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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r quality index, air quality grad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type of 

primary pollutant were tested, and the forecast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he daily observe and forecast data of air quality index,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primary pollutant types in Yinchuan from January 1st 2015 to December 31th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ecast result was not satisfactory for the air quality grades. The annual TS of air quality grade forecast in 

Yinchuan wer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which between 20% and 40%，but the point out rates (PO) and the not hit rates (NH) 

were high, which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For the weather with a good air quality grade, the 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ades. The average absolute error of the air quality index (AQI) forecast decreased over the year, and presented 

seasonal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but increased with the pollution grades. The model was good at predictive capacity of 

primary pollutant types, which TS generally reached 40%-60%.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forecast results of each 

predictable scale by the simple and objective revise, that was to say, the forecast capability of the product had not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with the variation of forecast timeliness, so that the forecast product should strive for more room for its improvement, 

which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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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五市逐日空气质量指数、污染物浓度、首要污染物类型等实况监

测数据以及空气质量预报资料，分析了AQI指数、空气质量等级、首要污染物浓度及类型分布特征，并对其预报效果

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该预报对宁夏空气质量等级的预报效果不太理想。研究时段内，宁夏空气质量等级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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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平均TS评分在20%-40%之间，漏报率和空报率较高。TS评分随年际变化呈递增趋势，漏报率和空报率呈递减趋

势。空气质量等级为良时,T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等级。AQI指数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逐年减小，且呈现季节性的波动变

化特征，并随污染等级增加总体上呈递增趋势。首要污染物类型的预报能力相对较好，TS评分普遍达40%-60%。经简

单客观订正的银川市空气质量预报，各项预报要素的各预报时次检验结果差异较小，即该预报产品的预报能力并未随

预报时次缩短而出现较为明显的提升，表明该预报产品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空气质量指数，污染物浓度，首要污染物，预报水平 

 

1．引言 

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随着绿色

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

大气污染状况和空气质量水平日益关注。良好的大气环境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在搞好经济发展的同

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内外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

城市空气质量预报工作，能够为公众出行、环境污染变化

动态监视、污染事件应对提供参考。通过对空气质量预报

进行统计检验，能够客观定量反映预报能力，了解预报模

式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改进和提高预报水平。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空气质量预报及其预报检验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周丽等建立北

京地区PM2.5统计预报模型，尝试对污染物浓度做出预报

[1]；魏玉香等研究了南京地区PM2.5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并利用同时期气象资料分析了PM2.5浓度与气象条件的关

