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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夏季清洁与污染区气溶胶微物理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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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南京地区大气气溶胶粒子的微物理特征，
于 2008 年 8 月~2008 年 9 月在南京北郊和南京紫金山对照点进行了大气

气溶胶观测，
文章分析了气溶胶的浓度、
谱分布、
日变化特征以及降水对其数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南京北郊大气气溶胶日平均数浓度
最大值数量级高达 106，
比紫金山高出 2 个量级；
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谱分布呈单峰分布，
紫金山观测区呈双峰分
约是紫金山的 2.6 倍，
布，
峰值都集中在爱根核模态；
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分布集中在积聚模态，
质量浓度则主要集中在积聚模态和粗粒子模态；
气溶胶表现出
明显的日变化，
紫金山观测区上午达到全天最大值，
南京北郊午后达到全天最大值，
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
气溶胶的数浓度与降水强度呈
负相关性，
降水对粒径范围为 0.02μm~0.1μm 的气溶胶有很强的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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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ambient aerosols observed in Nanjing Area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2008.The
concentration, Diurnal variations, spectrum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erosol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aerosol particles
number concentration with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ai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ambient aerosol in northern suburb of Nanjing was much higher than in Purple Mountain of Nanjing,
which were about 2.6 times higher than Purple Mountain, and its quantitative of the aerosols was reached to 10 6 was more
than two quantitative in Purple Mountain; the aerosol spectrum in northern suburb of Nanjing showed a single peak
distribution, but a double peak in Purple Mountain, the peak of the aerosol spectrum were both in Aitken mode; The
mainly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concentration was under the Accumulation mode, and the mass concentration was distributed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Coarse mode;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aerosols in the observation area showed a significant
diurnal vari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mbient aerosol reached the maximum in the morning of the day.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Nanj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ambient aerosol reached the maximum in the afternoon, Human
production activities mad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ambient aerosol;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aerosol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the precipitation process on the wiping off
action to the particle was obvious, especially to the particle size range of 0.02μm~0.1μm.
Key words：ambient aerosol； clean area； pollution area； micr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大气气溶胶（Ambient Aerosol）是大气与悬浮在
空气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共同组成的多相体系。通常
把粒径小于 10μm 的颗粒物称为 PM10，又称为可吸入
颗粒物或飘尘。
可吸入颗粒物（PM10）在环境空气中存留

