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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A模型的苏州市古城区 PM2.5来源解析
邹丛阳,蒋妮姗,李兆堃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2014年 10月至 2016年 4月，对苏州市古城区南门站点的大气细颗粒物 PM2.5进行了 18个月次的同步采样

观测，并测定了其中 SO42-、NO3-、NO2-、NH4+和 CN的浓度水平，利用 PCA方法对该区 PM2.5 的来源进行解析。

解析结果表明，苏州市古城区 PM2.5的主要来源为工业源、机动车尾气排放、燃煤源、生物质燃烧源和扬尘；从季

节上看，由于供暖等原因，冬季燃煤源对 PM2.5的贡献率有显著提升；工业源和机动车尾气排放的贡献率一直占有

较高的比例；由于苏州市古城区内已没有工业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和化工企业，并且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秸秆焚

烧，所以外地输入源是工业污染源、生物质燃烧源、燃煤源、化工源的主要和直接供给者；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古城

区本地主要污染源，因此有效减少机动车的贡献率，对于改善古城区空气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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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Historic Distri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 Suzhou City
ZOU Cong-yang, JIANG Ni-shan, LI Zhao-ku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Ambient PM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at 8 monitoring sites ( Nan men) in Suzhou city, from
October 2014 to April 2016. 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PM2.5 based on
ambient PM2.5 com-positional data including concentrations of SO42-, NO3-, NO2-, NH4+, CN and metal elements. Results
from PCA indicated that the six major sources of ambient PM2.5 were industrial sources, vehicle emission, coal combustion,
soil dust, Biomass burning. Coal combustion exhibited increased contributions in winter.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vehicle
emiss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ratio is hig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s of vehicle emission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duction of PM2.5 of historic district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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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并且机动车保有量急剧上升。从而造成空

气污染问题逐渐严重，灰霾天气增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降低了人们对空气质量的

满意度，并造成了公众健康损失。高浓度的 PM2.5是形成大气灰霾的主要原因。

1 大气 PM2.5概述

大气 PM2.5也称为细颗粒物或可入肺颗粒物，是空气中动力学直径≦2.5 μm颗粒物的统称。大

气 PM2.5由于粒径小，比表面积大，易于富集空气中的有机污染物、水溶性离子、有毒重金属、细

菌和病菌等。含碳气溶胶是 PM2.5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有机碳（OC）和元素碳（EC），OC
和 EC 对地球辐射平衡、气候变化及人体健康等产生重要影响。水溶性气溶胶是大气 PM2.5 重要的

化学组成，因其具有吸湿性易形成雾滴，进而影响大气的光学性质，通过对光的吸收和散射作用影

响大气能见度和地球-大气的能量平衡。虽然大气 PM2.5中重金属的含量较少，却对人体健康构成极

大威胁，例如：铅（Pb）具有高毒性，能直接伤害人体脑细胞，锌（Zn）过量摄入会引起人体胃肠

道疾病等。

1.1 苏州 PM2.5源解析进展状况

2014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要采取综合措施减轻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状况，力图在 2017年将长三角地区 PM2.5的浓度降低 25%。2015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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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办法（试行）》中指出，将各县市（区）环境空气 PM2.5年均浓度下降

比例作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考核指标，2017年度 PM2.5年均浓度较考核基数下降比例应达到 20%。

为有效控制 PM2.5污染，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识别并定量主要污染源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这一情形，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徐佩等人通过比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对苏州市大气颗

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来源进行了研究分析；张晓宇对中国中东部地区大气细颗粒物中化学组成成分及

来源解析进行了研究。这些工作对了解苏州 PM2.5的污染现状具有一定意义，但源解析的研究对象

仅局限于苏州 PM2.5中的某项因子或研究地区范围过于宏大，不够精准细致、全面系统。

为了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苏州市古城区 PM2.5的来源，掌握 PM2.5来源及其时间，本研究用一

年半时间的（2014年 10月—2016年 4月）PM2.5气溶胶数据，并利用 PCA进行来源解析，旨在揭

示苏州市古城区大气 PM2.5不同污染源的贡献率以及季节变化特征。

2 材料与方法

2.1 PM2.5采样及分析

在苏州市古城区南门站点，采用在线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SPAMS），基本原理为：采用空气

