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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霾天气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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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南京气象站和江浦、六合、溧水、江宁、高淳等 5 个南京郊区气象观测站 1961~2005 年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对南京地区霾天气
的气候特征、气象要素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地区 6 站霾天气均呈现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的季节特征;南京站 45 年
来年霾日数呈明显上升趋势.能见度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霾天气受气象要素的影响,静小风、较高相对湿度有利于霾天气出现.霾天气的增
加可能是由总悬浮颗粒物(TSP),尤其是细颗粒物的增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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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zy phenomena in Nanjing area. TONG Yao-qing, YIN Yan*, QIAN L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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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hazy phenomena in Nanjing were analyzed based on surface
observations obtained from Nanjing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nd five suburban stations (Jiangpu, Liuhe, Lishui,
Jiangning and Gaochun) from 1961 to 2005.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hazy phenomena had the following trend:
winter > spring > autumn > summer. The annual occurrence of hazy days had been increasing during the last
forty-five years, and that a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visibility and relative humidity during hazy periods.
Meteorologic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hazy phenomena. For example, hazy phenomena
often occur when the wind speed is small and the relative humidity was high.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hazy days might
be resulted from the increasing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total suspended particles (TSP) in the atmosphere, especially
the fine-mode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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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性尘埃、烟粒、盐粒等
均匀地悬浮在空气中,使水平能见度<10km、空
气普遍出现浑浊的天气现象[1].霾会造成大气能
见度降低,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率,还能诱发与
心肺功能障碍有关的疾病 [2].霾天气范围的扩大
和长时间持续还会影响气候,降低农作物产品的
产量[3 4].
目前,我国四大霾严重地区为黄淮海地区、
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刘爱君
等 [5] 利用多年观测资料分析了广州霾天气的气
候特征,发现广州市霾日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南京
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也受
到了霾天气的严重影响.因此,作者研究了南京地
区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对霾天气状况作统计学
分析,这对于南京地区霾的预测、防治及其影响

评估都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来源

南京地区包括南京市区和江浦、六合、溧水、
江宁、高淳等5县.研究所用气象资料有南京地面气
象观测站1961~2005年的气象资料,包括霾天气日
期、轻雾和雾日期、能见度(2:00、8:00、14:00、
20:00)、日均相对湿度、日均风速等.江浦、六合、
溧水、江宁、高淳等地面气象观测站1961~2005年
霾天气日期、日均相对湿度和日均风速等资料.霾
的天气现象均以观测员的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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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的气候特征及统计规律

2

霾的月、季变化及成因
由图 1 可见,南京、江浦、六合、溧水、江
宁、高淳 6 站呈现出一致的月分布特征,最多为
12 月份,其次为 1 月份,最少为 7 月份.南京站各月
的霾日均远多于周边 5 站.对于南京站,12 月份霾
日平均达 9.3d,1 月份平均为 8.0d,而 7 月份仅
1.7d.12 月份有 71%以上的年份、1 月份有 73%
以上的年份都出现了霾天气.而 7 月份有近 56%
的年份未出现霾;历史上月霾日数最多为
25d(1987 年 12 月),次多 23d(1997 年 10 月).
2.1

并可持续数日.因此南京地区霾表现出夏季少、
冬季多的分布特征.
表 1 南京地区 6 站各季节平均霾日数占全年的
百分比
Table 1 Ratio of seasonal-mean number of hazy
days to the annual-mean values at six stations in
Nanjing area
占全年的百分比(%)
观测站

春季

夏季

秋季

与降水季
冬季

节分布的

(3~5 月) (6~8 月) (9~11 月) (12~次年 2 月) 相关系数
南京

25.2

13.9

24.1

36.8

-0.94

江浦

24.5

10.0

21.4

44.0

-0.88

六合

27.6

9.0

21.4

42.0

-0.90

10

溧水

21.5

11.9

19.5

47.1

-0.81

9

江宁

22.5

7.8

22.4

47.3

-0.90

高淳

26.6

10.2

11.3

51.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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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京地区 6 站各月平均霾日数
Fig.1

霾的年际变化及成因
由图 2(a)可见,南京站 1961~2005 年霾日数
总体呈上升趋势.南京站霾日的逐年变化大致
可分为 4 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
工业、交通运输业尚未得到全面发展,人类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较小,霾很少,每年仅有几次.此阶
段霾日数最低值为 0,分别出现在 1961,1965,
1967,1968,1969,1972 和 1974 年.20 世纪 70 年代
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为第 2 阶段,此时工业、能
源、交通的需求迅速增长,给环境带来了日趋严
重的危害,霾日也进入了急剧增长阶段,呈直线
上升趋势.其中 1978 年首次超过 30 次,1991 年
首次超过 100 次,1994 出现历史上最大值 158
次.1995~2000 年为第 3 阶段,霾出现频率略有下
降,这说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南京的环境保
护措施得力,有效控制了污染物浓度,环境质量
改善.2001 年起进入第 4 阶段,该阶段的霾天气
又明显增多.
由图 2(b)可见,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南京站
的霾日基本上高于周边 5 站,说明南京的城市化
进程加重了市区环境恶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期起,除高淳站外,江宁、六合、江浦、溧水 4 站
的灰霾发生次数虽不及南京站,但也呈上升趋势,
尤以江宁站近几年来最为突出,2005 年霾日已达
2.2