系[2]。李晓岚等利用统计方法对国家气象中心下发的

CUACE模式指导产品进行应用检验，发现模式输出的污

染物浓度水平普遍存在偏低的现象，需经过方法订正才能

提高预报准确率[3]。麦健华等对基于GRAPES-CMAQ模

式的广东省中山市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开展了预报效果评

估，得出了等级预报TS评分[4]。冯震等对呼和浩特市2015

年冬季空气质量指导预报从单时次预报、逐日预报、过程

预报3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分析[5]。刘慧等从能见度和空气

质量两个方面，通过对比检验发现随着能见度降低，各数

值模式的预报能力均逐渐下降，随着空气质量下降，各数

值模式 AQI的预报能力均逐渐下降，各数值模式对PM2.5

浓度的预报值普遍较观测值偏低[6]。张珺等利用前一日污

染物浓度和当日气象要素日均值为预报因子，建立空气质

量预报模型，并对石家庄和邢台冬季空气质量等级预报准

确率进行检验[7]。杨关盈、张璘、岳旭等分别对不同地区

的空气质量预报开展检验，均得出人工订正好于模式可用

性的结论[8-10]。王晓敏等利用国家气象中心、北京和河

北等空气质量预报产品，对石家庄市夏季主要污染物

PM2.5、PM10和SO2的预报进行了对比检验[11]。李媛对银

川市空气污染指数开展检验分析，得到了银川市API变化

特征，并得出了空气污染指数预测模型[12]。宋丹等对比

检验了自建的空气质量指数预报模型和CUACE模式，发

现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和BP神经网络方法对空气质量预报

具有较好的效果[13]。 

宁夏雨雪稀少、气候干燥、日照充足、风大沙多，冬

季气候寒冷，采暖期长，主要燃料以煤和天然气为主。2004

年以来，宁夏提出以天然气替代以煤为主的供热形式，并

开展了试点工作，但推进速度相对缓慢；从2017年开始到

2018年，宁夏根据“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

天保卫战”的工作方针，以余热资源为主来调整供热用能

结构，开始大规模采用天然气供热。同时，宁夏处于黄土

高原西北部边缘地区，西（西北）、北、东三面环沙，西

侧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北侧的乌兰布统沙漠和

东侧的毛乌素沙地，为输入型沙尘天气过程提供了充足的

沙源，遭遇大风且低层大气层结不稳定时极易起沙形成沙

尘甚至沙尘暴天气，沙尘暴和二次扬尘及烟尘的排放导致

悬浮颗粒物污染严重[14-15]。本文通过开展空气质量预报

检验评估，了解空气质量预报效果，为进一步治理和控制

大气污染，改进当前预报模式效果提供参考。 

2．资料与方法 

2.1．观测点及资料介绍 

本文选取宁夏五市（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固

原）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逐日空气质量实况监

测值和预报值开展检验评估。 

其中空气质量实时监测数据来自环保部门公开数据，

要素包括逐日空气质量指数、等级、大气污染物PM10、

PM2.5、SO2、NO2、CO逐日浓度和O3浓度八小时滑动平均

值、污染天气的首要污染物类型；空气质量预报数据来源

于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72小时内逐24小时的空气质

量预报，预报要素内容与实况相同。 

2.2．检验指标和方法 

空气质量指数预报检验方法：为了对研究时段五市空

气质量指数预报效果进行客观定量的对比分析，本文采用

空气质量等级预报的TS评分、漏报率PO、空报率NH、指

数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MAE四种评价指标，对预报效果进

行评价[16]。 

污染物浓度预报效果检验：由PM10、PM2.5、NO2、SO2、

CO逐日浓度及O3浓度八小时滑动平均监测数据可知,宁夏

首要污染物主要包括PM10、PM2.5、O3，因此本文选择这3

种污染物，从归一化偏差MNE方面对污染物浓度预报效果

进行评估，并利用TS评分、漏报率PO、空报率NH对首要

污染物类型预报进行检验。 

(1)TS评分、漏报率PO、空报率NH 

TS=
��

��������
× 100%               (1) 

PO=
��

�����
×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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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

�����
× 100%             (3) 

计算公式如上。其中，NA为AQI等级或某首要污染物

预报正确次数；NB为漏报次数，即AQI等级预报不在某等

级内，而实况出现在该等级的次数,或实况出现而预报未

出现某首要污染物的次数；NC为空报次数，即AQI等级预

报在某等级内而实况未出现在该等级的次数，或预报出现

而实况未出现某首要污染物的次数。评估空气质量等级时，

TS评分代表对各等级空气质量预报的准确程度；评估首要

污染物时，TS评分反映了对各首要污染物有效预报的准确

性。漏报率和空报率分别反映对某首要污染物或某空气质

量等级的漏报次数和空报次数与实际出现次数的比值，数

值越小代表预报效果越好。 

（2）平均绝对误差MAE 

平均绝对误差MAE计算公式如下： 

MAE=
�

�
∑ |�� � ��|�

���            (4) 

其中 为第i天预报值， 为第i天实况监测值，n为样

本数。平均绝对误差反应某段时间内预报值和观测值偏差

的绝对值的平均值。 

（3）归一化偏差MNE 

考虑各污染物浓度基数相差较大，采用归一化偏差

MNE反应各污染物浓度实测值与预报值偏差的相对程度，

某污染物浓度预报归一化偏差MNE计算公式如下： 

MNE=
�

�
∑

|�����|

��

�
���             (5) 