动力学透镜作为颗粒接口，通过光束测径原理进行单颗粒气溶胶粒径测量及计数，利用飞行时间质

谱原理进行正负化学成分的同时检测，从而实现单颗粒气溶胶化学成分和颗粒物直径的同步检测。

该仪器具有高时空分辨率和分析速度快的特点，可捕捉气溶胶的瞬时变化。采样时间为 2014年 10
月至 2016年 4月，在线连续采样获得数据，建立数据库。

2.2 PCA技术方法

PCA（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即主成分分析技术，是统计学中一种简化数据集的技术，

主要思想是对一组变量进行降维。其能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对高维变量进行

综合和简化，并且能够客观地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因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

环境领域。计算过程包括奇异值的分解、维数的选择和旋转 3 个步骤。绝对主成分得分是通过主成

分因子得分定量的估计源对每种污染物的分担率。1985年 Thurston和 Spengler首次提出该方法来确

定波士顿地区的微粒物质源的分担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如式（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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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m; k=1,2,…,n） (1)

式中，Zik是标准化后的浓度值（无量纲），cik是在第 k次观测中化合物 i的浓度，ci是 cik的算

式平均值，i是标准偏差。

PCA方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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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m; j=1,2,…, p; k=1,2,…,n） (2)

式中，�ij是因子负载（无量纲），表示化合物 i与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因子 j的相关系数；Pjk是
因子得分（无量纲）[1,2]。

本研究采用南门站 2016年 4月、2015年 7月、2014年 10月和 2015年 2月的气溶胶化学成分

数据，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数据，利用 PCA方法进行 PM2.5来源解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各季节浓度变化特征

图 1 不同季节物质浓度百分率日变化

Fig.1 Variation in the percentage of matter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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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一年四季中，苏州大气中 PM2.5 的成分主要由 SO42-、NO3-、NO2-、NH4+和

CN等构成，其中 SO42-离子浓度在夏季占总浓度的比例高于其余三个季节。NO3-和 NO2-离子在冬季

占总浓度的比例高于其余三个季节，NH4+离子占总浓度的比例也在冬季较高。

3.2 利用 PCA进行来源解析

利用软件 IBM SPSS Statistics22.0 对已剔除的 17个明显异常数据的元素进行主成分分析。PCA
按照特征值大于 0.8的标准，并通过了适应性分析（KMO>0.6，Bartlet<0.005）。四季 KMO分别为

0.700、0.814、0.820、0.837，四季 Bartlet值均为 0.000；四季的累计解释方差为 85.907%、90.987%、

91.855%、87.194%，均大于 80%。这些数据表明 PCA提取了这些元素的主要信息，此外各因子间没

出现主要成分汇聚的现象，表明 PCA的结果是可信的。本文对春、夏、冬季提取出四个因子，对秋

季提取出三个因子，结果见表 1。
表 1 PCA四季分析因子载荷矩阵

Table 1 Using PCA to analysis factor load matrix in four seasons
成分

Components

春季a Spring 夏季bSummer 秋季cAutumn 冬季dWinter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CN .985 .937 .602 .697 .855 .368
Cd .394 .658 .967 .909 .903
Cl- .971 .873 .307 .832 .323 .521 .401 .563
Cr .930 .471 .733 .321 .914 .943
Cu .472 .512 .941 .445 .791 .430 .588 .453
Fe .884 .410 .540 .698 .436 .829 .360 .311 .347 .741 .461
Li .903 .832 .327 .331 .896 .870
Mg .935 .586 .603 .395 .904 .812
Mn .902 .444 .315 .748 .527 .750 .413 .600 .457
NH4+ .943 .840 .331 .968 .606 .716
NO2 .915 .825 .343 .369 .896 .377 .808 .475
NO3- .480 .817 .829 .325 .360 .907 .352 .770 .500
PO3- .676 .535 .611 .639 .413 .684 .631 .812 .371
Pb .679 .400 .798 .375 .478 .639 .538 .658 .461
SO42- .558 .780 .850 .350 .925 .314 .543 .741 .311
SiO32- .874 .349 .853 .737 .633 .421 .556 .572
V .357 .712 .907 .918 .899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Kaiser标，即特征值大于1的提取原则）；旋转方法为Varimax旋转；为春季7次、夏季6次、秋季4次、冬

季6次的旋转收敛；表中仅显示载荷大于0.30的值。

Note: The extraction method i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aiser standard, the extraction principle with eigenvalue greater than 1).
The rotation method is Varimax rotation, it is the rotation convergence of 7 times in spring, 6 times in summer, 4 times in autumn and 6 times in winter.
Only the values larger than 0.30 are shown in the table.

