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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区域中大气环境质量的特点，采用对数主成分分析方法获得各环境指标的权重及各监测点的横

向排名，再用适宜的灰度关联方法进行了评价。整个过程在 ＭＡＴＬＡＢ６．５中实现，计算简便易行，与传统的

综合指数法相比较，其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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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数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

如何确定各指标对整体质量的相对重要度，

即权重问题，是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中的一个

难点。目前，应用效果较好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

法和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方法以各指标对环

境整体质量的客观贡献率为依据，避免了人为赋

权的主观性，使赋权结果比较合理、客观且具有可

比性［１，２］。

传统的主成分分析将标准化作为惟一的无量

纲化方法，主成分都表示成为标准化变量的加权

算术平均值，这属于线性主成分；而当原始变量之

间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时，传统的主成分分

析方法就不太合适。本文采取一种对数化主成分

方法。对原始指标数据矩阵（狓犻犼）犕×犖具体实施的

公式为：狔犻＝ｌｎ狓犻－ｌｎ狓犻，式中，狓犻为第犻个分区第

犼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这样，对数化后第一主成

分可表示为：

犣＝犪１（ｌｎ狓１－ｌｎ狓１）＋犪２（ｌｎ狓２－ｌｎ狓２）＋

　…＋犪狆（ｌｎ狓狆－ｌｎ狓狆）＝

　犪１（ｌｎ狓１－ｌｎ犌１）＋犪２（ｌｎ狓２－ｌｎ犌２）＋…＋

　犪狆（ｌｎ狓狆－ｌｎ犌狆）＝

　犪１ｌｎ（狓１／犌１）＋犪２ｌｎ（狓２／犌２）＋…＋

　犪狆ｌｎ（狓狆／犌狆）　　　　　　　 　　 　

式中，犌犻为相应的几何平均值；犣就是对原始变量

几何均值化的加权几何平均。对原始监测数据进

行对数化预处理，从本质上看，已不再是对原始数

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而是对对数变换值进行主成

分综合评价，或者说，它实质上是一种非线性的综

合评价。

根据对数化后的矩阵（狔犻犼）犕×犖，计算其协方

差矩阵犛＝（狊犻犼）犖×犖，并计算矩阵犛的特征值和特

征向量。然后根据特征方程｜犛－λ犐｜＝０，计算特

征根λ犻，并对其从大到小排列：λ１≥λ２≥…≥λ狆，

可以得到对应的特征向量狌１，狌２，…，狌狆。最后计

算主 成 分 犣犻 ＝ ∑
狆

犻＝１
∑
犖

犼＝１

狔犻犼狌犻犻 和 贡 献 率犲犻＝

λ犻／∑
狆

犻＝１

λ犻。这样就可以根据贡献率犲１的大小来进

行判断。当犲１≥８０％时，直接用第一主成分来进

行排名即可；当犲１＜８０％时，应对所有的狋个主成

分利用犣＝∑
狋

犻＝１

犲犻狕犻来进行综合排名。

２　灰度关联评价方法

２．１　数据的初始化

首先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确定标准母序列

（犃犻犼）犕×犖，同时区域内某点位的监测值组成子序

列犡＝（狓１，狓２，…，狓犽）
Ｔ。计算关联度时，要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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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初始化处理，通常采用的方法为初值化，即

序列中所有数据都除以序列的第一个数据。这种

方法考虑的是序列相对于第一个数据的比例发展

态势的相近程度，即序列之间的关联度与原始序

列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关；而对于原本看来相似或

平行的序列，在计算关联度时却无法反映。为了

避免初值化产生的这些弊病，且考虑到大气环境

质量评价中的３个监测指标ＳＯ２、ＮＯ狓和ＴＳＰ的

量纲相同（均为ｍｇ·ｍ
－３），可以采用区间值化方

法。把各指标在评价标准中的最高级别与最低级

别作为一个区间（最高级标准为１，最低级标准为

０），将母序列犃与子序列狓中的各个值分别与之

相比较，无量纲化为［０，１］区间中的一个数值。

初始化的转换公式如下，分别将犃犻犼和犡犼转

换为犪犻犼和狓犻犼：

犪犻犼 ＝
犃犻犼－犃１犼
犃犿犼－犃１犼

，狓犻犼 ＝
犡犼－犃１犼
犃犿犼－犃１犼

２．２　求关联系数

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是一个区间的概念，因此

采用点到区间距离的方法［３］来求关联系数。关联

系数ξ犻犼＝
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犼
Δ犻犼＋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犼
Δ犻犼

Δ犻犼＋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犼
Δ犻犼

，其中分辨系

数ρ取０．５，监测点指标值与第犻个标准的绝对差

Δ犻犼为：

Δ犻犼 ＝

犪犻－１，犼－狓犻犼，狓犻犼 ＜犪犻－１，犼

０，犪犻－１，犼－１ ≤狓犻犼 ≤犪犻犼

狓犻犼－犪犻犼，狓犻犼 ＞犪犻

烅

烄

烆 犼

且取犪０犼为０。

２．３　求关联度

根据关联系数ξ犻犼，加权（主成分分析法确定

的指标贡献率）可以求出关联度γ犻 ＝∑
狀

犼＝１

犲犼ξ犻犼。

比较与各级标准的关联度大小，可以得出监测点

的大气环境质量级别。

３　实例研究

根据武汉市进行大气监测项目的现状，选取

ＳＯ２、ＮＯ２、ＴＳＰ作为评价因子，并以国家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８２）为基准，构造出本文５级评