其中 、 、n与(4)式意义同。 

3．空气质量指数及首要污染物浓度分布特征 

3.1．空气质量指数AQI分布特征 

 

图1 2015-2016年和2017-2018年月、季平均全区平均AQI指数对比。 

对比分析2015-2016年和2017-2018年的逐月平均AQI

指数（图1），可以看到，2017年前后AQI指数月分布特

征有了明显变化。2015-2016年11月到来年3月维持较高水

平，普遍高于100，其中12月AQI值最大，为126（轻度污

染），是空气质量最差的月份；而2017-2018年则是5月到

7月以及1月较差，其中5月空气质量最差，AQI指数达131

（轻度污染）。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两个统计时段中夏秋

两季空气质量均较好，其中9月AQI值最小，分别为74（良）、

68（良），是全年空气质量最好的月份。2015-2016年的

4-8月逐月平均AQI值均低于2017-2018年，而其余月份

2015-2016年高于2017-2018年，尤其是11月以后到来年3

月（也即每年供暖期），2017-2018年较2015-2016年的空

气质量指数低约17%，表明政府将供暖方式转换为天然气

这一举措对降低大气污染是十分有效地。 

从季平均值来看（图1曲线），秋季空气质量最好，

AQI平均值为85；冬季空气质量最差，AQI平均值为106；

春夏两季空气质量指数季节平均值分别为101和96。 

从AQI分级统计结果来看（图2a），发现全区空气质

量为良的天数占比最大,为66.1％；其次为轻度污染，占比

25.7％；中度污染占比5.4％；优和重度污染所占比重小，

约为1.0%；严重污染等级所占比重不足0.5%。从两个时段

对比来看（图2b），2017-2018年，优、良等级的比例较

2015-2016年分别增加1.5%和0.4%，而污染等级则从轻度

到重度分别降低1.3%、0.8%、0.1%，这与五市供暖方式

的改进有关，与前文的分析结果相一致。另外，严重污染

的比例2017-2018年较2015-2016年高0.4%，这与2018年1

月的连续7天的重污染天气有关，与当年1月初静稳少风的

天气背景有关。 

从不同季节各空气质量等级占比来看（图2c），各季

均以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的天数占比最大，轻度污染次之。

四季中以冬季空气质量在轻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等级的天

数所占比重最大，超过44%；秋季空气质量等级为良和优

的天数所占比重超过80%，是四季中污染天数占比最低的

季节。同时可以看出，秋季空气质量未出现严重污染等级，

春季空气质量未出现优等级。 

 

图2 全区平均AQI指数占比分析：（a）2015-2018年；（b）2015-2016

与2017-2018对比；（c）季节分布。 

3.2．首要污染物类型分布及浓度变化特征 

2015-2018年首要污染物类型包括PM2.5、O3、PM10和

SO2，四者占比依次下降（图3a）。其中PM2.5出现概率最

大，占比54.8%；O3、PM10次之，分别占比24.3%、18.9%；

SO2出现概率最小，仅为1.0%，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前三种

首要污染物。 

Fi Oi

Fi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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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5-2018年首要污染物类型占比（a）及季节分布(b)。 

