机制不同。 降水量大于5 mm时， 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效
果， 且清除效果随雨量增大而增大。 降水时长为10～15 h时， 降水事件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
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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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ummer Precipitation o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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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monitoring data of air pollutants and precipitation data in Jinan from
June to September in 2016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ummer precipitation on air pollutants removal. Results showed that precipitation had the highest removal efficiencies on PM10, followed by PM2.5, SO2 and NO2, while it had the lowest removal efficiency on O3.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precipitation on particulate matt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n gaseous pollutants due to differences
in precipitation system. When precipitation was greater than 5 mm, it had a certain removal effect
on pollutants, and the removal efficiency increased with the amount of rainfall. When precipitation
last for 10~15 h, it had the highest removal efficiency on air pollutants.
Key words： Jinan, precipitation, atmospheric pollutant, scavenging effect

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到目前阶段， 城市区域
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 急需解决的
问题[1]。 就大气环境问题而言， 其主要表现为以

染。 受地理和能源结构影响， 这种大气复合污染
态势在京津冀区域城市尤甚， 对居民身体健康、
当地生态环境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

臭氧超标和颗粒物超标为主要特征的复合型污

PM2.5、 PM10、 NOx、 SO2、 O3 等作为城市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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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的污染物， 主要来自于人为活动的贡

PM10 的观测均采用 MODEL 1405F 监测仪， 采用

献。 这些大气污染物的去除主要是以干沉降和湿
沉降的方式进行， 这很大程度上是受降水、 风、

滤膜动态测量系统 （FDMS） 配合微量振荡天平
法对颗粒物 （PM） 质量浓度进行测量。 NO2 的

温度、 湿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3]。 降水作为湿沉
降最主要的形式， 在各种气象因素中占主导地

观测采用 42C 型化学发光 NO-NO2-NOx 分析仪，
其最低检出限为 0.05×10-9 （体积分数）， 零漂小

位。 目前， 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关于降水与大气

于 0.025×10 -9/24 h， 跨漂±1%/24 h。 SO2 的观测

污染物关系的研究。 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两类： 一
类是通过观测降水过程前后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

采用 43S 型紫外脉冲荧光法分析仪， 其最低检出
限为 0.6×10-9 （体积分数）， 零漂小于 1×10-9 （24

情况， 分析降水对污染物的影响， 如陈小敏等[4]
研究了不同雨量时大气污染物受降水的影响程度

h）， 跨漂±0.5%/（7 d）。 O3 观测采用 Model 49C
型紫外光度法分析仪， 最低检出限为 1×10-9 （体

存在的差异， 周国兵[5]分析了颗粒物及部分气态

积分数）， 精度为 1×10 -9 （体积分数）， 零漂为

污染物浓度随降雨持续时间而变化的情况； 另一

0.4%/24 h， 跨漂为±2%/（7 d）。 大气污染物的观

类研究是通过数值模拟的形式， 研究降水与大气
污染物之间的参数化关系， 如赵海波[6]数值模拟

测为 24 h 连续进行， 利用观测仪器自带的软件
（TEI for Windows） 每 5 min 记录一次浓度数据。

了降雨时气溶胶的湿沉降过程。
济南市作为工业大省山东省的省会城市， 工

浓度数据的处理以及作图分别用 Microsoft Excel
和 Origin 两个软件进行。 降水量数据来源于布设

业结构偏重，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是环
保部统计的全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城市之
一。 目前关于降水对济南城区大气污染物影响的

在同一观测点的 LVCJY-02 气象数据自动采集
仪。
2 结果与讨论

相关研究尚未报道。 本研究在济南市一大学校区
设立观测点， 于 2016 年 6 月—8 月开展了大气

2.1

综合连续观测， 利用大气污染物浓度及降水的观
测数据， 分析了不同降水强度、 降水时长下大气
污染物清除效果的差异， 以期为济南大气污染防
治提供参考。

的浓度日均值变化范围分别为 0.005～0.235 mg/m3、
0.009 ～0.311 mg/m3、 0.004 ～0.057 mg/m3、 0.005 ～
0.062 mg/m3、 0.011 ～0.191 mg/m3。 PM2.5、 PM10、
NO2、 SO2、 O3 的 夏 季 日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0.055

1 研究方法
1.1 观测站点和样品采集
观测点设置在山东大学洪楼校区内， 位于济

mg/m3、 0.097 mg/m3、 0.031 mg/m3、 0.030 mg/m3、
0.108 mg/m3。 对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二级标准限值， 除 NO2、 SO2 外，

