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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3种高绿量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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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省宿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目的】明确不同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作用及其与主要气象因子的相关性，为筛选消减能力较强的道

路防护林结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冬季苏北地区绿量较高的3种道路防护林［常绿针叶雪松（Cedrus deodara）纯

林、常绿阔叶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纯林及垂柳（Salix babylonica）与龙柏（Sabina chinensis）混交林］为研究

对象，连续监测防护林距道路不同林带宽度（10、20、30、40、50和60 m）处的PM2.5浓度、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及光照强

度，以防护林与城市主干道边缘的交接处（0 m）为参照，分析不同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作用及其与主要气象因

子的相关性。【结果】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林带宽度的PM2.5浓度日变化规律均呈午间高、早晚低的特征；对应的PM2.5浓

度均值分别在106~131、100~125和100~127 μg/m3，均超出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浓度标准

（PM2.5二级浓度标准限值为75 μg/m3），说明监测期间3种道路防护林的PM2.5污染较严重。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

减率均值排序为雪松纯林（8.09%）>香樟纯林（4.54%）>垂柳与龙柏混交林（1.82%）。其中，雪松纯林对PM2.5的消减率

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逐步上升；香樟纯林除了在林带宽度20~30 m处的PM2.5消减率略有下降外，其消减率也随着林

带宽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垂柳与龙柏混交林的PM2.5消减率较低，且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其消减率出现明显起伏

变化，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3种道路防护林的PM2.5消减率与温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同），与相对湿度呈极

显著负相关；对应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y=0.484x+0.654（R2=0.175）和y=-0.095x+11.682（R2=0.377）。【结论】雪松纯林对

PM2.5的消减能力较强，可作为强滞尘能力防护林带选用；而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在林带宽度0~20 m处的PM2.5消减作用

较明显，可作为道路边缘绿化带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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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belts with high green biomass
in reducing PM2.5 in winter

LIU Yu1，2，WANG Xiao-li1，2，XU Chun-ling3，JIANG Ya-hua1，GE Heng1，DONG Rong1

（1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of Suqian College，Suqian，Jiangsu 223800，China；2College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3Jiangsu Suqi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Suqian，Jiangsu 2238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objectiv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clarify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road shelter forests
on PM2.5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major meteorological factors，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creening the
structure of road shelter forests with strong reduction ability.【Method】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 forests（Cedrus deoda-
ra forest，Cinnamomum camphora forest and mixed forest of Salix babylonica and Sabina chinensis）with high green bio-
mass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Jiangsu Province in winter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PM2.5 concentration，temperature，relative humidity，wind velocity and light intensity at different forest belt widths（10，
20，30，40，50 and 60 m）of the shelter forest away from the road. And then，the junction（0 m）of the shelter forest and
the edge of urban main road was regarded as a reference to analyze PM2.5 redu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road shelter forest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main meteorological factors.【Result】The daily varia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at different forest
belt widths of the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 forest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daytime and low in the mor-
ning and evening. Meanwhile，the corresponding mean PM2.5 concentrations were 106-131，100-125 and 100-127 μg/m3，
respectively，all of which exceeded the secondary concentration standard in GB 3095-2012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the standard limit of PM2.5 secondary concentration was 75 μg/m3），indicating that the PM2.5 pollution of the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 forests was serious during the monitoring period. The mean reduction rate of PM2.5 in the three kinds of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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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冬季地面温度低，不利于空气上下

