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对华北冬季大气冰核的观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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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国内首台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2017 年冬季在华北地区高山站开展了大气冰核观测；结合常
规气象要素、降水滴谱、气溶胶观测，分析了大气冰核数浓度特征，并对冰核活化参数化方法以及降雪对
冰核的影响。结果表明：（1）大气冰核在不同时间的浓度差异较大，-20℃时数浓度变化范围为 2.5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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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平均值为 18.347 L-1；（2）大气冰核浓度随活化温度降低呈指数增加趋势，随过饱和度增加呈指数增

加，凝华核化所占比例约为 18.64%；（3）大气冰核与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数浓度的关系可用参数化

表示，相关性大于仅基于活化温度建立的参数化公式；（4）降雪过程大气冰核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
降雪开始后大气冰核数浓度增加，降雪后期系统过境伴随的大风，对气溶胶的清洗作用明显，大气冰核随

之减少。本研究为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类型的冰核观测仪在国内首次使用，所建立的冰核参数化公式有
助于华北地区冬季地形云及其降水的微物理特征研究，同时在云模式的发展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中也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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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ce nucleating particle (INP) concentrations are reported for a mountain site on the north-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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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 of Beijing, during winter 2017, with the newly purchased continuous flow diffusion chamber(BJ-CFDC).
Atmospheric INP concentrations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with weather elements, precipitation siz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 and aerosol observa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P concentration, and activation temperature,

super saturation with respect to water, aerosol with size larger than 0.5µm are develop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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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INP has a large variation at different activation temperature. It ranges between 2.50～76.8 L-1 at
-20℃ with an average of 18.347 L-1. Atmospheric INP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exponentially both with lowering
temperature and increasing super saturation respect to water. The result also shows atmospheric INP has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aerosol particles of sizes larger than 0.5µm. With this relation, the relevance
of predicted and measured INP is higher tha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uilt with only temperature. Atmospheric IN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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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days shows a characteristic of increasing firstly and decreasing later. INP concentration increase in the
beginning of snow. The strong win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snow scavenge the aerosols and lead to reduced
concentration of INP. With the first continuous flow diffusion chamber type instrument used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ll not only help to study the orographic cloud and precipitation in winter of north China, but also
improve the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of cloud model and study in weather modification.
Key words Continuous flow diffusion chamber, Atmospheric Ice nucleating particle, Aerosols, Ice nucl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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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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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冰核是指悬浮在大气中，能使过饱和水汽凝华或者过冷水滴冻结形成初
始冰晶的微粒。大气冰核和云凝结核一样，能够通过促进水的相变参与云的微物
理过程（游来光等, 2002）。冰核的异质核化有四种机制，分别是凝华核化、凝
结冻结、浸润冻结和接触冻结（Vali et al.，2015），其中浸润冻结被认为是混合
相态云中最主要的核化机制（Ansmann et al.，2008；Murray et al.，2012）。冰
核能促进过冷云滴冰晶化，直接影响云中冰粒子的尺度和数浓度（Lohmann et al.，
2004），也间接影响到降水的形成和云的生命周期（Lohmann et al., 2007），从
而在水循环中有重要作用（Hoose et al.，2012），反过来也会影响大气辐射传输
(李娟等，2004）和气候变化（Belosi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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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开始对大气冰核的研究时间较早。早在20世纪初，有人就提出云中需要
某些核，才能使云滴冻结或水汽凝华形成冰晶(游来光, 1976)。从 40 年代开始，
国外学者尝试设计了多种冰核观测方法与设备，主要有比格云室法（Bigg et al.，
1963）、滤膜法(Stevenson et al.，1968)、液滴冻结计数法（Junge et al.，2008)、
静力真空水汽扩散云室（简称：FEIDGE）（Klein et al.，2010)、单颗粒电镜法
（Wang et al.，2016）、连续流量的热力扩散云室法（Rogers, 1988；DeMott et al.，
2003；Bundke et al.，2006）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实验室和外场大气冰核观测研
究，学者们取得了一些宝贵成果。世界上不同地区冰核浓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很大
(Plaude et al., 2000)；大颗粒的气溶胶更易形成冰核，尤其是直径大于0.5µm 的
气溶胶（DeMott et al.，2010）；冰核气溶胶粒子的直径主要在 10µm 以下，尺
度在1µm 以下的气溶胶（PM1）贡献50%，尺度在10µm 以下的气溶胶（PM10）
贡献70-90%（Santachiara et al.，2010）；不同来源的空气团能够影响大气冰核
(Patade et al.，2014)。在冰核参数化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实验室研究和外场观
测，根据温湿度、气溶胶数浓度、尺度和化学成分等不同因素对冰核的参数化方
案进行了设计，得到了活化温度与冰核浓度的关系（Fletcher,1962），湿度与冰
核浓度的关系（Meyers et al., 1992）,温度、冰面过饱和度与冰核浓度三者的经验