的时间很长，对人体健康和大气能见度影响都很大[1]。
近年来，大气气溶胶作为环境问题中的热点，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外对大气气溶胶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大气气溶胶不仅引起气候的变化，还与臭氧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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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2-5]、酸雨的形成、光化学烟雾等事件的发生相关。
气溶胶作为悬浮在大气中的颗粒物是影响气候变化
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能够散射和吸收太阳辐射,而
且还可以作为云凝结核, 改变云的微物理结构和光学
特性并延长云的寿命[6-7]。另外，PM2.5 颗粒物极易被人
体吸入并沉积在肺部, 其自身的毒性和携带的细菌将
有可能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因此，加强对气溶胶的
研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
改善，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京市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随着城市的
快速发展，工业、生活、交通和建筑等各类人为源向空
气中排放了大量的烟尘和粉尘粒子, 使得大气污染物
的逐年增加。国内学者对南京地区的气溶胶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近十几年来，
南京地区大气气溶胶污染日趋
加重，
直径为 0.01μm~1μm 的细颗粒物浓度显著增加，
南
且具有明显的日变化与日际变化[8]。而在 1993 年[9]，
京北郊冬季粒径范围为 0.3μm~10μm 的气溶胶粒子
平均数浓度仅为 135.5 个/cm3。南京市城区的气溶胶
的谱分布呈双峰，
在不同的季节的变化差异也很大，
具
[10]
有显著的季节变化，气溶胶浓度秋季比夏秋要大 ，不
同粒径的气溶胶夏季和冬季的变化趋势一致, 且粒径
小于 2.1μm 的细粒子占很大比例[11]。在前人工作的基
础上，本文在南京市区和郊区各自设立了观测点，希
望以此来加强对比，说明南京地区地面大气气溶胶粒
子的微物理特征。另外，本文观测所采用的宽范围颗
粒粒径谱仪 （Wide range Particle Spectrometer, 简称
WPS），也是当前测量大气气溶胶较先进的仪器之一，
在观测的数据精度上比以往更高。最后，本文结合自
动气象站资料分析了南京地区大气中气溶胶(粒径范
围 0.01μm~10μm)的粒径分布、日变化及降水冲刷作
用等微物理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南京市
大气气溶胶及大气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的参考
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观测仪器
本文观测所用的仪器是美国 MSP 公司生产的宽
范围粒径谱仪 (WPS), 可对 0.01μm~10μm 粒径范围
的气溶胶颗粒进行自动计数和粒径分级，同时可计算
颗粒物的表面积浓度和体积浓度。该仪器有两种配置
可供选择：配置 A(WPS)：测量的颗粒范围宽 0.01μm~
10μm （本次观测所采样的配置）；配置 B(Scanning
Mobility Spectrometer, 简 称 SMS)： 测 量 粒 度 在
0.01μm~0.5μm 的气溶胶颗粒。WPS 仪器的采样流量
为 1.0L/min，其中 DMA 流量 0.3L/min、LPS 流量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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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L/min，分辨率为 120 个颗粒粒径通道。
1.2 采样时间与方法
为了增强对南京污染地区大气气溶胶微物理特
征的认识，本研究特地选定了一个相对清洁的区域进
行了观测，该观测地点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风景区内
四方城(后文中简称紫金山观测区)，该观测区空气相
对清洁，在本研究中代表南京市区清洁地区与南京北
郊进行对比，仪器观测位置距离地面高度约为 1.5m，
观测时间是 2008 年 8 月 20 日~8 月 28 日；南京北郊
的观测点位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农业气象试验站二
楼，仪器观测位置距离地面高度约为 3.0m，南京北郊
有扬子石化公司、南化集团公司、南钢集团公司等一
批大型石化、钢铁、电力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期间每
天都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细颗粒物；另外南京北郊
观测点附近有宁—六高速公路，汽车尾气的排放会使
得南京北郊地区大气污染程度相对较高，此观测点代
表南京北郊污染地区，观测时间是 2008 年 9 月 1 日~
9 月 15 日。
观测期间 WPS 仪器设定的循环时间为 5min，观
测期间进行了定期检修和标定，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
确可靠。WPS 仪器全天不间断观测，同时还使用自动
气象站同步观测的气象要素资料。观测期间，天气状
况多为晴朗，期间发生三次降雨，为了使观测期间 2
个观测点所观测的资料具有可比性，这三次数据挑出
来进行单独处理。由于 WPS 在相对湿度为 0~90%范
围内能有效工作，根据观测期间自动气象站的资料除
去了相对湿度大于 90%情况下的观测数据，最后选取
了 8 月 20 日~8 月 28 日，9 月 1 日~9 月 15 日观测期
间的 22 个观测日的有效数据并结合自动气象站的资
料进行了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气溶胶的粒径分布、数浓度、质量浓度和表面积
浓度
大气颗粒物或称气溶胶粒子，Whitby[12]概括提出
了气溶胶粒子的三模态模型。按照这种模型，大气颗
粒物通常呈三模态分布，即粒径(空气动力学直径 Dp)
小于 0.08μm 的爱根核模态 (Aitken mode)、粒径为
0.08μm~2.0μm 的积聚模态(Accumulation mode)和粒
径大于 2.0μm 的粗粒子模态(Coarse mode)。本文为了
研究爱根核模态中 0.01μm~0.02μm 范围的气溶胶数
浓度的比例，特地将爱根核模态分为 0.01μm~0.02μm
和 0.02μm~0.08μm 两个粒径范围来对气溶胶粒径分
布进行统计。本文根据 Whitby 的三模态模型，结合国
内学者的研究，将所观测的大气气溶胶粒子按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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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分为 4 档来进行统计, 即 0.01μm<d≤0.02μm、
0.02μm <d ≤0.08μm、0.08μm <d ≤2.0μm 和 2.0μm <
d≤10μm。
粒径范围为 0.01μm~0.08μm 气溶胶的数浓度南
京 北 郊 大 约 占 92.225% 、 紫 金 山 观 测 区 大 约 占
79.120%（表 1），可见，爱根核模态的粒子在气溶胶体
系中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与济南(2007) [13]观测结果相
一致。紫金山观测区空气质量较为良好，与南京北郊
相比，超细粒子在大气气溶胶中所占的比例有相似之