对流，易形成逆温层而导致雾霾天气频繁发生，严重

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柴一新等，2002；张衍燊等，

2013；王晓磊和王成，2014）。雾霾主要由大气细颗

粒物（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 μm的空气颗粒物，

PM2.5）组成（韩毓，2009；张桂芹等，2012）。相对于较

粗的颗粒物，PM2.5的粒径小、比表面积大、活性强，易

携带有害物质，且在大气层中停留时间长（Chan et

al.，1999；Pope et al.，2002）。机动车尾气是PM2.5的

主要来源之一（徐伟嘉等，2014），以质量更轻、粒径

更小的气溶胶停留在大气层中，遇到冬季静稳的天

气状况时极易形成雾霾。道路防护林通过植物复杂

的叶表结构、冠层结构及生理生化特性，可滞留和吸

附大气颗粒物（陈波等，2018；邱玲等，2018），是消减

交通污染源的重要途径（Beckett et al.，1998），已得

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因此，探究不同道路防护林对

PM2.5的消减能力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分析道路

防护林滞尘的空间分布特征，对筛选消减能力较强

的道路防护林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

道路防护林对颗粒物的消减作用受其林带结构（粟

志峰等，2002；殷彬等，2007）及植物种类（高海波，

2019）等因素协同影响，且消减作用与颗粒物所在区

域的气象因子有关（赵文慧等，2010）。刘青等（2009）

通过观察道路灰尘飘落规律和测算树种叶面积，发

现松科植物滞尘量明显高于其他园林树种；蔺银鼎

等（2011）研究林带对机动车道的净化效应，结果发

现林带对可吸入颗粒物的重要性排序为高度>疏透

度>宽度，而净化总悬浮颗粒物的重要性依次为疏透

度>高度>宽度；王月容等（2013）分析北京市道路绿

地对PM2.5的消减作用，指出绿地内PM2.5浓度的日变

化趋势均呈双峰单谷型特征；刘萌萌（2014）对道路

林带内外的PM2.5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PM2.5

中SO4
2-、NO3

-和NH4
+等3种离子浓度与温度均呈正相

关，而SO4
2-和NO3

-浓度与大气压呈显著负相关；包红

光等（2016）通过监测不同结构外侧防护林的PM2.5浓

度，发现林带在11：00和13：00时对PM2.5消减作用最

强；马远等（2018a，2018b）分析降水量等气象因子与

道路防护林滞尘的相关性，发现降水量是影响道路

滞尘的最主要限制因子；Zhao等（2018）研究不同植

物配置对北京风速和滞尘的影响，发现在不同方位

配置相应植物群落可加强绿地滞尘效益。【本研究切

入点】目前，有关道路防护林消减颗粒物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不同树种消减颗粒物量差异及其成分分析等

方面，而针对冬季道路防护林不同宽度及不同林分结

构消减PM2.5等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以苏北地区冬季绿量较高的3种道路防护林

为研究对象，连续监测其距道路不同林带宽度处的

PM2.5浓度和主要气象因子，分析不同道路防护林对

PM2.5的消减作用及其与主要气象因子的相关性，为筛

选消减能力较强的道路防护林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监测区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黄河南

路西侧（东经118°17 ′ 36″，北纬33°56 ′ 10″），属于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向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过渡地带。选

