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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对东湖
的水质污染进行评价

姚焕玫１　黄仁涛１　甘复兴１　刘　洋１

（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从对逆指标进行线性变换、用对数化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及评价指标的选择等三个方面对传统主

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改进，并应用于东湖的水质污染质量评价中。与传统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更为合理地保留

了原始指标矩阵中的信息，且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评价过程全部用计算机实现，并将评价

结果生成东湖水质污染专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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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环境质量评价是环境质量评价的主要内

容，在评价中常用的数学方法有简单指数法、分级

加权评分法、普通概率统计法和模糊数学法等。

由于水质系统是由各种污染指标变量组成的复杂

系统，各个因子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每一

因子都只从某一方面反映水质质量，因此依据它

们作综合评价有一定的难度。主成分分析方法正

是一种将多维因子纳入同一系统进行定量化研

究，且理论比较完善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１］，在解

决很多实际问题时已取得较好效果。在计算机软

硬件的支持下，将改进后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应用

于湖泊的水质污染程度的综合评价之中，计算简

便，在可比性、定量定性分析结合程度、指标权重

选取等方面较其他方法有一定优越性。

１　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

１．１　对传统主成分评价法的一些改进

１．１．１　对逆指标进行线性变换

对于一些与评价目标成反比的指标，大多数

文献在计算中采用的正逆变换方法是倒数法，但

采用这种方法对主成分评价结论是有一定影响

的。对于只用第一主成分排序，这种影响相对小

一些，因为第一主成分注重每个变量的“大小”，正

逆变换只是使相应的权系数符号改变。但是多个

主成分的加权综合却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原因是

指标正逆变换其实改变了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

数，从而特征根与特征向量也产主了变动，据其进

行的评价就可能出现变动。也可以说，指标正逆

形式变动对“形态因子”的影响很大。

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将这些指标进行线性变

换，即不改变原始的指标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对

主成分综合评价的结论也就不会产生影响。可设

线性变换函数为狓′＝犪＋犫狓，参数犪、犫通常根据

两个临界点（即满分点与不合格点）的取值来确

定，也可以选择两个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指标取值

为参照系，利用两点一线原则即可确定参数。

１．１．２　对数化预处理

传统的主成分分析将标准化作为惟一的无量

纲化方法［４］，主成分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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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始变

量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时，传统主成分

分析方法就不太合适。由于Ｐｅａｒｓｏｎ直线相关系

数无法体现非线性相关关系，从而第一主成分的

方差贡献率将比较低，因此对于主成分分析法，也

应该考虑非线性的关系。具体的实施公式为：

狔犻＝ｌｎ狓犻－ｌｎ狓犻

这样，对数化后第一主成分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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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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是对原始变量几何均值化的加权几何平

均；犌犻为相应的几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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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线性综

合评价属于算术平均合成，则对数化预处理实质

上是“几何平均合成模型”。

１．１．３　评价指标的选择

文献［２，３］大多依据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的

多少来选择评价指标，例如当第一主成分的方差

贡献率大于８０％时，只采用第一主成分来进行综

合评价即可；而当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小于

８０％时，则需要按照贡献率的大小，依次将前几个

主成分进行线性加权综合，使得方差贡献率的总

和超过８０％。

由于每一个主成分都代表了一个方向，一个

与其他所有主成分正交的方向，所以多个主成分

的正权线性平均的结果就是多个相互独立的随机

变量线性组合。根据随机变量线性组合的方差原

理可知，这种组合由于两两相关系数为零而起不

到使组合后的方差得以倍增的效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可以知道，第一主

成分总是与各指标大小有关，通常称之为“大小因

子”，而水质质量的综合评价正是一种“大小”评

价，因此第一主成分的评价意义是无可非议的，它

所揭示的信息的确全部属于评价信息。第二及更

后面的主成分都是一些“形状因子”，它们反映的

是各个指标集合中某些“特征信息”而不是“综合

评价信息”，其数值的大小一般不能代表评价对象

的“好坏”或“高低”。因此将其他主成分也纳入综

合评价值计算体系是很不合理的，其结果是对那

些“具备某些特定特征”的指标有利，而对那些不

具备这种特征的指标不利，这绝对不是综合评价

的本意。如果要反映这种特征，则干脆将全部主

成分都计算在综合评价值之内，这样才是公平的，

否则对有些指标个体是很不公平的。

因此本文主张选择评价指标要么只用第一主

成分，要么就包括所有主成分，而不是只取前几位

的主成分以达到提高方差贡献率的目的。

一般说来，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超过

８０％，它在较大程度上就全面综合了各指标的信

息，这时可以考虑将第一主成分作为惟一评价指

标。因为它是最能区分原始样本点的一个方向，

其他任何线性组合的结果都不可能比这个主成分

具有更大的区分度，在此情况下评价结果的置信

度大于８０％。

在第一主成分贡献率较低（低于８０％）的情

况下，第一主成分作为惟一评价指标就不再合适

了，应采用所有主成分进行评价以便提高评价结

果的置信水平。此时，可以逐个分析各个主成分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当原始各指标对综合指标都