处，积聚模态的粒子的数浓度两地相差不大。产生这
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南京北郊观测区附近宁——
—六
高速公路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汽车尾气排放、周边居民
区燃料燃烧排放的一次气溶胶，以及空气中污染气体
通过化学反应均相成核生产大量的二次气溶胶粒子，
而紫金山观测区的人类生产活动相对较少。
与国内部分城市相比较（表 2），南京地区的气溶
胶污染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粒径为 0.08μm~10μm 的气溶胶质量浓度在南京

表 1 观测区不同粒径范围内气溶胶的数浓度、
质量浓度及表面积浓度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所占百分率(%)

最小值

浓度

粒径范围
(μm)

紫金山

北郊

数浓度
(cm-3)

0.01~0.02

6436

17394

78140

889017

110

155

31.063

32.831

0.02~0.08

9957

31467

82152

4442625

1960

2058

48.057

59.394

0.08~2.0

4325

4118

37714

995750

1

1

20.875

7.773

2.0~10

1

1

6

8

0

0

0.005

0.002

0.01~0.02

0.015

0.037

0.370

3.610

0.000

0.000

0.000

0.165

0.02~0.08

2.120

1.413

10.560

203.230

0.010

0.010

2.025

6.235

0.08~2.0

90.737

18.446

296.490

574.560

13.140

0.290

86.668

81.385

2.0~10

11.824

2.769

96.450

574.560

0.290

0.000

11.294

12.215

质量浓度
(μg/m3)*

表面积浓度
(μm2/cm3)

紫金山

北郊

紫金山

北郊

紫金山

北郊

0.01~0.02

5.76

14.64

113.41

1794.58

0.00

0.10

0.92

2.54

0.02~0.08

76.44

200.40

745.65

27122.77

2.80

3.12

12.23

34.70

0.08~2.0

532.81

356.16

2748.53

53739.02

10.60

32.30

85.22

61.68

2.0~10

10.20

6.23

140.89

105.98

0.00

0.00

1.63

1.08

注 * 假定气溶胶密度为 1g/cm3。

表 2 国内不同地区夏季 PM10 数浓度比较
地区

济南
(2007)

沈阳
(2008)

南京紫金山
(本文)

南京北郊
(本文)

数浓度(cm-3)

3594

2212.2

5180

13245

[13]

[14]

地区气溶胶体系中所占比例最大，南京北郊约占
93.6%，
紫金山观测区约占 98.0%。从质量浓度上看，积
聚模态的气溶胶粒子在三个模态中所占比例最大，这
与气溶胶数浓度恰恰相反，爱根核模态的细粒子所占
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从不同粒径范围的气溶胶的质量
浓度看，除了 0.01μm~0.02μm 南京北郊高于紫金山
观测区，其他粒径段都小于紫金山地区，这说明紫金
山地区颗粒物污染仍很严重，虽然是植被覆盖率较
高，但在城市边缘，受城市的影响很大，且是旅游发达
地区，人为污染仍较严重。
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分布与气溶胶质量浓度分
布状况相似，依然是积聚模态的气溶胶粒子所占的比
例最大，由表 1 可见，表面积浓度的分布情况是，南京
北郊积聚模态的气溶胶表面积浓度占 61.68%，紫金山
观测区占 85.22%。粗粒子在气溶胶表面积浓度上所占
的比例并不大，南京北郊和紫金山观测区所占比例分
别 1.08%和 1.63%。

