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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 年 5~10 月在石家庄地区对雾霾天气下的近地面到高空的云雾滴和云凝结核(CCN)进行了 7 架次飞机探测.利用 PMS 云粒子测
量仪器、机载温湿仪和连续气流纵向热梯度云凝结核仪获得的云雾粒子和云凝结核(CCN)探测资料,分析了层积云(Sc)和高积云(Ac)中云
粒子浓度、液态含水量、粒子算术平均直径和粒子有效平均直径的垂直分布特征;分析了 CCN 垂直和水平分布特征以及谱分布.结果表明
雾霾天气状况下,云滴数浓度在 102 个/cm3 量级上.高云粒子粒径总体大于低云粒子.云含水量平均值范围为 0.03~0.14g/m3;地面到 600 m 高
度内, CCN 值的平均值为 3034cm 3(过饱和度 S=0.3%).对 CCN 的活化谱进行拟合表明石家庄属于典型大陆性核谱,云对 CCN 有消耗作用,
-

逆温层的存在使得该区 CCN 浓度累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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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Cloud droplets and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over Shijiazhuang area, Northern China, were measured
based on airborne instruments during May to October, 2009. The data obtained from 7 fligh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umber concentration, liquid water content, the mean diameter and the effective diameter of cloud
droplets, as well as the spatial, temporal and spectral distribution of CCN in stratocumulus and altocumulus clouds under
foggy/hazy weather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cloud droplets was in the 102 orders of
magnitude high under foggy/hazy weather conditions, and that the sizes of cloud particles measured at higher levels were
larger than that at lower levels. The mean values of the cloud water content calculated from the droplet size spectra were
between 0.03 to 0.14g/m3, and the mean value of CCN concentration averaged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at 600m high was
3034cm-3 (for supersaturation of 0.3%).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CN was fitted with a power law function and was shown
of continental typ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louds had a scavenging effect on CCN, but the CCN concentration could
be increased remarkably due to present of an inverse layer.
Key words：Shijiazhuang area；cloud droplets；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aircraft
measurements

云对大气起着重要的动力和热力作用,云的 之间相互作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 3].
潜热释放、降水以及辐射作用都受云内微物理过
机载粒子测量系统(PMS)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程影响,这些过程包括暖云粒子和冰相粒子的形 开始投入国际上的一些云系观测试验[4 5].我国于
成、增长及其间相互作用[1].云凝结核(CCN)是指 收稿日期：2011-10-24
在云中水汽过饱和条件下能够活化为云滴的气 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GYHY(QX)2007-6-36);江苏高
溶胶粒子.它可以直接定量地将气溶胶和云相联 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系,因此 CCN 浓度的确定是气溶胶、云以及气候 * 责任作者, 教授, yinyan@nuist.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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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在一些观测试验中使用
PMS 系统[1].目前国内对云微物理结构飞机探测多是
结合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来展开的[6 9].而对云凝结核
的观测,多是以地面观测和飞机观测结合展开[10 15].
霾天气下的高气溶胶粒子浓度更能显著影响
地球表面和大气中的辐射平衡,通过改变云凝结核
浓度和组成来间接影响气候[16].雾霾期间对云雾滴
和云凝结核物理特性进行观测研究是准确认识雾
霾过程的环境效应的基础.杨军等[17]利用 2007 年
南京冬季雾霾转换过程的大气气溶胶和雾滴尺度
谱分布同步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粗粒子的数浓
度、表面积浓度和体积浓度在霾阶段浓度最低.
云雾滴及 CCN 浓度具有很大的地域差异,
对当地云和降水进行准确预报及人工影响,需要
对该地云雾滴及 CCN 分布特征进行系统研究,
从微物理过程上认识云和降水发展演变机制、降
水效率及人工影响潜力.专门针对雾霾天气下的
云雾滴和云凝结核研究甚少.2009 年 5~10 月,河
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利用改装后的夏衍-Ⅲ
飞机搭载云物理探测仪器在石家庄地区上空进
行了云雾滴和 CCN 的飞机观测,本文采用其中 7
架次雾霾天气下的探测数据进行云雾滴和 CCN
的分析,为霾天气下的云雾滴和云凝结核的数值
模拟研究提供观测事实.
飞机探测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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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P-100-ER 探头主要用于测量云粒子,其
测量的粒子直径范围为 1~95μm,分为 4 个量程,
每个量程内又等分为 15 个测量通道,该探头的最
小分辨率为 1μm(采用量程 3),有效采样面积为
0.310mm2,可以直接测量运动速度为 20~125 m/s
的粒子[18].本文分析的数据是使用 FSSP-100-ER
探头在量程设置为 1 情况下采集的,此时测量范
围为 2~47μm,每通道间隔为 3μm.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自 2004 年起采
用美国 DMT 公司生产的 CCN 仪,装载在经改装
后的夏衍-Ⅲ飞机上.DMT CCN 仪的核心部分是
一个高 50cm、内径 2.3cm 的圆柱形连续气流纵
向热梯度云室[19].DMT CCN 仪在飞机和地面均
可使用,设置的 S 范围为 0.1%~2.0%.可以设置单
一 S 进行连续测量,也可以设置最多 5 个不同 S
进行连续循环测量,计数频率为 1Hz[12].
2.2 飞行概况
本研究采用 2009 年 5~10 月 7 架次雾霾天
气下的飞机探测数据进行分析.观测期间 CCN
探测仪设置的单一观测时过饱和度(S)为 0.3%,
循环观测设置的 S 为 0.1%、0.3%、0.5%和 1%.
表 1 为 7 次探测的宏观记录,飞机观测高度一般
能达到 6900,主要探测区域在石家庄市和南部
周边县市,飞行时间在上午、中午和晚上,最长
飞行时间 188min,最短 141min.垂直地面方向
上的飞行路线基本上采用爬升—平飞—爬升
方式.