6

Monthly-mean number of hazy days at six
stations in Nanjing area

由表 1 可见,各站霾日以冬季最多,春季次之,
夏季最少.据 1905~1994 年南京平均降雨量资料
显示,夏季占年总量的 45.0%,春季占 25.1%,秋季
占 18.9%,冬季占 11.0%[6].降雨量与霾季节分布
恰好相反.这是因为大气中的粗颗粒主要靠湿沉
降去除[7],夏季充沛的雨水对空气中悬浮的灰尘
和粉尘等粗粒子起冲刷作用,不利于霾的形成.另
外,夏季大气对流活动旺盛,使近地层污染物(尤
其是细颗粒污染物)扩散稀释,霾较少发生.冬季,
南京常位于东亚大槽的后部,地面为更迭的冷高
压控制,下沉气流使低层大气生成稳定层结 [6],随
气流上传的颗粒物累积在稳定层下层形成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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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次,是同期六合、江浦和溧水站的 2 倍左右.
南京是季风盛行区,霾最频繁的冬季多偏北风 [6],
紧靠南京市区南面的江宁正好处于下风向,霾日
数增加得最快.其他 3 站,北面紧靠南京的六合、
西面紧靠南京的江浦、以及位于冬季下风向但距
离市区较远的溧水,霾都呈增长趋势,但次数远不
及江宁.高淳站位于南京地区的最南端,与南京市
区隔着江宁县、溧水县,远离南京市区,因而基本
上不受南京市区霾天的影响,近 10 年来霾天气很
少发生.图 2(b)中江浦站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霾次数一直高于其他站(包括南京站),到
70 年代末期达到将近 150 次.但是 80 年代后期至
今,江浦霾日数又远低于南京,与其他郊区 4 站保
持在同等水平上.这可能与当时江浦的工业结
构、空气污染状况有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3 霾持续日数
南京站统计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霾持续
1~4d,很少超过 10d.从 1990 年起,每年均有若干
次霾连续出现 6d 以上.持续 10d 的霾出现过 5 次,
发生在 1996(2 次),1997,2001,2003 年.连续霾日最
长是 15d,出现在 2002 年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
还有一次连续 13d,出现在 2003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2 日.霾持续日期的增长、持续数日现象的频
繁发生,是霾日逐年增多的必然结果,也是霾天气
形势严峻化的体现.
2.4 霾与雾、轻雾的相互转换
在自然界,霾和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8].空气
的饱和水汽压是随温度降低的,降温可导致空气
的相对湿度增加.当相对湿度超过临界过饱和度
时,霾滴转化成雾滴.反之,雾滴也可以脱水转化
成霾滴.通常凌晨由于辐射降温产生了雾,到早晨
八九点时,随着太阳高度角增大,气温也逐步升高,
相对湿度降低至 90%以下甚至更低,雾滴脱水变
成霾;晚上由于辐射降温过程,霾滴吸湿增长又成
为雾滴.
统计表明,在 1961~2005 年的 45 年中,南京站
共有霾天数 2778d,这些霾日中有 2366d 同时出
现了轻雾现象,占总灰霾次数的 85.2%;在 2778 个
霾日中,霾、轻雾与雾现象均出现的天数为 284d,
也就是说霾、轻雾、雾同一天出现的情形占有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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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 10.2%.这说明自然条件下,霾与轻雾相互转
化的情况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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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05 年南京站逐年霾日数和 6 站
逐年霾日数

Fig.2 Annual hazy days at Nanjing sta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five stations for the
period from 1961 to 2005

3

气象因子对霾的影响

日均风速的影响
南京站 45 年霾资料显示,霾天气下,日均风
速最大值为 6.8m/s.风速较大时,利于大气污染物
水平输送;风速大,湍流也较强,利于垂直方向的
输送和扩散.所以大风使得大气污染物和气溶胶
不易堆积.当日均风速>5.5m/s 时,不大可能出现
霾天气.反之,静小风则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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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湿度霾天所占比重(%)