为正指标时，特征向量狌犻中系数绝对值较大者应

有同样的符号且都为正值。若系数绝对值较大者

都为负值，也就是说该主成分与评价指数是负相

关的，此时应把相应特征向量改向，使主成分成为

－狕犻，再与其他主成分综合。

１．２　评价的步骤

１）为了排除数量级和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

首先对原始指标数据矩阵（狓犻犼）犿×狀进行对数化处

理：

狔犻犼 ＝ｌｎ狓犻犼－
１

狀∑
狀

犽＝１

ｌｎ狓犻犽 （１）

式中，狓犻犼为第犻个分区第犼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２）根据对数化后的矩阵（狔犻犼）犿×狀，计算它的

协方差矩阵犛＝（狊犻犼）狀×狀。

３）计算矩阵犛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根据特征方程｜狊－λ犐｜＝０，计算特征根λ犻，并

使其从大到小排列：λ１≥λ２≥…≥λ狆，同时可以得

到对应的特征向量狌１，狌２，…，狌狆，它们标准正交，

狌１，狌２，…，狌狆 为主轴。

４）计算贡献率犲犻：

犲犻＝λ犻／∑
狆

犻＝１

λ犻 （２）

　　５）计算主成分犣犻：

犣犻＝∑
狆

犻＝１
∑
狆

犼＝１

狔犻犼狌犻犻 （３）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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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即可；

当犲１＜８０％时，对所有的狋个主成分利用公式犣

＝∑
狋

犻＝１
犲犻狕犻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２　东湖的水质综合评价

作为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市东湖的总体水

质为劣Ｖ类，但各个子湖具体的污染状况又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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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为了制定东湖的环境规划并进行有针对性

的治理，分别对各个子湖的水质质量进行评价是有

必要的。表１为２０００年武汉市东湖的１７个水质

指标的监测值，监测点分别为各个子湖的湖心。

表１　东湖各子湖水质质量情况／（ｍｇ·Ｌ
－１）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ｂＬａｋ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Ｌａｋｅ

名称 悬浮物 总硬度 溶解氧
高锰酸

盐指数
ＢＯＤ５ 氨氮

亚硝酸

盐氮

硝酸

盐氮
挥发酚

总氰

化物
砷 汞 六价铬 铅 镉 总氮 总磷

水果湖 ４５ ８．９ ７．６ １１．０９ ４．２ ３．２９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２．２０Ｅ－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５．８３ ０．４８２

汤菱湖 ４０ ７．７ ８．６ ４．２２ ２．２ 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１．２０Ｅ－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９６ ０．０４５

郭郑湖 ４０ ７．９ １０．４ ７ ３．６ 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１．８０Ｅ－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１．７８ ０．１１２

庙湖 ４５ ９．２ ７．８ １２．４８ ５．４ ５．１６ ０．２１８ ０．７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２．００Ｅ－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７．６４ ０．５３

鹰窝湖 ２０ ７．３ ９．３ ５．２８ ２．２ ０．３５ ０．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１．００Ｅ－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９６ ０．０４５

　　由于溶解氧与湖泊水质的污染程度呈反比，

所以首先对溶解氧指标值进行线性变换，构造一

个变换函数狓′＝犪＋犫狓。根据地面水环境质量标

准ＧＢ３８３８８８，给Ⅱ类水（含溶解氧６ｍｇ／Ｌ）赋值

为６，Ｖ类水（含溶解氧２ｍｇ／Ｌ）赋值为１０，利用

两点一线原则可确定犪＝１２，犫＝－１。变换后的

溶解氧指标与其余指标一同构成评价指标矩阵

（狓犻犼）５×１７。将（狓犻犼）５×１７利用公式（１）进行对数变换

得（狔犻犼）５×１７，计算得出其协方差矩阵犛的特征根

和特征向量。最后根据公式（２）可得贡献率。

表２　与传统主成分分析法的贡献率相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贡献率 传统主成分分析法 改进后主成分分析法