表 1 探测飞行概况
Table 1 Flight survey
日期

探测时间

天气现象

探测区域

探测高度范围(m)

温度区间(℃)

0℃层(m)

2009-05-14

14:18:21~17:08:10

雾

石家庄、邢台、邯郸

6917

-13.79~17.36

5106

2009-09-03

10:14:47~12:35:57

雾

石家庄

5121

0.18~21.94

/

2009-09-14

10:36:25~13:10:07

轻雾、霾

石家庄

6043

-8.72~28.39

3770

2009-09-28

14:52:26~17:40:51

霾

石家庄

6959

-18.58~24.44

4043

2009-10-10

19:59:23~22:54:38

阴霾

石家庄、邯郸、邢台

6933

-18.96~20.57

2919

2009-10-11

09:58:58~13:07:27

轻雾

石家庄、邯郸、邢台

6931

-21.61~17.34

3021

2009-10-25

14:51:28~17:39:40

重霾

石家庄

6936

-30.53~23.40

3157

注:“/”表示缺测

2.3

分析方法
例如 a)N>10 个/cm3;b)LWC>0.01g/m3;c)N>0.1 个/
根据前人的研究,定义云的出现有几种标准, cm3,LWC>0.0005g/m3.本研究中,当 N>10 个/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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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C>0.001g/m3 时定义云的出现,其中 N 为云滴
数浓度,LWC 为液态水含量.云雾滴数浓度 N、平
均直径 D、有效直径 Re、计算含水量 LWC 由下
式算出:

500hPa 高空槽,700hPa 存在低空切变线及低空
急流;2009 年 9 月 3 日石家庄 08:00 位于 500hPa
短波槽,925hPa 有暖脊,地面处于暖平流弱气压
场;2009 年 9 月 28 日石家庄地区 20:00 高空
N = ∑ ni
(1) 500hPa 存在弱西北气流.2009 年 10 月 10 日
20:00 500hPa 高空冷涡位于贝湖,河套附近有
D = ∑ ( Di ⋅ N i ) / N
(2)
短波槽,石家庄上空为偏西气流,地面处于高压
3
2
Re = ∑ ni ri / ∑ ni ri
(3) 底部.
3.1.1 云粒子的微物理参量 表 2 给出了 4 架
LWC = ∑ ni ri3 ρ w 4π / 3
(4)
次在整个飞行阶段探测到的云粒子的数浓度、算
式中: Di 为 i 通道粒子的中值直径,μm;ni 为１帧 术平均直径、有效直径和计算含水量统计结果.
内 i 通道粒子的个数; Ni 为单位体积内 I 通道粒 平均值是对探测到的云体进行垂直平均的结果.
子的数浓度,个/cm3;ρw 为水的密度; Ｎ 为单位体 石家庄雾霾天气下 FSSP-100-ER 探测到的小云
积内粒子总数;D 为粒子算术平均直径,单位为 粒子浓度均值除 2009 年 9 月 28 日架次都为 101
μm; Re 为粒子有效平均直径,μm;LWC 为计算液 个/cm3 量级,9 月 28 达到 102 个/cm3 量级.比范烨
态含水量,单位为 g/m3.
等[20]对北京地区夏季小云粒子分析的均值浓度
大一个量级,和李照荣等[6]对西北地区兰州秋季
3 结果
小云粒子分析的均值浓度量级相当.浓度和计算
3.1 雾霾天气下云雾滴的分布特征
含水量最大值均发生在 9 月 28 日,分别为 1846
利用 2009 年 5 月 14 日~10 月 25 日 7 架次 个/cm3、2.89g/m3.平均直径最大值出现在 9 月 3
的飞行资料进行筛选,共找出 4 次云区探测架次, 日,为 14.76μm.有效直径的最大值为 5 月 14 日的
用来研究云微物理特征.
27.09μm.粒子直径均值小于北京的 31μm.霾天气
4 架次在整个飞行阶段天气形势及宏观特 下的云雾滴的计算含水量量级较小,平均值范围
征如下:2009 年 5 月 14 日石家庄 20h 位于 为 0.03~0.14g/m3.
表 2 雾霾天气下石家庄地区云雾滴的主要微物理参量
Table 2 Micro-physical parameters of cloud particles during haze/fog events in Shijiazhuang area
日期