价标准，如表１所示。分别采用综合指数法的均值

型指数方法和灰度关联分析方法进行评价。

３．１　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４］的计算公式为：ＰＩ＝
１

狀∑
狀

犻＝１

狆犻 ＝

１

狀∑
狀

犻＝１

犆犻
犛犻
。其中，狆犻＝

犆犻
犛犻
为单项污染质量指数；

表１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标准／ｍｇ·ｍ
－３

Ｔａｂ．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大气环境质量级别 ＳＯ２ ＮＯ狓 ＴＳＰ

Ⅰ级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Ⅱ级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５

Ⅲ级 ０．１５ ０．１ ０．３

Ⅳ级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５

Ⅴ级 ０．５ ０．３ ０．７５

犆犻为犻污染物的实测浓度（ｍｇ·ｍ
－３）；犛犻 为犻污

染物的评价标准（ｍｇ·ｍ
－３）；狀为参与评价的污

染物数量。这里取犛犻为（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５），则

分别求得：１６１医院ＰＩ＝（０．０３７／０．１５＋０．０６０／

０．１３＋０．１３２／０．１５）／３＝０．５２９，污染级别为Ⅲ级；

汉阳区监测站ＰＩ＝（０．０４４／０．１５＋０．０６０／０．１３＋

０．１３１／０．１５）／３＝０．５４３，污染级别为Ⅲ级；武昌客

运站ＰＩ＝（０．０３６／０．１５＋０．０５５／０．１３＋０．１３２／

０．１５）／３＝０．５１４，污染级别为Ⅲ级；东湖管理处

ＰＩ＝（０．０２８／０．１５＋０．０３３／０．１３＋０．０９８／０．１５）／３

＝０．３６５，污染级别为Ⅱ级；武冶机修厂 ＰＩ＝

（０．０５３／０．１５＋０．０４７／０．１３＋０．１５６／０．１５）／３＝

０．５８５，污染级别为Ⅲ级。

３．２　灰度关联分析法

表２为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２００２

年武汉市空气污染物年均值浓度监测结果。首先

在 ＭＡＴＬＡＢ６．５中建立主成分分析函数ＰＣＡ。

然后，将犡＝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５６

代入ＰＣＡ

（犡），求得权重犲＝［０．０１３３，０．１５７１，０．８２９６］；

犣１＝犢·犞＝［３．３４５１，３．４５０３，３．２７３８，２．６５８７，

３．４９６７］Ｔ。由于第一主成分贡献率犲１＞８０％，因

此，各个监测点大气环境质量的优劣排名依次为

东湖管理处、武昌客运站、１６１医院、汉阳区监测

站、武冶机修厂。

表２　武汉市空气污染物监测值／ｍｇ·ｍ
－３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监测点位名称 ＳＯ２ ＮＯ狓 ＴＳＰ

１６１医院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２

汉阳区监测站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１

武昌客运站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２

东湖管理处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８

武冶机修厂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１５６

　　根据以上分析的灰度关联原理，同样可在

ＭＡＴＬＡＢ 中 建 立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评 价 函 数

ＧＭ
［５～７］，求出各个监测点相对于各级标准的灰关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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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狉，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个测点相对于各级标准的灰关联度狉值

Ｔａｂ．３　Ｇｒａ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狉

监测点位名称 Ⅰ Ⅱ Ⅲ Ⅳ Ⅴ

１６１医院 ０．６７５２０．９７５７０．９２９５０．５５０７０．３６０１

汉阳区监测站 ０．６７７４０．９７５８０．９２６８０．５５０４０．３６０４

武昌客运站 ０．６８０５０．９８７１０．９２９４０．５４５００．３５７３

东湖管理处 ０．８０３４１．０００００．８０３００．５１０９０．３５１３

武冶机修厂 ０．６２８６０．９７３５０．９９１５０．５５０５０．３４９８

　　比较各级灰关联度狉，可确定评价结果为：东

湖管理处、武昌客运站、１６１医院和汉阳区监测站

的大气环境质量均为Ⅱ级，武冶机修厂测点的大

气质量为Ⅲ级。这同时也反映了在一个区域（城

市）中风景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最好，交通区与居民

区的大气质量次之，工业区的大气污染最为严重。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对这两种评价方法相比

较可以看出，综合指数法只需进行简单的加权平

均，这实际上是近似地认为各污染物影响大气质

量的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导致计算结果有偏差。

虽然该方法计算简单且易于操作，但是简单加权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性，导致评价出各监测

点的污染级别偏高；灰度关联分析法不仅刻画了

大气质量各级别之间界限的模糊性，而且也较为

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区域大气污染的实际情况，结

果可靠，克服了综合指数法硬性划分污染级别而

导致级别突变的缺点，虽然计算较复杂，计算量

大，但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可编程实现。

不同区域中的大气质量有不同的特点，对数

主成分分析可以对该区域的各环境指标进行较为

客观的赋权，再结合灰度关联法进行评价，得到区

域大气质量等级的同时可获得各监测点的污染排

名，使得评价结果比传统的综合指数法更为客观，

且整个过程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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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８ＳｏｕｔｈＤｏｎｇｈ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ｄｅｘ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ｇｒａ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ｕ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ＭＡＴＬＡＢ６．５．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ｖｅｎ

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ｃｃｏｒ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ｃｔ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ａ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ＯＨｕａｎｍｅ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ｙａｏｈｕａｎｍｅｉ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责任编辑：　晓晨）

８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