南市历城区， 属于城市的东北区域， 附近主要为

PM2.5、 PM10、 O3 均存在日平均浓度超标的现象，

居民区及商业建筑， 校区东侧为二环路高架桥，
交通量较大， 周围 10 km 范围内无较大的工业排
放源。 该站点的观测仪器设置在一教学楼顶
（36.68°N， 117.07°E）， 海拔高度约 52 m， 采样

这反映出济南市的大气污染主要表现为颗粒物与
臭氧的复合型污染。
为定量研究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引入
降水清除效率的概念， 具体表示为降水前大气中

口距地面约 15 m。 样品的采集与输送分析均采
用聚四氟乙烯材料， 尽量避免仪器本身对样品造

污染物的浓度与降水后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差值占

大气污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
整个观测期间， PM2.5、 PM10、 NO2、 SO2、 O3

成污染。 在对大气污染物进行连续监测的同时，
观测降水事件。
观测始于 2016 年 6 月 1 日， 到 2016 年 8 月

降水前污染物浓度的比例[4]。 当降水清除效率大
于 0 时， 表明降水使得大气污染物浓度出现降
低， 空气质量好转； 当降水清除效率小于 0 时，
表明降水后大气污染物浓度出现升高， 可能有其

31 日结束。
1.2 实验仪器

他污染源对当地大气污染物进行补充[8]。
不同场次的降水对同一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

本研究中， PM2.5、 PM10、 NO2、 SO2、 O3 均采
用美国赛默飞世尔公司 （Thermo Fisher） 生产的
大气环境监测仪器进行分析。 为防止出现 PM2.5
质量浓度反高于 PM10 的“倒挂” 现象[7]， PM2.5 和

率是不同的， 同一场次的降水对不同大气污染物
的清除效率也是不尽相同的。 整个夏季观测期间，
降水对 PM2.5 的清除效率为-5.53%～33.75%， 平均
清除率为 7.54%； 对 PM10 的清除效率为-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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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平均清除率为 10.34%； 对 NO2 的清除

吸收程度并不相同， 表现为 SO2 被水吸收程度＞

效率为-7.01%～26.29%， 平均清除率为 3.91%；
对 SO2 的清除效率为-9.17%～39.11%， 平均清除

NO2 被水吸收程度＞O3 被水吸收程度， 这正与它
们的降水清除效率排序相吻合。

率 为 5.11% ； 对 O3 的 清 除 效 率 为 -15.17% ～
22.19%， 平均清除率为 2.04%。 由此可见， 大多
数降水事件中， 大气污染物浓度均出现了明显下
降， 湿沉降对于净化环境空气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 在部分降水事件中， 雨后大气污染物浓度不
降反升， 这说明大气污染物在受到云下冲刷的同
时， 还会受到本地污染源不稳定排放和外来污染
源输送等因素的影响[9]。
2.2

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率差异

分析不同大气污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 发现
降水对颗粒物的清除效率要高于对气态污染物的
清除效率。 这是因为降水对颗粒物的清除主要是
通过布朗运动、 惯性碰撞以及电作用， 使得雨滴
与颗粒物发生碰并， 从而达到将颗粒物从空气中
清除的效果[9]； 对于气态污染物， 在云下冲刷过
程中它们与雨滴在气液界面上通过物理溶解或者
发生化学反应的方式而被吸收， 从而在空气中被
清除。 比较降水对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作用机
理， 颗粒物的清除方式主要为物理过程， 效率较
高， 气态污染物的清除方式则涉及物理化学过程
且普遍效率不高。
对颗粒物和大气污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进行

表 1 大气污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相关性
物种

PM2.5

PM10

NO2

SO2

O3

PM2.5
PM10
NO2
SO2
O3

1
0.920
0.566
0.678
0.599

1
0.512
0.601
0.644

1
0.879
0.923

1
0.877

1

2.3

降水量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表 2 不同降水量时大气污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

降水量 p/mm PM2.5/%
0.1≤p＜1
1≤p＜5
5≤p＜10
10≤p＜20
p≥20

-2.59
-0.89
5.98
9.96
29.57

PM10/%

NO2/%

SO2/%

O3/%

-4.32
1.77
12.34
20.67
36.21

-5.27
0.54
7.33
8.21
20.56

-7.52
1.11
8.82
10.13
23.54

-5.64
0.76
9.94
-3.61
18.85

为研究不同降水量 （p） 时大气污染物清除
效率的差异， 将降水事件的雨量划分为 6 个等
级， 利用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 计算出各类大气
污染物在不同雨量的降水事件中的清除效率 （表
2）。 从表 2 可见， 降雨量 p＜5 mm 时， 污染物的
降水清除效率在 0 左右， 甚至出现负值， 表明降
水并没有对大气污染物产生明显的清除作用， 污