择苏北地区冬季绿量较高的道路防护林雪松（Ce-

drus deodara）纯林（常绿针叶林）、香樟（Cinnamo-

mum camphora）纯林（常绿阔叶林）及垂柳（Salix

babylonica）与龙柏（Sabina chinensis）混交林（针阔

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Ⅰ、Ⅱ和Ⅲ表示这3种

防护林类型，各防护林样地概况见表1。主要仪器设

备：赛纳威HAT200便携式气溶胶颗粒物检测仪（深

圳市赛纳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DEM6型轻便三杯

风向风速表（上海隆拓仪器设备有限公司），DJL-18-G

温湿光三参数记录仪（浙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

刘宇等：冬季3种高绿量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作用

shelter forests was sorted as C. deodara forest（8.09%）>C. camphora forest（4.54%）>mixed forest of S. babylonica and S.
chinensis（1.82%）. Among them，the reduction rate of PM2.5 in the C. deodara forest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orest belt width；the reduction rate of PM2.5 in the C. camphora fores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orest belt
width，except that the reduction rate of PM2.5 at the forest belt width of 20-30 m decreased slightly. The reduction rate of
PM2.5 in the mixed forest of S. babylonica and S. chinensis was relatively low and showed obvious fluctuations with the in-
crease of forest belt width，and presented downward trend in general. The reduction rate of PM2.5 in the three kinds of fo-
rests were extreme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mperature（P<0.01，the same below），and extremely negatively correla-
ted with humidity，the corresponding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were y=0.484x+0.654（R2=0.175）and y=-0.095x+11.682
（R2=0.377）.【Conclusion】C. deodara shows superb capability of PM2.5 reduction，which can be used as protection forest
belt for dust retention. Mingled forests of S. babylonica and S. chinensis shows obvious PM2.5 reduction at 0-20 m of forest
belt width，which can be used as green belt for road edges.

Key words：road shelterbelts；PM2.5；reduction effect；meteorological factor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Spark Program（2013GA690424）；Suqian Industry Development Guiding Project（S201710）；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16YB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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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3种防护林相邻，均为东西走向

排列，沿道路垂直方向布设0、10、20、30、40、50和

60 m等7个监测点，其中0 m为城市主干道边缘。

2017年12月—2018年2月，于每月上、中、下旬选择

3个天气状况稳定的无雨天，在7：00—19：00期间每

隔2 h分别在3种防护林类型（Ⅰ、Ⅱ和Ⅲ）不同林带

宽度监测点进行同步观测。采样高度在距离地面

1.5 m处，每个监测点设3次重复。

1. 2. 2 监测内容及指标 应用赛纳威HAT200便携

式气溶胶颗粒物检测仪测定PM2.5浓度，采用DEM6

型轻便三杯风向风速表测定风速，利用DJL-18-G温

湿光三参数记录仪记录各监测点的温度、相对湿度

和光照强度。参考苏维（2018）的方法，计算3种道路

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率。

W（%）=（C0-Ca）/C0×100

式中，W为消减率，C0为3种道路防护林0 m处

的PM2.5浓度（μg/m3），Ca为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林

带宽度（10、20、30、40、50和60 m）监测点的PM2.5浓

度（μg/m3）。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以最小

显著性差异法（LSD）检测数据间的差异显著性，并

采用Excel 2007绘制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2. 1 3种道路防护林PM2.5浓度的日变化规律

从图1可看出，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监测点的

PM2.5浓度日变化规律均呈午间高、早晚低的特征；

PM2.5浓度在市民下班高峰期（17：00—19：00）略有上

升。从7：00开始，雪松纯林（图1-A）和香樟纯林（图

1-B）的PM2.5浓度逐步上升，至13：00时达峰值后开始

下降；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图1-C）的PM2.5浓度则在

11：00时达最高值，而后开始逐步下降。3种道路防

防护林类型
Forest type
Ⅰ
Ⅱ
Ⅲ

主要植物
Main plant

雪松 C. deodara
高羊茅 Festuca elata
香樟 C. camphora
高羊茅 F. elata

垂柳 S. babylonica
龙柏 S. chinensis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狗牙根 Cynodondactylon

株行距（m×m）
Planting density

7×7
-

5×5
-
-
-
-
-
-

郁闭度
Crown density

0.9
-

0.7
-

1.0
1.0
1.0
1.0
1.0

树高（m）
Tree height
11.08±0.97

-
9.32±0.88

-
12.52±0.92
11.30±0.27
1.90±0.32
1.67±0.19

-

冠幅（m×m）
Crown breadth

7.31×6.20
-

5.72×5.58
-

10.21×9.46
3.53×3.42
2.47×2.28
2.30×2.25

-

枝下高（m）
Height under branch

-
-

2.23±0.22
-

2.15±0.21
-

1.13±0.15
-
-

表 1 3种道路防护林样地概况
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belts

图 1 3种道路防护林PM2.5浓度的日变化规律
Fig.1 Diurnal varia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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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雪松纯林；Ⅱ：香樟纯林；Ⅲ：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图1~图3及表2同
Ⅰ：C. deodara forest；Ⅱ：C. camphora forest；Ⅲ：Mixed forest of S. babylonica and S. chinensis.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1-Fig.3 and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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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各监测时段的PM2.5浓度均值分别在106~131、