各首要污染物出现概率均具备一定的季节分布特征

（图3b）。PM2.5秋冬两季较高，占比在70%左右，春季次

之（46.2%），夏季最低（29.7%）；PM10春季较高（占

比为30.6%），秋冬季次之（20%左右），夏季最低（7.1%）；

而O3则有明显不同特征，夏季最高（占比63.2%），春季

次之（23%），秋（8.2%）冬（2.4%）两季最低。另外，

图3b中还可分析得到各季节首要污染物出现概率变化特

征。其中春、秋、冬三个季节，首要污染物类型分布规律

较为一致，按首要污染物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PM2.5、PM10、

O3；而夏季依次为O3、PM2.5、PM10。总体来说，春季重

点关注的首要污染物为PM10，夏季重点关注O3，秋、冬季

重点关注PM2.5。 

4．预报检验结果 

4.1． 空气质量等级预报检验 

通过检验可知（图略），现有预报模式对空气质量等

级预报效果不太理想，在不区分空气质量等级的情况下来

看，整体预报的TS评分在20%-40%之间，漏报率和空报率

较高，在40%-70%之间。从年际变化来看,全等级预报的

TS评分逐年递增，2018年达到36%，表明订正能力在逐步

提高；漏报率和空报率呈递减趋势，由2015年60%以上，

下降到2018年的40%左右。从不同预报时次看，各预报时

次的预报效果差异并不明显。 

从不同等级预报效果来看，除良等级的空气质量预报

相对较好以外，其他等级空气质量预报的TS评分均比较低

（低于20%）。具体来看，当空气质量等级为良时，预报

的TS评分逐年递增且维持较高水平，其中2018年达到50%

以上；当空气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时，各年际各时效的TS

评分虽然水平不高（10-20%）但相对稳定，2015年的72

小时预报最高；当空气质量等级分别为优、中度污染、重

度污染及严重污染时，TS评分表现为波动性低值，可以看

出，针对上述四个等级的预报，除个别年份个别时效预报

的TS评分相对高以外，其余年份和时效的预报均几乎没有

参考价值。 

除空气质量等级为良时，漏报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外

（由2015年的60%下降到2018的20%左右），其余各等级

预报的漏报率总体上随年际变化增大，表明该预报针对良

等级的空气质量预报相对具有比较好的参考意义。对于轻

度（中度）污染等级，漏报率由2015年的60%（70%）左

右增加到2018年的80%（90%）以上。 

空报率的评分结果相比漏报率则显示出较为稳定的

特征，各等级预报的空报率均在一定的水平上波动。按优、

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点污染、严重污染的顺序，

依次稳定在98%、30%、72%、90%、97%、99%附近。 

结合图2（a）可知，研究时段内，全区平均优、中度、

重度及严重污染等级天气所占比重小，这可能是影响预报命

中率偏低，漏报率和空报率较高的其中一个原因。以上分析

说明研究时段内，虽然现有预报模式对空气质量等级预报的

整体预报效果有所提升，但针对各不同等级空气质量的预报

效果并不都是提升的，还需对预报方法进一步改进优化。 

4.2．污染物浓度预报检验 

对污染物浓度预报进行检验（图4a-c）可知，PM2.5

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逐年减小，其中秋冬季减小幅度最

为明显（图4a）。2015年各季差异最为明显，冬季归一化

偏差达到2.8；2016-2018年，归一化偏差多集中在0.5-1.0

之间，同时季节差异减小。可以看出，2018年各季的归一

化偏差相较2015年同期减少了1/2-6/7，说明研究时段内，

PM2.5浓度预报水平逐年提高，2018年预报效果明显优于

前三年。各年度归一化偏差均呈现冬高夏低的规律，即夏

季预报效果最佳，冬季预报效果最差，现有预报模式对于

低浓度PM2.5的预报能力优于对其高浓度时的预报。 

 

图4 2015-2018年PM2.5（a）、PM10（b）、O3（c）三种主要污染物浓度

预报归一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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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b可知，对于PM10浓度预报，从时间变化来看，