综上，无论是在南京北郊污染区，还是在紫金山
清洁区，气溶胶的数浓度分布有相似之处，即爱根核
模态的气溶胶粒子所占的比例最大，大气气溶胶中的
粗粒子所占比例非常小，大气中颗粒物向更小的粒子
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在质量浓度上看，积聚模态的气
溶胶粒子所占比例最大，超细粒子所占的质量浓度比
例很少；而表面积浓度几乎全部集中爱根核模态与积
聚模态的气溶胶粒子。从数浓度、质量浓度和表面积
浓度三者的浓度分布来看，粗粒子模态的气溶胶所占
的比例都较小，这表明：粗粒子在大气中所占有的比
例较小，大气颗粒物有向更小的粒子变化的趋势。
另外，2008 年 8 月~9 月，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
最大值高达 4442625cm-3，紫金山观测区的气溶胶数
浓度最大值为 82152cm -3，与南京北郊相比，低了约 2
个数量级。南京北郊大气气溶胶数浓度比南京市区高
的多，可能的原因是南京北郊观测点附近重工业工厂
较多，向空气中排放的烟尘、颗粒物较多，总体污染比
严重；另外，汽车尾气的排放、居民区生活燃煤燃烧，
这也是气溶胶粒子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研究
表明，近年来南京地区频繁发生轻雾、霾等能使天气
能见度下降的现象，也可能与大气气溶胶数浓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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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气溶胶粒子的细化有很大的关系[14-15]。因此，提倡
人们使用清洁能源、加强对工厂排放颗粒物的监管、
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势在必行。
2.2 谱分布特征
2.2.1 气溶胶的数浓度谱分布
图 1 是观测期间两个观测区的大气气溶胶日平
均谱分布。

由图 1 可见，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高于紫金山
观测区，南京北郊气溶胶日平均数浓度谱谱型成单峰
型结构，峰值集中在 0.03μm~0.04μm 粒径范围；而紫
金山观测区气溶胶数浓度谱分布呈双峰（或者称为向
单峰过渡的双峰），峰值分别集中在 0.02μm~0.03μm、
0.07μm~0.09μm 的粒径范围，0.07μm~0.09μm 粒径
范围的气溶胶数浓度少于 0.02μm~0.03μm 粒径范围
的气溶胶数浓度。由于两个观测区的大气所受污染程
度不同，气溶胶的数浓度谱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钱凌
等[8]利用 WPS 观测研究了 2006 年南京北郊 PM2.5 的
分布特征，得到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谱分布峰值集
中在 0.02μm~0.05μm，
与本文南京北郊观测区的气溶
胶数浓度谱相比较，南京北郊气溶胶谱的峰值变化特
征向更小的粒径范围变化。
2.2.2 气溶胶的质量浓度谱分布
气溶胶的质量浓度指单位体积空气中粒子的总质
量，是评价城市大气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在 WPS 的
观测原理中，假定气溶胶密度为 1g/cm3，得到了两个
观测区的质量浓度平均分布（见图 2）。

由图 2 可见，南京北郊气溶胶的质量浓度在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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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模态高于紫金山观测区；而在积聚模态内二者相差
不大；在粗粒子模态，南京北郊气溶胶质量浓度明显
低于紫金山观测区。且气溶胶的质量浓度谱峰值在
0.3μm 左右。从气溶胶的质量浓度谱线，并结合表 1
可以看出，粒径 0.4μm 以上的气溶胶粒子虽然数浓度
不是很多，但在粒子质量谱中却占很大的比重，是不
可忽视的一部分。
2.2.3 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谱分布
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为单位体积空气中粒子的
总表面积，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是大气非均相化学反
应的重要参数。
由图 3 可见，气溶胶的表面积浓度与气溶胶的质
量浓度分布有相似之处，粗粒子模态的气溶胶表面积
浓度南京北郊要小于紫金山观测区，而在细粒子范
围，南京北郊气溶胶表面积浓度高；南京北郊气溶胶
表面积浓度谱峰值在 0.2μm 左右，紫金山观测区气溶
胶表面积浓度谱峰值在 0.1μm 左右。

日变化特征
大气细颗粒物数浓度日夜变化主要受气象条件、
局地排放源（如交通源）以及局地颗粒物成核现象的
影响较大，气溶胶粒子数浓度受源排放、平流、湍流等
多种因素影响[16-17]。图 4 是观测期间南京北郊和紫金
山观测区大气气溶胶的平均日变化。
2.3