根据 PCA源解析结果分析出春季因子一、夏季因子一、秋季因子一及冬季因子二，元素组成及

所占比例相近，可确定为同源。其中含大量的 SO42-、NO3-、NH4+及 Fe，这些离子及元素为典型的

机动车排放源[3]。机动车排放源对四季的贡献比分别为 30.575%、43.423%、46.860%及 23.846%。可

看出机动车排放源对苏州的污染贡献率较大，且秋季>夏季>春季>冬季。

图 2 不同季节机动车排放对 PM2.5的贡献率

Fig.2 The contribution of vehicle emission to PM 2.5 in different seasons
春季的因子二及冬季的因子一富含大量的 SO42-、Cl-、NO3-、NH4+，其中 SO42-为典型的燃煤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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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离子 [4]，主要与燃煤电厂和燃煤锅炉有关。燃煤对春季及冬季的贡献率分别为 26.628%和

27.901%。

春季因子三、夏季因子三、秋季因子二及冬季因子三，元素组成及所占比例相近，系为同源。

因子中含有大量的 Cd、Cr、Cu、V等物质。V、Cr、Cu[5]及 Cd[6]都被认定是为典型的工业污染的产

物，将其定义为工业污染源一。工业污染源一以产生 V为主，可能是与石油加工相关类型的工业源。

此源排放情况稳定，四季贡献比分别为 19.259%、18.403%、35.807%及 21.637%，秋季>冬季>春季>
夏季。

春季的因子四中，含有大量的 SiO32-，其广泛用于吸收各种蒸汽或气体及精炼石油等方面，并可

用作催化剂的载体[7]。因此将此源定义为化工排放。此源对春季的贡献率为 9.446%。

夏季的因子二，主要贡献物为 Cu、Fe 及 SiO32-。铜具有许多优异性能，在各工业部门中得到广

泛应用[8]，如作为机动车润滑油的主要添加剂；SiO2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中，二氧化硅主要存在于石

英矿中[9]。以焦炭和石灰石与这些矿石一起熔炼可得到金属铁[10]。该源应为钢铁制造业产生的污染

源，此源占比 22.2865%。

夏季因子四及冬季因子四主要贡献者为 Cd，此物质主要与冶金相关工作的工业排放有关[6]。将

此源定义为工业污染源二。此源对夏冬季节贡献率分别为 6.875%和 13.801%。

秋季因子三中，含有大量的 Cu及 Pb，除对工业生产中的贡献外，也大量存在于生物质燃烧中[6]。

此源贡献率为 9.188%。

表 2 PCA解析结果及各源占贡献率

Table 2 Analysis result from PCA and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sources of pollution
季节

Season
污染源

Pollution source
排放占比

Discharge percentage

春季

机动车排放 30.575%
燃煤 26.628%

工业污染一* 19.259%
化学工业 9.446%

夏季

机动车排放 43.423%
钢铁制造业 18.403%
工业污染一* 29.161%

秋季

工业污染二* 46.860%
机动车排放 35.807%
工业污染一* 9.188%

冬季

生物质燃烧 27.901%
燃煤 23.846%

机动车排放 21.637%
工业污染一* 13.801%

注：由于数据中离子种类偏少，上述污染源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Note: Due to the small number of ion species in the data,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bove sources remain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4 结 论

（1）根据源解析结果，苏州市古城区 2014年 10月到 2016年 4月采样期间，PM2.5的最大来

源为工业源，其次分别是机动车尾气排放、燃煤源、生物质燃烧源和扬尘，对 PM2.5 的贡献率分别

为 40.56%、29.75%、24.21%、2.77%和 2.70%；

（2）苏州古城区大气 PM2.5的来源在不同季节的分布特征不同，春季主要污染源为机动车尾气

排放、燃煤源、工业污染源一，夏季主要污染源为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污染源二、工业污染源一，

秋季主要污染源为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污染源一，冬季主要污染源为燃煤源、机动车尾气排放、

工业污染源一；

（3）由于苏州市古城区内已没有工业企业，并且严禁烟花爆竹和秸秆燃烧，外来源是工业污染

源、生物质燃烧源、燃煤源的主要和直接供给者；

（4）污染过程中，古城区 PM2. 5 中的硫酸盐和硝酸盐主要来自周边区域的贡献；二次有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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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氨源和其他组分主要来自本地源排放；区域传输对二次硝酸盐污染起主导作用；

（5）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古城区本地主要污染源之一，提高排放标准，辅以适当的交通管制措施，

能够有效减少移动源对污染物的贡献率，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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