公式 (Cotton et al., 1989)，气溶胶数浓度、温度与冰核浓度的关系(DeMott et al.,
2010)，气溶胶成分、表面积与冰核浓度的参数化公式(Phillips et al.，2008)。
我国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了冰核的观测研究。先后在北京（游来光等,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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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02；Bi et al.，2018；Chen et al.，2018；Che et al.，2019；Bi et al.，2019）、
吉林白城（汪学林等, 1965）、西安和大连和兰州（赵剑平等, 1965; 葛正谟等,
1986）、福建石塔山（吴明林等, 1986）、南京和内蒙古东胜（陈金荣, 1994）、
贺兰山（牛生杰等, 2000）、黄土高原（鄂大雄等, 1994）、甘肃玛曲（李娟和黄
庚, 2001）、青海（马新成等, 2002）、新疆（张建新等, 2006）、沈阳（周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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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2a; Li et al., 2017，周德平等，2018）、抚顺（周德平等, 2012b）、南京
（杨磊, 2013a; 2013b）、黄山（苏航等，2014；Jiang et al.，2014 和 2015）等地
采用比格混合云室法、滤膜-静力扩散云室、新型静力扩散云室、冷台冻滴、连
续流量扩散云室等不同方法对大气冰核浓度及其特征开展了外场观测，也在云室
中对冰核活化进行了研究（石安英等，1982；苏正军, 2010），同时开展了冰核
李泽宇等，2016；王雨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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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研究（陈丽等, 2009；李娟等，2006；肖辉等，2012；沈新勇等，2015；
国内冰核研究初步结果表明,大气冰核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跟天气
条件密切相关（赵剑平等, 1965；苏航等 2014; Jiang et al.，2015）；人类活动和
社会发展对北京地区冰核浓度的变化有重要影响（游来光等，2002)；冰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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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日变化特点，早上比午后高（吴明林等, 1986）；冰核浓度随温度降低呈
指数增长，-20°C 活化温度下最大数浓度可达 186 L-1(石爱丽等, 2006)甚至更高
（周德平等，2012a）；冰核浓度在低云天气下比晴空和高云下要低（牛生杰等，
2000）；冰核浓度特征及其与气溶胶粒子浓度有很大的关系（杨磊等，2013a;
2013b)；雾和降雨对冰核有明显的冲刷作用，冰核浓度与不同来向气团的性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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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较大粒径的气溶胶表面积浓度与冰核浓度相关性更高。可利用活化温度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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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数浓度计算冰核浓度（杨磊等，2013b）；利用飞机开展了冰核观测采样，
发现冰核浓度随高度增加而减少（周德平，2018；牛生杰等，2000）。北京城区
重污染天气对冰核的影响较小（Chen et al.，2018）；北京城区和山区的冰核差
异较大，山区存在大量在-15°C 下活化的冰核（Bi et al.，2018），沙尘比污染对
冰核的贡献大（Bi et al.，2019）。目前对华北地区的冰核观测主要是北京的城
胶与冰核关系参数化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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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东部郊区平原，缺少区域代表性背景冰核的连续观测，缺乏对北京地区气溶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目前国际上应用较广的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选

取了具有区域背景代表性的华北地区高海拔的海坨山区对大气冰核进行观测。配
合同步的气象要素、气溶胶、降水滴谱仪等观测，以探索新型连续流量扩散云室

在华北地区冬季大气冰核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华北地区大气冰核在冬季的浓度及
特征，揭示大气冰核与活化温度、过饱和度和气溶胶的本地参数化关系，探索降
雪对大气冰核的影响。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大气冰核在混合云降水中的作用，为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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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和云模式的本地化改进和对云降水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基础和参考依

2 资料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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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地点及时间