由图 4 可见, 南京北郊观测区的大气气溶胶数浓
度从凌晨开始缓慢上升，到午间 9：00 左右上升的趋
势增强，到下午 13：00 左右，气溶胶数浓度达到当天
的最大值，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的工厂生产排放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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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尘及污染气体，且午后气温较高，这些污染气体
在空气中发生二次反应，生成大量的二次气溶胶粒
子，使得大气中细粒子增多，另外，观测区位于宁—六
高速公路一侧，汽车尾气排放、道路交通扬尘的累积
以及周边居民区人类生活活动影响也较大；其后气溶
胶数浓度开始下降，可能的原因是通常午后湍流强，
空气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有利于扩散；到 16：00 左右
气溶胶数浓度下降趋势减缓，可能的原因是下班高峰
期汽车尾气排放以及居民区化石燃料燃烧，使得大气
细颗粒物不断增多；夜间气溶胶数浓度会有所上升，
是因为夜间温度较低，随着形成逆温层，近地面逆温
层使得大气污染物在地面上停滞积聚。
紫金山观测区气溶胶数浓度日变化总体比较平
缓，从凌晨开始不断上升，
4：
00 左右到当天的最大值，
可能的原因是夜间温度较低、大气层结处于稳定状
态，垂直气流较弱，且容易出现逆温，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使得污染物积聚。有研究表明，低空气溶胶浓度与
稳定度呈正相关关系[18]。因此夜间稳定的大气层结使
得大气气溶胶数浓度增高；其后气溶胶数浓度稍稍下
降，至上午 9：
00 时段达到当天的一个极大值，是因为
上午 6：00~9：00 时段正是人们上班出行的高峰期，人
类生产活动增多、汽车尾气排放以及周边居民区化石
燃料的燃烧，都会使空气中气溶胶颗粒物的数浓度上

升；其后气溶胶数浓度会下降，到午后 13：00 左右气
溶胶数浓度上升到当天的另一个峰值，可能的原因是
午后 13：00 左右气温较高，有利于大气中光化学反应
的进行，通过气—粒转化生产大量的二次气溶胶粒
子；其后下降，到夜间 21：00 后气溶胶数浓度会有所
上升，可能的原因是夜间气温降低，边界层上层形成
稳定的逆温层结，由于逆温层结阻挡左右，造成污染
物汇聚。
综上所述，南京市夏季清洁区与污染区的大气气
溶胶日变化特征明显不同，除受日夜交替引起的大气
边界层结构变化影响外，人为活动对气溶胶的日变化
有着明显的影响。污染区的日变化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较大，清洁区日变化则主要受自然大气物理变化过程
的影响。
2.4 降雨对细粒子的湿清除作用
2008 年 8 月 20 日~2008 年 9 月 15 日观测期间，
共有三次降水发生。在南京北郊的观测中发生了 2 次降
30 左右有小雨，
持
水，
分别是 2008 年 9 月 4 日下午 13：
续时间约 45min；
以及 2008 年 9 月 8 日上午 9：
30 左右
有小雨，
9：50 左右雨停，天气转为阴天。在南京市区观
测的期间，2008 年 8 月 21 日夜晚 23：23 左右有降水，
持续时间约 1 小时。表 3 是对这三次降雨前、雨中和
雨后大气气溶胶平均数浓度的统计。

表 3 降雨对大气气溶胶数浓度的影响
观测区
北郊
紫金山

观测时间
2009-9-4

气溶胶平均数浓度(cm-3)