数浓度(个/cm3)

平均直径(μm)

有效直径(μm)

计算含水量(g/m3)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2009-05-14

31.52

240.08

7.36

12.30

14.76

27.09

0.14

0.45

2009-09-03

71.42

244.46

4.88

14.76

7.16

18.40

0.13

1.53

2009-09-28

130.69

1846.32

1.89

7.24

3.09

10.61

0.05

2.89

2009-10-10

49.34

209.61

3.15

11.04

5.67

19.74

0.03

2.14

3.1.2 云粒子的时空分布特征 如图 1 所示,
2009 年 5 月 14 日云粒子数浓度的大值集中在 3
个 阶 段 , 分 别 是 1610~2419m 、 3000~3740m 、
6600~6700m.整个云的垂直探测过程中,云粒子
浓度在 10~175 个/cm3 变化,最大值出现在 2028m
高度上,平均浓度为 43 个/cm3.平均直径的分布
较不均匀,主要在 3.50~29.50μm 范围内波动,最

大值出现在 6775m 高度上,平均值为 5.26μm;
2009 年 10 月 10 日云粒子数浓度随高度分布出
现若干个峰值,在 10~210 个/cm3 范围内变化,最
大值出现在 2969m 高度上,平均浓度为 48 个/cm3.
平均直径大值主要集中在 2750m 高度以上,主要
在 1.50~13.50μm 范围内,最大值出现在 5204m 高
度上,平均值为 1.76μm.10 月 10 日云层中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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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粒子浓度下,云滴粒径反而变小.
可以看出霾天气状况下,云滴数浓度在 102
个/cm3 量级上.高空云粒子粒径总体大于低空云
粒子,云粒子的平均直径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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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9 年 5 月 14 日 Sc 结构(1610~2419ｍ);(b)2009 年 10 月 10 日垂

3000

直探测 Ac 结构(2405~3099m)

2000

0
0

40

80

120

160

200

240

数浓度(个/cm3)

图1

雾霾天气下 CCN 的分布特征
取距地面 600m 高度内 CCN 分布值作为
CCN 的近地面特征,2009 年 10 月 25 日石家庄高
空气流比较平直,08:00 850hPa 有暖脊,地面处于
弱气压场,重霾.地面到 600m 高度内,CCN 值的平
均值为 3034 个/cm3,最大值为 3763 个/cm3,最小
值为 2299 个/cm3(S=0.3%),低于夏季地面日均值
7000 个/cm3[19].
3.2.1 CCN 垂直分布 图 3 为 2009 年 10 月 25
日石家庄市上空的一次垂直探测结果,可以看
出,CCN 主要集中在 3500m 高度范围内,3500~
6920m 高度范围内 CCN 浓度均值只有 10 个/cm3.
近地面至 3500m 间,CCN 浓度随高度的变化可以
分为 4 个阶段,600~950m 高度间,CCN 浓度处于
较高值,在一均值周围上下浮动;950~1580m 高度
间,CCN 浓度随高度增加迅速减小,数值降低了
3.2

N
D

1000

2009 年 5 月 14 日和 10 月 10 日上升阶段云中粒
子的浓度和平均直径的垂直分布

Fig.1 Vertical profiles of cloud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nd
mean diameter during the ascending phase on May 14
and Oct. 10 in 2009