的 7~9 月受影响最大,而春季 3~5 月受影响较小,
易成霾,96.7%的霾日均风速均在 0~4m/s 间.
与徐梅等[9]统计结论相一致.
3.2 相对湿度对霾的影响
3.2.1 相对湿度对霾日能见度的影响 分析 45
110
年来南京站霾日最小(指 2:00、8:00、14:00、20:00
南京
100
江浦
中最小)能见度与当日平均相对湿度相关性,得
90
江宁
出其相关系数为-0.48.霾日能见度年平均值与相
高淳
80
六合
对湿度年平均值也呈负相关关系(图 3).相对湿度
70
对能见度的影响通过气溶胶粒子的吸湿增大而
60
产生.当气溶胶粒子中含有水溶性成分时,相对湿
50
度大使得可溶性气溶胶更容易吸收水汽而长大,
40
使消光作用(主要是散射作用)增加,能见度减小.
30
20
3.2.2 相对湿度对月霾日数的影响 考虑相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湿度对灰霾影响较大,把 45 年来 6 站各月的霾日
月份
按照相对湿度<90%和<70%分别统计.仿照徐梅
图 4 6 站高湿度霾天所占比例
等[9]采用的方法,用(相对湿度<90%的月霾日数Fig.4 Hazy days with high relative humidity as a
相 对 湿 度 <70% 的 月 霾 日 数 ) 相 对 于 相 对 湿 度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number at six stations in
<90%的月霾日数得出的百分率来分析湿度对月
Nanjing area
霾日数的影响.
4

南京地区霾的细颗粒物污染本质

90

7

霾是一种由气溶胶和气体污染造成的城市
85
和区域性污染现象,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
6
气象能见度恶化 [10].南京地区霾天气形势严峻,
80
5
不仅霾日数的逐年增加,霾日下气象能见度也呈
75
下降趋势(图 3).能见度是由大气颗粒物和气体分
4
子对光的散射和吸收所决定,其中颗粒物的散射
70
能造成 60%~95%的能见度减弱[11].宋宇等[12] 对
3
65
北京市能见度下降与颗粒物污染的关系进行分
析,发现能见度的改善或恶化与细粒子质量浓度
2
60
密切相关.董雪玲等[13]也认为散射效应主要同细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年份
粒子有关,PM2.5 与大气能见度线性相关系数高
达 0.96.因而大气颗粒物(尤其是 PM2.5)污染水平
图 3 南京站霾天气下年均能见度和年均相对
与霾的形成直接相关.黄鹂鸣等[14]在 2001 年春、
湿度的逐年变化
Fig.3 Annual mean visibility and relative humidity
秋、冬 3 季对南京市的 5 个典型功能区的研
during hazy days observed at Nanjing station
究 ,PM10 、 PM2.5 的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0.280,
0.196mg/m3.以我国 1996 年颁布的 PM10 二级标
由图 4 可见,相对湿度对 6 站霾日的逐月变 准[15](日均值<0.15mg/m3)和美国大气质量 PM2.5
化的影响很大,较高相对湿度(70%~90%)的霾日 标准(日均值<0.065mg/m3)为参考,超标率分别为
占总霾日的比重通常在 40%以上.可见适当的相 72%和 92%,最大超标倍数达到 6.3 和 9.0 倍.王荟
对湿度是产生霾的有利条件.其中降水相对集中 等[16]于 2002 年春季对南京市城区 PM10、PM2.5
相对湿度(%)

能见度(km)

能见度
相对湿度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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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测 定 ,PM2.5/TSP 约 为 56.7%~75.4%,
PM2.5/PM10 为 66.7%~81.3%.以上结果表明,近年
来南京市大气中 TSP 污染严重且 PM2.5 所占比重
较大.张新玲等[17]进一步对比了 1993 年和 2002
年观测期间的环境质量,发现总悬浮颗粒物的质
量浓度无明显差异,而数浓度增加.这是 TSP 中细
粒子所占数量比增加所致.细粒子的增加,为能见
度恶化及霾天气形成提供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大气颗粒物(尤其是细颗粒物)污
染加剧很可能是南京地区能见度恶化、霾频发的
一个重要原因.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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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鹂鸣,王格慧,王 荟,等.南京市空气中颗粒物 PM10、PM2.5 污
直线上升趋势.1994 年后略有下降,但最近 5 年来
染水平 [J]. 中国环境科学, 2002,22(4):334-337.
霾天气又明显增多.20 世纪 80 年代起南京站的 [15]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S].
霾日基本上多于周边 5 站,郊区各站的灰霾变化 [16] 王 荟,王格慧,高士祥,等.南京市大气颗粒物春季污染的特征
[J]. 中国环境科学, 2003,23(1):55-59.
趋势与其相对南京市区的地理位置有关.
5.3 随着霾发生频率的增加,霾持续多日的几 [17] 张新玲,张利民,李子华.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数浓度变化及尺
度分布 [J]. 江苏环境科技, 2003,16(4):33-34.
率也增大.霾天经常伴有轻雾的出现,有时还会出
现雾.
作者简介：童尧青(1983-),女,湖南耒阳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
5.4 霾天气受气象要素的影响,静小风、较高相 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气成分变化
对湿度有利于霾的出现.能见度和相对湿度呈负 与区域气候效应.发表论文 3 篇.
相关.相对湿度对南京地区降水集中的 7~9 月影
响较大.
5.5 霾天气不仅出现的频率增加,霾天气下气
象能见度也下降.这可能是由总悬浮颗粒物(尤
其是细颗粒物)增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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