天气现象

雨前

雨中

雨后

雨前

雨中

雨后

9405

7836

6160

阴

小雨

阴

2008-9-8

6939

5017

2939

阴

小雨

多云

2009-8-21

8973

6279

3501

多云

中雨

多云

由表 3 可见，降水初期，气溶胶的数浓度整体较
高；降雨中，气溶胶粒子的数浓度会下降；降水停止
后，气溶胶的数浓度降到最低。在降水的冲刷下，空气
中气溶胶的粒子数迅速降低。比较三次降雨的天气现
象，中雨天气气溶胶数浓度比小雨天气减少的更多，
初步确定降水强度越大，气溶胶数浓度减少的越多，
即气溶胶的数浓度与降水强度呈负相关性。
降水对气溶胶的浓度有明显的影响, 降水强度越
大对气溶胶冲刷作用越大[19]。在 2008 年 8 月~9 月观
测期间的三次降水中，有两次小雨，一次中雨，为了明
显的将雨前、雨中、雨后气溶胶的数浓度谱分布清楚
的表示出来，图 4 给出了三次降水雨前、雨中、雨后气
溶胶数浓度的谱分布状态。
由前文分析，大气中粗粒子模态的气溶胶无论是
在数浓度、质量浓度，还是表面积浓度上都比爱根核
模态和积聚模态的气溶胶粒子少。图 5、图 6 描述了爱
根核模态及积聚模态降水前后气溶胶的变化。从图中

可以明显的看出，三次降水后气溶胶的数浓度明显的
降低了，雨前、雨中及雨后相比,0.01μm~0.2μm 范围
的气溶胶数浓度明显降低，这与钱凌等 [8]分析的降水
对南京北郊大气细颗粒数浓度谱的分布相吻合，但降
雨对大于 0.3μm 的粒子冲刷效果并不明显。8 月 21
日的降水中，降水对 0.01μm~0.2μm 粒径范围的气溶
胶粒子冲刷作用较大；9 月 4 日的降水中，0.02μm~
0.1μm 粒径范围的颗粒物降水前后明显减少；9 月 8
日的降水中，0.01μm~0.3μm 粒径范围的气溶胶粒子
被大量冲刷，降水前、后的气溶胶数浓度谱变化可以
很清楚的反应冲刷的效果。比较三次降水气溶胶数浓
度谱分布图，降雨对 0.02μm~0.1μm 粒径范围的气溶
胶数浓度冲刷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降水对气溶胶的冲刷作用是非常明显
的，降水过程中及降水后气溶胶的数浓度迅速降低，
降水对粒径范围为 0.01μm~0.3μm 的气溶胶有明显
的去除作用，对粒径范围为 0.02μm~0.1μm 的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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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
3

结论

本文对南京市夏季污染程度不同的区域进行了
观测，得到了不同污染区大气气溶胶的微物理特征。
有以下结论：
（1）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平均值约为 13245cm-3，
约是紫金山清洁区的 2.6 倍；南京北郊气溶胶数浓度
最大值量级达到 106，比紫金山清洁区高出 2 个量级，
大气气溶胶污染比较严重；南京地区气溶胶粒子向细
粒子方向变化趋势明显，爱根核模态的大气气溶胶在
整个大气气溶胶体系中所占比例最大。
（2）南京北郊污染大气气溶胶数浓度谱分布主要
呈单峰型，峰值主要集中 0.02μm~0.04μm 的粒径段；
紫金山相对清洁区大气气溶胶数浓度谱分布呈向单
峰过渡型的双峰，表明紫金山观测区大气受到了一定
的污染，但与南京北郊相比，所受的污染程度相对较
小；南京北郊细粒子气溶胶的质量浓度与表面积浓度
小于紫金山观测区，大粒子方面，二者相反。
（3）紫金山观测区大气气溶胶日变化上午达到全
天最大值，受人类活动和局地交通源的影响较大；南
京北郊大气气溶胶午后达到全天最大值，主要受工业
人类生产活动，汽车尾气等因素的影响。
粉尘、
（4）降水对气溶胶的数浓度的影响非常明显，降
水过程中及降水后气溶胶的数浓度迅速降低，降水对
细粒子的冲刷作用较大，特别是对粒径范围为
0.01μm~0.3μm 的气溶胶有明显的去除作用，对粒径
范围为 0.02μm~0.1μm 的气溶胶有很强的清除作用，
气溶胶的数浓度与降水强度呈负相关性。
（5）在南京地区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点进行长
期的观测，得出大气气溶胶四季的变化特征，以及探
索南京地区大气气溶胶的源汇机制，是今后需要开展
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去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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