由图 2 可见,5 月 14 日 1610~2419ｍ高度 Sc
结构 LWC 的最大值为 0.299g/m3, 10 月 10 日
2405~3099m 高度间 Ac 结构 LWC 的最大值为
0.165g/m3.可以看出,云层中的 LWC 出现极值的
高度与图 1 中云粒子浓度出现极值的高度相对
应.结合两架次云体探测的结果来看,霾天气下,
高云较低云的的计算含水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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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量级,由 2182 个/cm3 降至 646 个/cm3; 1580~
1890m 高 度 间 ,CCN 浓 度 呈 增 加 趋 势 ;1890~
3500m 高度间,CCN 浓度垂直分布呈现较为缓慢
的下降趋势.这 4 个阶段的 CCN 平均浓度分别为
(2325±134)个/cm3、(1164±439)个/cm3、(861±80)
个/cm3、(286±214)个/cm3.由于气溶胶的主要源在
地面以及大气湍流扩散,使得 CCN 浓度随高度递
减,这与石立新等 [12]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温度对
CCN 浓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逆温层上,逆温层的
存在阻挡了由地面湍流运动上升所带来的 CCN
向上输送,造成 CCN 在逆温层下的累积,CCN 浓
度在 1580~1890m 高度间增加与此有关.
7000
6000
高度(m)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云凝结核浓度(个/cm3)

图3

石家庄市上空 CCN 的垂直分布(2009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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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 500 hPa 高空存在槽前西南气流,处于偏南
气流里,地面弱气压场.地面下过雨,湿度大.分析
云滴浓度及 CCN 在穿云过程中的水平变化发
现,CCN 数浓度的峰值位置对应云滴浓度的谷值
位置,穿云时 CCN 浓度明显减少,此时云中的一
部分 CCN 活化成云滴,造成云内外 CCN 的显著
差异.
对 2009 年 9 月 14 日在石家庄市 600m 高度
水平飞行时 S(0.1%,0.3%,0.5%和 1.0%)循环观测
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CCN 数浓度随过饱和度
的增加而呈整体增长趋势.S 为 0.1%,0.3%,0.5%
和 1.0%时,CCN 数浓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753 个
/cm3、1285 个/cm3、1898 个/cm3 和 2856 个/cm3.
一般 CCN 的活化谱公式可用 N=CSk 表示.式中 N
为某一过饱和度下的 CCN 浓度.S 为过饱和度
k 值把 CCN
(%),C 和 k 为参数.Hobbs 等[20]根据 C、
3
谱分为大陆型(C≥2200 个/cm ,k<1)、过渡型(1000
个/cm3<C<2200 个/cm3, k>1)、海洋型(C<1000 个
/cm3,k<1).本次观测中该高度拟合的 CCN 活化谱
为 N=2853S0.61.可见,石家庄市的 CCN 具有典型
的大陆性特征.
4

结论

日,S=0.3%)
Fig.3

Vertical profile of CCN above the city of

Shijiazhuang (on Oct.25 in 2009, S = 0.3%)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冀南重要的中心
城市和新型工业基地.2009 年 10 月 10 日在河北
省石家庄市和邢台市上空 CCN 分布进行了同架
次对比观测.该日 20:00 500hPa 高空冷涡位于贝
湖,河套附近有短波槽,石家庄上空为偏西气流,
地面处于高压底部.分析表明,两城市上空的
CCN 浓度都是随高度递减.近地面至 2500m 高度
范围内,当 S=0.3%时,邢台市 CCN 浓度平均值为
1365 个/cm3,而石家庄市 CCN 浓度平均值为 651
个/cm3.2500~6920m 高度范围内两城市上空的
CCN 浓度垂直分布无显著差异.
3.2.2 CCN 水平分布 为研究云内外 CCN 的
变化,2009 年 10 月 11 日在正定-邢台区间上空进
行了水平穿越淡积云云簇的观测.该日 08:00 石

4.1 石家庄雾霾天气下 FSSP-100-ER 探测到
的小云粒子浓度均值可达 102 个/cm3 量级,浓度
和 计 算 含 水 量 最 大 值 分 别 为 1846 个 /cm3 、
2.89g/m3.算术平均直径和有效平均直径最大值
分别为 14.76μm、27.09μm.霾天气下的计算的云
雾滴的含水量量级较小,平均值范围为 0.03~
0.14g/m3.
4.2 高空云粒子粒径总体大于低空云粒子.云
层中的 LWC 出现极值的高度与云粒子浓度出现
极值的高度相对应.霾天气下,高云较低云的含水
量低.
4.3 石家庄和邢台市上空的 CCN 浓度都呈随
高度递减趋势.近地面至 2500m 高度范围内,石家
庄 市 CCN 浓 度 平 均 值 较 邢 台 市 少 一 个 量
级;2500~6920m 高度范围内两城市上空的 CCN
浓度垂直分布无显著差异.
4.4 CCN 数浓度的峰值位置对应云滴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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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环

谷值位置,穿云时 CCN 浓度明显减少,此时云中
的一部分 CCN 活化成云滴,造成云内外 CCN 的
显著差异.石家庄上空的 CCN 具有典型的大陆性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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