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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报 

 

2017 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河流水

质有所好转；湖泊水质总体保持稳定；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区域

和道路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一）环境空气质量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2017 年，东西湖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50 天（国控点），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70.2%（国控点）。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 2016 年增加了 32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了 10.3 个百分

点。指标对比图见图 1。 

 

图 1    2017 年和 2016 年空气质量对比图 

国控点监测结果表明：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年日均浓度为 9 微克/立方米，达标。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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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下降了 1 微克/立方米，下降率为 10%。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NO2）年日均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超标 0.175 倍。

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4 微克/立方米，上升率为 9.3%。 

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日均浓度为 86 微克/立方米，超标 0.23

倍。与 2016 年相比，下降了 8 微克/立方米，下降率为 8.5%。 

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日均浓度为 54 微克/立方米，超标 0.54 倍。

与 2016 年相比，下降了 5 微克/立方米，下降率为 8.5%。 

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CO）年日均浓度为 1.0 毫克/立方米，达标。 

环境空气中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年均值为 84 微克/立方米，达

标。 

主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值除二氧化氮外，均较 2016 年有所下降。主要

指标年日均浓度对比见图 2。 

 

图 2   2017 年和 2016 年空气主要监测指标对比图 

2、自然降尘现状 

2017 年，全区年月自然降尘量为 3.34 吨/（平方公里·月），达到 TJ36-97《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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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卫生标准》中规定的 10 吨/（平方公里·月）。与 2016 年相比，年月自然

降尘量上升了 0.57 吨/（平方公里·月），上升率为 20.6%。 

3、降水现状 

2017 年，年降水量为 777 毫米，降水 pH 范围为 6.07~7.27，年降水 pH 平

均值为 6.63，酸雨样品检出率为 0。 

（二）水环境质量 

1、饮用水源水质 

汉江为本区的主要饮用水源，2017 年，本区东西湖自来水公司余氏墩水厂、

西湖水厂、走马岭水厂的水源地水质 27 项指标的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标准，水质达标率 100%。 

2、湖泊水质 

（1）东大湖 

2017 年，该水体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三项污染物指标年均值

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水体中其它污染物

年均值均未超标，按照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污染指数最高的总磷，评价指数

为 3.6，水质为Ⅴ类，相比 2016 年水质略有好转，未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类别

标准。 

（2）金湖 

2017 年度，该水体中化学需氧量、总磷污染物指标年均值超过《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标准，其余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中Ⅳ类标准。按照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污染指数最高为总磷，评价指数



                                2017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报

 

4 

为 2.3，水质属劣Ⅴ类，湖泊水质较 2016 年下降，未能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类

别标准。 

（3）银湖 

2017 年度，银湖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

标准，湖泊水质较 2016 年好转。 

（4）杜公湖 

2017 年度，杜公湖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Ⅴ类标准。 

（5）黄塘湖 

2017 年度，黄塘湖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Ⅲ类标准，湖泊水质较 2016 年好转。 

表 1     2017 年度东西湖区内湖泊水质统计表 

湖泊名称 
功能区

类别 
年均值超功能区类别项目及超标倍数 

水质类别 富营养

化程度 2016 2017 

东大湖 Ⅲ 
总磷（2.6）、化学需氧量（0.4）、 

生化需氧量（0.15） 
劣Ⅴ Ⅴ 中度 

金湖 Ⅳ 总磷（1.3）、化学需氧量（0.17） Ⅴ 劣Ⅴ 中度 

银湖 Ⅳ 总磷（0.48） Ⅴ Ⅳ 轻度 

杜公湖 / / Ⅴ Ⅴ 轻度 

黄塘湖 / / Ⅴ Ⅲ 中度 

 

3、河流水质 

府河为本区过境河流。黄花涝段至李家墩段（李家墩断面），执行



                                2017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报

 

5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Ⅴ类标准。 

2017 年，李家墩断面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年均值分别为 20 毫

克/升、0.42 毫克/升、1.98 毫克/升、0.19 毫克/升，较 2016 年，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总磷分别下降了 14 毫克/升、0.51 毫克/升、0.6 毫克/升、0.06 毫克/

升，下降率分别为 41.2%、54.8%、23.3%、24%。2017 年度李家墩断面水体中

污染物年均值均达标，水质现状为Ⅲ类，总体水质较 2016 年好转，水质情况见

表 2。 

 

表 2  2017 年府河李家墩断面水质统计表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功 能

区 类

别 

年均值超功能区类别项

目及超标倍数 

水质类别

（2016） 

水质类别 

（2017） 
比较 

府河武汉

段 
李家墩 Ⅴ / Ⅴ Ⅲ 

明显 

好转 

 

（三）声环境质量 

1、功能区噪声 

我区功能区噪声布设监测点两个（即闷家湖、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闷家湖监测点为居民小区，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

区标准。2017 年度其功能区噪声年平均值昼间为 49.5 分贝，较 2016 年上升 2.1

分贝，达标；夜间为 42.6 分贝，较 2016 年下降了 3.8 分贝，达标；昼夜等效声

级为 50.9 分贝。 

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监测点为工业区，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

质量标准》中 3 类区标准。2017 年度其功能区噪声年平均值昼间等效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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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8.5 分贝，达标；夜间等效声级为 42.3 分贝，达标；昼夜等效声级为

50.4 分贝。 

2、交通干线噪声 

2017 年全区东吴大道路段交通噪声平均值为 66.5 分贝，较 2016 年上升了

1.3 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4a 类标准。 

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吴家山地区为 2 类噪声功能区，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区标准。布设老监测点四个（即种子站、16 栋、老法院、人民医院）以及 42

个网格测点。 

按 4 个老监测点评价，2017 年度吴家山地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昼间为

57.3 分贝，各测点噪声均达标。与 2016 年相比，昼间噪声均值上升了 2.7 分贝。 

按 42 个网格点位评价，2017 年东西湖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59.5

分贝，较 2016 年上升了 0.9 分贝，其噪声源来自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

声、生活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