犲１ ７１．９４４３ ７６．１１５１

犲２ １３．５２２１ １５．００８０

犲３ ８．９３９３ ５．６１２０

犲４ ５．５９４３ ３．２６４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运用改进后的主成分分析

法作水质综合评价与传统主成分分析相比，第一

主成分的贡献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且由特征向量

狌１可以得出东湖的主要污染指标是氨氮、总磷和

总氮，这与湖北省环保局在２０００年的环境质量公

报中对武汉市内湖的描述相一致。由式（３）计算

可得各个子湖的污染主成分，由于第一主成分的

贡献率较低（犲１＜８０％），所以应该对所有主成分

进行加权综合，计算得综合主成分犣＝［４．８３９２

２．７７５３　３．４４５９　５．７９３６　２．７６３４］
Ｔ，其中，

由于特征向量狌２、狌３中系数绝对值较大者为负

值，狕２、狕３取负值。

表３为利用改进后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的

各个子湖的水污染主成分、综合主成分及其排名。

由排名先后可得出，东湖各子湖中污染较严重的

为水果湖和庙湖，污染较轻的为汤菱湖和鹰窝湖。

从各子湖的实际情况看，排名靠后的庙湖和水果

湖正是位于生活和工业废水排放严重的人口和工

业稠密区，排名居前的鹰窝湖和汤菱湖离工厂较

远，离风景区较近。

表３　各个子湖的污染主成分、综合主成分以及排名

Ｔａｂ．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ｄｅｒ

主成分 狕１ 狕２ 狕３ 狕４ 综合主成分犣 排名

水果湖 ６．３０５５ ０．６５３８ －０．０８２０ ４．０８２５ ４．８３９２ ４

汤菱湖 ３．２８７１ －０．６７６９ －０．４１１４ ４．５５４０ ２．７７５３ ２

郭郑湖 ４．１９２７ －１．０４０２ ０．４５９４ ３．８０８２ ３．４４５９ ３

庙湖 ７．１２９８ －１．３５５１ －０．５８４８ ３．９９６８ ５．７９３６ ５

鹰窝湖 ３．３７２１ －０．２５４６ －０．７４５３ ３．５７５６ ２．７６３４ １

３　实现的方法与手段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对矩阵进行操作与运

算，而 ＭＡＴＬＡＢ作为一种著名的线性系统分析

工具，在矩阵运算和数值分析等方面具有极强的

功能。同时，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作为一种十分强大和有

生命力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语言，避开了Ｃ＋＋编程

过分繁琐和抽象的缺点，同时又能实现大多数

Ｗｉｎｄｏｗｓ编程目的。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简称 ＭＯ）是

基于ＣＯＭ 技术的地理信息系统控件，通过 ＭＯ

可较容易地完成以下功能：地图的放大、缩小和漫

游；通过ＳＱＬ语句来选择物体；对所选地图元素

的属性进行更新、查询；绘制专题图等等。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语言编程进行计算，在

ＶＢ中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就可以完成主成分分析中

的计算过程。而同时ＶＢ和 ＭＯ的结合被认为是

开发ＧＩＳ应用软件的最佳选择之一，通过这种方

式开发的应用程序具有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开

发简捷、程序运行占用内存少等优点。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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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ＶＢ开发环境下，在ＭＡＴＬＡＢ６．５软件中

实现改进后的主成分方法的各个分析步骤，利用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２．０控件完成东湖水质污染图的输

出，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东湖水质污染综合评价图

Ｆｉｇ．１　ＡＭａｐｏｎ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Ｌａｋｅ

图１中，各个柱高分别代表各子湖中氨氮和

总磷与它们在Ｖ类水中含量的比值（依据地面水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８８，Ｖ类水中氨氮的含量

为０．２ｍｇ／Ｌ，总磷的含量为０．２ｍｇ／Ｌ）。利用东

湖水体质量综合评价专题图，可以直观地了解东

湖内水体质量的空间分布状况，从而可为控制环

境污染、治理重点污染源、进行环境规划以及搞好

环境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４　结　语

本文将主成分分析方法运用在水质综合评价

中，作了如下改进。

１）构造线性变换函数对逆指标进行线性变

换，使得指标矩阵中的“形态因子”保持不变；

２）对原始指标矩阵进行对数化预处理以体

现其中的非线性相关关系；

３）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以方差贡献率８０％

为界，选择第一主成分或全部主成分进行评价。

改进后的主成分法可以减少原始监测指标矩

阵的信息损失。综合后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有了

明显的提高，并且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实现方法简便。

另外，通过ＶＢ与 ＭＯ可进一步将水体的质量评

价与ＧＩＳ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地为环境管理部

门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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