海坨山区在华北平原的上风向，海拔高，很少受人为排放的气溶胶影响，具

有较好的区域代表性。华北地区降水受自西向东云系系统的影响大，海坨山区的
大气冰核有机会直接参与云中的物理过程，与下游华北平原的成云致雨关系密
切。受海拔和地形影响，海坨山区常有低云接地，经常产生地形云降水（Ma et al.，

气

2017），尤其是冬季地形云，大气冰核直接参与云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市人工影

学

响天气办公室（简称北京人影办）自 2014 年起在海坨山区建立了闫家坪高山综
合观测站（115°44′51″E，40°31′40″N，海拔 1344m，简称：YJP）， 开
展华北地区云与降水物理综合观测研究（Ma et al.，2017）。本项目大气冰核观
测点位于 YJP 站内，该站距离市中心约 90 公里。 图 1 为 YJP 观测站位置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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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形，五角星代表北京市中心，三角形代表 YJP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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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闫家坪观测站及周边地区地形分布图
Fig. 1 The topography of YJP st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本文的研究时段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2 月 5 日。整个观测期间同

时进行了气象要素、气溶胶谱、降水等的观测。其中利用国内首套新型连续流量
扩散云室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15 日、2018 年 1 月 6 日～1 月 7 日、1 月 18～
22 日、2 月 3 日～5 日共计 13 天对大气冰核进行了观测。

2.2 研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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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新型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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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测量大气冰核的设备各有优缺点，加上冰核测量的不确定性很多，目前
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设备能同时分机制测量四种不同的冰核核化机制，也不能真实
反映出自然大气云中常见的缓慢冷却和长时间保持低的过饱和状态。但是，连续
流量扩散云室由于可以在线实时观测，最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并且
可以改装后进行空中观测，国际上许多著名大气冰核观测项目均采用此类型设备
进行观测（Richardson et al.，2007）。
本研究所使用的冰核观测设备为北京人影办的新型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

冰核观测仪（Continuous Flow Diffusion Chamber-Ice Activation Spectrometer, 本

气

文中简称 BJ-CFDC），该设备由美国 Handix 公司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DeMott

学

教授团队共同研制完成，设备的测量云室部分和操作原理与之前已经得到广泛应
用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连续流量扩散云室（简称 CSU-CFDC）
（Rogers et al.,
2001；DeMott et al.，2010）一致，这样与之前的测量结果具有可比性。为了使
该类型冰核观测设备用于野外无人值守观测，BJ-CFDC 在 CSU-CFDC 的基础上
进行了改进，主要对制冷系统、硬件控制系统和软件进行了改造，改进后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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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便用户编程，能够自动化控制云室，包括抽真空、漏气测试、云室制冷、
去离子水制冰、设置云室目标温湿度、开始采样、切换温湿度环境、融冰以及循
环周期采样等等（Bi et al.，2019）。

刊

待

大

气

图2为BJ-CFDC 外观和主体测量原理图。在连续采样气流中，通过把环境大
气引入可控温度和冰面过饱和度的云室环境中，来测量大气冰核。利用水和热量
的扩散率差来控温和控制冰面饱和度。通过精确控制冷暖壁温度，在两壁之间形
成特定的温度梯度。由两壁覆盖的冰层提供了暖壁向冷壁扩散的水汽源。它的测
量云室腔为两个同心圆柱，通过两股鞘气之间的薄薄的圆柱形板状空间进行采
样。采样时，气溶胶颗粒竖直通过两个同心圆柱之间的云室空间后，迅速到达恒
定的温度和冰面过饱和度区域。由于冷却度和云室形状的差异，会形成一个较宽
范围的温度和冰面过饱和度条件，通常温度范围在 -40°C~-15°C。这个温度范围
覆盖了大部分混合相态云的条件。任何进入控制室环境条件下的冰核都将被核
化，要么在无过冷水的条件下直接凝华核化，要么通过凝结/浸润冻结生成过冷
水滴再冻结。云室内冰核一旦核化，在高过饱和度下将快速增长。采样气流接下
来通过一个相对水面的次饱和区域（蒸发区），但相对冰面仍然过饱和。液滴蒸
发，冰晶保留下来。气流最后通过一个光学计数器，探测到冰晶。与那些无冰核
的小滴相比，这些冰晶由于尺度大而容易被探测到。

(a)

(b)