100~125和100~127 μg/m3，均超出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浓度标准（PM2.5二级

浓度标准限值为75 μg/m3），说明监测期间3种道路

防护林的PM2.5污染较严重。

2. 2 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消减作用的日变化规律

由图2可看出，雪松纯林对PM2.5的消减作用出

现2个峰值，分别在9：00和13：00时，对应的PM2.5消减

率为11.13%和11.76%；11：00时的PM2.5消减率最低，

仅为3.89%。香樟纯林的PM2.5消减率在上午（7：00—

11：00）出现起伏变化，但从13：00时以后其消减率

稳步上升，最高值为5.99%。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对

PM2.5 的消减作用较弱，PM2.5 消减率变化范围在

1.31%~3.01%。

2. 3 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林带宽度对PM2.5的消减

作用

如图3所示，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率均

值排序为雪松纯林（8.09%）>香樟纯林（4.54%）>垂

柳与龙柏混交林（1.82%）。雪松纯林对PM2.5的消减

率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0 m处

的4.96%上升到60 m处的12.40%。香樟纯林除了在

林带宽度20~30 m处的PM2.5消减率略有下降外，其

消减率也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最高值

为60 m处的6.69%，最小值为10 m处的1.88%。垂柳

与龙柏混交林的PM2.5消减率较低，且随着林带宽度

的增加其消减率出现明显起伏变化，但整体上呈下

降趋势；综合图1可知，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在距离道

路0~20 m处对PM2.5的消减作用最佳。

2. 4 PM2.5消减率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

将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的消减率与气象因子

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2）表明，PM2.5消减率与温

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同），与相对湿度呈极

显著负相关；香樟纯林对PM2.5的消减率与风速和

光照呈显著负相关（P<0.05），但雪松纯林和垂柳

与龙柏混交林对PM2.5的消减率与风速和光照的相关

性不显著（P>0.05）。将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监测点

的PM2.5消减率分别与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线性拟

合，结果（图4）得知，PM2.5消减率与温度的线性回归

方程为y=0.484x+0.654（R2=0.175），F=62.132；PM2.5

消减率与相对湿度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0.095x+

11.682（R2=0.377），F=23.674，说明均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3. 1 冬季3种道路防护林消减PM2.5的能力比较

至今，有关乔灌草结构和乔草结构林地消减

PM2.5的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可能与研究季节、林

带宽度、地被覆盖物状况、树木类型及叶片滞尘能力

不同有关（王晓磊和王成，2014）。方颖等（2007）研

究认为，稀疏林地冠层内的滞尘量较乔灌草结构的

高；李新宇等（2016）研究发现，纯林结构和乔草结构

林地对PM2.5的消减能力优于乔灌草结构；孙晓丹等

（2017）研究显示，乔灌草结构林地消减PM2.5的能力

优于乔草结构林地。本研究中，在林带宽度0~40 m，

雪松纯林和香樟纯林内的PM2.5浓度高于垂柳与龙柏

图 2 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消减作用的日变化情况
Fig.2 Diurnal variation of PM2.5 reduction of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belts

图 3 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林带宽度对PM2.5的消减作用
Fig.3 Reduction of PM2.5 by different forest belt widths of

three kinds of road shelterbelts

表 2 PM2.5消减率与气象因子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2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PM2.5 reduction rat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防护林类型
Forest type
Ⅰ
Ⅱ
Ⅲ

光照（Lux）
Illumination

-0.004
-0.175*
-0.118

温度（℃）
Temperature

0.132**
0.413**
0.419**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0.108**
-0.324**
-0.21**