2018年归一化偏差整体上最小，各季归一化偏差集中在

0.3-0.7之间。2015年最大，尤其冬季达到了1.6。说明研究

时段内PM10浓度预报效果随年际变化逐步改进，整体上

2018年预报效果明显优于前三年，尤其是秋冬季的归一化

偏差减少最为明显。从不同季节预报效果看，各年度均以

夏季归一化偏差最小，冬春两季最大，且归一化偏差的季

节差异逐年减小。 

由图4c可知，对于O3浓度预报，从不同年份来看，

2015-2017年各季归一化偏差集中在0.2-0.4，年际差异较小，

且不同季节、不同预报时次归一化偏差的差异不明显。

2018年O3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高于其他年份，尤其是秋

季的归一化偏差达到了1.3，与前三年同期相比发生突变

猛增，其他各季归一化偏差略高于前三年，在0.3-0.6之间。

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对O3浓度的预报效果未有所改进，

2018年预报效果差于前三年。 

比较三种主要污染物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结合污

染物浓度实测数据，发现2015-2017年，现有预报模式对

O3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小于PM2.5和PM10，2018年情况

相反，O3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最大。综合以上分析，研

究时段内，现有预报模式针对PM2.5、PM10浓度预报效果

在逐年改进，而针对O3浓度预报的能力在降低；2018年以

前针对O3浓度的预报效果最优，2018年针对PM2.5、PM10

浓度的预报能力已经超过了对于O3浓度的预报能力；不同

预报时次对于三种主要污染物浓度预报的归一化偏差无

明显差异，即不同预报时次的预报效果相当。 

4.3．首要污染物类型预报检验 

从全区三种首要污染物类型预报评分结果来看（图5），

2015-2017年，针对首要污染物类型为PM2.5的污染天气，

TS评分明显高于PM10和O3（图5a），尤其2015年达到了

60%。同时漏报率（图5b）与空报率（图5c）相较其他两

种污染物也较小。2018年情况相反，PM10和O3的预报TS

评分相当，接近40%，明显高于PM2.5的预报，而漏报率和

空报率也明显低于PM2.5。从年际变化来看，2018年以前，

PM10和O3的预报TS评分随年际变化保持相对平稳或小幅

度上升，2018年TS评分明显增大，同时漏报率和空报率随

年际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PM2.5的预报结果则呈现与此

相反的变化趋势，TS评分随年际变化减小，漏报率随年际

变化增大，空报率在2018年以前保持平稳，2018年明显增

大。以上分析可以得出，2018年以前，该预报对于首要污

染物类型为PM2.5的预报效果明显优于其他两种污染物；

2018年对于首要污染物类型为PM10和O3的预报效果优于

PM2.5。值得注意的是，首要污染物类型的预报效果随着

预报时次变化并未出现明显差异，即不同时次预报对首要

污染物类型的预报效果基本一致。 

由实况监测数据可知，2015-2017年，全区污染天气

中58%-83%首要污染物均为PM2.5（图略），2018年首要

污染物主要为PM10和O3。受大规模地改用天然气供暖的影

响，2018年首要污染物为PM2.5的天数占比仅9%；这可能

是导致2018年对于首要污染物为PM2.5的污染天气预报命

中率偏低的原因之一。 

 

图5 2015-2018年三种首要污染物类型预报的TS评分(a)、漏报率（b）、

空报率（c）。 

5．结论 

（1）该预报对空气质量等级的预报效果不太理想，

具有较大订正空间。空气质量等级预报平均TS评分在

20%-40%之间，漏报率和空报率较高。随年际变化，TS

评分呈递增趋势，漏报率和空报率呈递减趋势。 

（2）AQI指数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随污染等级增加

总体上呈递增趋势。2015-2016年，各季节AQI指数预报

的平均绝对误差变化呈现夏低冬高的规律。而2017-2018

年，季节变化呈现秋低春高的规律。AQI指数预报的平

均绝对误差随年际变化减小，2018年对AQI指数的预报

效果最佳。 

（3）该预报针对PM2.5、PM10浓度预报效果在逐年

改进，而针对O3浓度预报的能力在降低，2018年以前对

于O3浓度的预报效果最优，2018年对PM2.5、PM10浓度的

预报能力已经超过了O3。O3的生成主要受前体物和大气

化学过程控制，但气象条件直接影响臭氧的光化学反应

和扩散传输，是局地发生臭氧污染过程的重要因素，因

此如何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对提高O3的预报能力

尤为重要。 

（4）2018年以前，对于首要污染物类型为PM2.5的预

报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污染物，2018年对于首要污染物类型

为PM10和O3的预报效果优于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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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讨论 

从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对于空气质量等级预报、

AQI指数预报、污染物浓度预报还是首要污染物类型预报，

该模式对24h、48h、72h预报时次的预报效果差异并不明

显，即该预报对于以上要素的预报能力并未随预报时效缩

短而出现较为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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