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
NO2、 SO2、 O3 的两两之间显示出较高的正相关
关系， 说明气态污染物的云下冲刷作用机理可能

染物浓度表现为小幅上升或者维持稳定， 小微量
级的降水事件并不能够有效去除污染物。 这主要
是因为降水事件的雨量较小时， 难以形成对颗粒
物的有效冲刷， 对气态污染物也无法完成气液传

存在相似之处； 颗粒物之间也表现出较好的正相

质过程。 当降雨量 p≥5 mm 时， 降水对大气污

关关系， 说明颗粒物的降水作用机理也是相同
的； 而两类颗粒物的降水清除效率与三种气态污
染物的降水清除效率之间相关性均不明显， 这说
明颗粒物的降水冲刷机理与气态污染物的降水清

染物清除效果明显， 清除效率随雨量的增加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颗粒物 （PM2.5、 PM10） 在雨量较
大时， 清除效率随降水量增加而逐渐升高； 但气

除机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颗粒物的降水清除效率表现为 PM2.5 的清除
效率 （7.54%） 小于 PM10 的 （10.34%）， 这是因
为 PM10 粒径较大， 更容易受到干湿沉降的影响，
而 PM2.5 粒径较小， 相较于 PM10， 其不易与雨滴
发生碰并， 大气停留时间更长。 气态污染物的降
水清除效率， 最高的是 SO2 （5.11%）， 其次是
NO2 （3.91%）， O3 清除效率最低 （2.04%）。 气态
污染物清除效率的差异主要是不同气体被水滴吸
收的程度不同导致的。 气态污染物虽然都是通过
物理或者化学方式被雨滴所吸收， 但不同气体的

态污染物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现象， 反而在 5
mm≤p＜10 mm 和 10 mm≤p＜20 mm 时， 气态污
染物 （NO2 和 SO2） 表现出清除效率增长的停滞，
O3 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可能是夏季对流雨中出
现闪电导致 O3 增多。 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
率在降雨量 p≥20 mm 时， 均达到了最大值， 降
水 对 大 气 污 染 物 的 清 除 率 范 围 为 18.85% ～
36.21% ， 清 除 率 大 小 排 序 为 PM10 ＞PM2.5 ＞SO2 ＞
NO2＞O3。
综上所述， 在微量降水 （＜1 mm） 时， 降水
只能减少污染物浓度增长幅度， 并不能使污染物
浓度下降； 1 mm≤p＜5 mm 时， 降水能将大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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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污染物去除， 使污染物浓度维持在雨前水

染物的清除以扩散和迁移等低效方式进行， 降水

平上； 5 mm≤p＜10 mm 时， 降水不但能清除当
日新增加的污染物， 同时也能清除雨前积存的污

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较弱[4]。
3 结论

染物； 10 mm≤p＜20 mm 时， 颗粒物的清除效率
进一步提升， 但气态污染物的清除能力与前一个

（1） 观测期间， 降水对 PM2.5 的平均清除率
为 7.54%， 对 PM10 的平均清除率为 10.34%， 对

雨量等级相比提升不大， 甚至出现负增长； 强降
水 （≥20 mm） 时， 降水对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清
除作用最强[4]。

NO2 的平均清除率为 3.91%， 对 SO2 的平均清除
率为 5.11%， 对 O3 的平均清除率为 2.04%。
（2） 气态污染物清除效率与颗粒物的清除效

2.4

率间相关性较差， 气态污染物与颗粒物的降水清
除机制存在差异。

降水时长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表 3 不同降水时长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率

降水时长 t/h

PM2.5/%

PM10/%

NO2/%

SO2/%

O3/%

0≤t<5
5≤t＜10
10≤t＜15
15≤t＜20

-3.21
5.34
30.56
15.74

-5.07
8.57
37.86
20.07

-4.14
1.57
24.34
18.56

-5.45
3.21
32.13
28.66

-2.56
0.87
21.03
-16.54

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 除了和降水量有
关外， 与降水时长 （t） 也有着重要联系 [10] 。 将
降水时长划分为 4 个等级， 计算不同时长下大气
污染物的清除效率， 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
见， 降水事件的持续时间不同时， 大气污染物的
清除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 降水事件

（3） 5 mm 降水是大气污染物清除效率由负
值转为正值的一个雨量分界。
（4） 大气污染物清除效率随降水事件时长增
加而递增， 时长达到 10～15 h 时， 清除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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