风速（m/s）
Wind speed

-0.041
-0.154*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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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交林；在林带宽度40~60 m，由于垂柳与龙柏混交

林的紧密结构及无风环境致使PM2.5扩散能力减弱，

混交林内的PM2.5浓度开始超过雪松纯林和香樟纯

林，且冬季大气环境稳定，垂柳与龙柏混交林（乔灌草

结构）内高湿环境下，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多附着于雾

气中不易沉降，导致各监测点的PM2.5浓度相对较平

稳。此外，细颗粒物能与其他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二次气溶胶（包红光等，2016；屈海燕和陆秀君，

2017），导致林内PM2.5浓度甚至出现升高趋势。

3. 2 冬季3种道路防护林不同林带宽度对PM2.5的

消减作用

林内的PM2.5浓度明显小于林外的PM2.5浓度，即

道路防护林对细颗粒物的吸附和净化作用已得到普

遍认同，但有关不同林带宽度消减PM2.5效率方面的

结论并不一致。在本研究中，雪松纯林对PM2.5浓度

的消减率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而稳步上升，香樟纯

林除了在林带宽度20~30 m处的PM2.5消减率略有下

降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与陈玮等（2003）、Mori等

（2014）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垂柳与龙柏混交林的

PM2.5消减率较低，且随着林带宽度的增加，其消减率

出现明显起伏变化，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童明坤

等（2015）研究发现，在距离污染源26 m处，混交防护

林对颗粒物的消减作用最佳，但随着距离的增加，其

颗粒物浓度下降不明显。综上所述，冬季纯林结构

的道路防护林更有利于PM2.5扩散和沉降，而上下结

构紧密的混交林在超过一定林带宽度后对PM2.5的消

减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冬季道路防护林绿量较高，

选用常绿乔木的纯林结构可增强防护林对颗粒物的

吸收和滞留。

3. 3 PM2.5消减率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3种道路防护林的PM2.5消减

率与温度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呈极显著负

相关。李新宇等（2016）研究发现，随着温度的上升，

大气交换频繁，有利于空气颗粒物的扩散和迁移，致

使防护林消减PM2.5的能力增强。Yan等（2016）研究

认为，相对湿度增大，颗粒物易被吸附在大气层水汽

中，且PM2.5粒径小，更有利于作为凝结核而凝聚，造

成林内PM2.5浓度升高，消减率下降，与本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也有研究认为，当相对湿度超过一定范围

后，颗粒物湿沉降增加，而造成颗粒物浓度下降（马

远等，2018a）。在通透环境及一定风速范围内，风速

增加有利于PM2.5的扩散和稀释（王晓磊和王成，

2014）。Beckett等（2000）研究证实，风速小于8 m/s

时颗粒物沉降速率随风速增加而增大，超过该值则

叶片滞尘及颗粒物沉降速率降低。王会霞等（2015）

研究发现，空气颗粒物浓度随着风速的增加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但在本研究中，3种道路防护

林对PM2.5的消减率与风速无显著相关性，可能与研

究期间风速较小有关（最大风速小于3 m/s），随着林

带宽度的增加，风力在冠层的阻挡下逐步减弱，林内

PM2.5的水平扩散和垂直运动受到限制，因此对PM2.5

浓度的影响较小。光照强度增强，植物的蒸腾作用

加强，其叶表面更湿润而有利于颗粒物沉降，但光照

同时加强大气的光化学反应，有利于二次气溶胶生

成（童尧青等，2007），促使林内颗粒物浓度升高，可

能是3种道路防护林对PM2.5消减作用与光照不显著

相关的原因之一。

4 结论

雪松纯林对PM2.5的消减能力较强，可作为强滞

尘能力防护林带选用；而垂柳与龙柏混交林在林带

宽度0~20 m处的PM2.5消减作用较明显，可作为道路

边缘绿化带选用。

图 4 PM2.5消减率与气象因子的散点分布图
Fig.4 The scatter plot between PM2.5 reduction rat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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