PM2.5切割器
云室暖壁（外壁）

鞘鞘
气气

云室冷壁（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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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J-CFDC 外观（左图）及测量原理图（右图）
Fig. 2 Photo of BJ-CFDC (left figure)and basic operating principle schematic(right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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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FDC 在采样前端带有 2 个串联的 2.5µm 的粒子筛选器，来移除可能被误
认为冰核的大颗粒。该设备在采样前端使用了三通阀来控制采样大气或者过滤后
的大气。通过切换过滤后的大气的测量结果作为“背景”值。采样时采用 5 分钟
采样，接着 5 分钟切换到过滤后“背景”值的方法。随着采样时间的加长，在云
室壁上可能产生霜，造成冰核“背景增大”，在连续 4-5 小时观测后浓度可达
2-5L-1。本文在研究冰核随过饱和度变化时，温度设置为-25℃，过饱和度为
-5%~5%间隔 2%进行测量。日常观测区间为温度-15~-35℃，每 5℃一个间隔，水
面过饱和度为 5%，这个过饱和度的设置能有效测量浸润冻结核化机制在内的冰
核浓度（DeMott et al.，2017；Garimella et al.，2017）。在不同温度和过饱和度
转变过程中由于条件不稳定，这部分数据在分析中进行了剔除。本文把 5 分钟的
采样浓度减去前后相邻的 5 分钟背景冰核浓度的平均值作为校准后的冰核浓度。
原始冰核浓度测量误差按照泊松分布计算得到（Schill et al.，2016）。由于
BJ-CFDC 前端两个 2.5µm 的粒子筛选器，因此该设备所观测的大气冰核结果无
法直接给出大气气溶胶中尺度大于 2.5μm 的冰核浓度。但基于近年来学者们在
地面通过滤膜法测量的冰核数浓度的尺度分布结果来看，-15℃下 PM1 的贡献约
为 50%，PM10 贡献为 70%-90%，PM2.5 中的冰核占了总悬浮颗粒物的 67%～82%
（Santachiara et al., 2009）。尽管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仍然低于大气冰核本身测
量的不确定性（Demott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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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观测仪器
在协同观测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其他观测设备。对于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
胶，我们使用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APS，TSI 3321, 美国）观测。该设备基于
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单独的高速处理器在加速气流中检测单颗粒的飞行时间，
来换算粒子的空气动力学粒径。APS 通过 32 个通道，对 0.5-20µm 直径的颗粒物
进行实时测量，最高时间分辨率为 1 秒。本项目中为了与其他设备协同观测，APS
的采样时间分辨率设置为 1 分钟。
本文使用了环境颗粒物分析仪（GRIMM EDM 180, 德国 GRIMM 公司）来
测量 PM1, PM2.5 和 PM10 的质量浓度，时间分辨率为 1min。气象数据来自于自
动气象站（CAWS620－MS, 华云升达），包括风向、风速、气温、湿度。降水
量数据来自于称重降雪量仪（DSC2，华云升达）。降雪滴谱资料使用二维激光

降水谱仪（PARSIVEL，德国 OTT 公司）进行观测。上述设备的采样时间分辨
率均为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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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华北地区冬季冰核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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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象要素、气溶胶、冰核浓度时间演变：从上到下分别为(a)风向、(b)风速、(c)温度、(d)气压、(e)相
对湿度、(f)降水量、(g)气溶胶 PM10 和 PM2.5 质量浓度、(h)0.5～20µm 气溶胶数浓度、(i)冰核数浓度（-20℃，
5%水面过饱和度）
Fig. 3 The evolution of INP with weather elements, aerosol. From top to bottom are (a)wind direction, (b)wind
speed, (c)temperature,(d)pressure, (e)relative humidity ,(f)snowfall,(g) PM10 and PM2.5, (h)aerosols number
concentration with diameter larger than 500µm,(i)INP concentration activated at -25℃ at 5% supersaturation with
respect to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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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型连续流量扩散云室（BJ-CFDC）对大气冰核进行观测期间，同时进
行了气象要素、气溶胶谱、降水等的观测，其中 1 月 6 日和 1 月 22 日为降雪天
气，其他天气为晴天或多云，观测期间未出现系统性沙尘天气。图 3 为观测时间
段的风向、风速、气温、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PM1 质量浓度、PM2.5 质量浓
度、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数浓度、以及活化温度在-20℃和 5%水面过饱和度
下的冰核数浓度变化特征，此时冰核包含了凝华核化、凝结冻结和浸润冻结的机
制，主要测量的是浸润冻结机制的冰核数浓度（DeMott et al.，2017）。从图 3(i)
可以看出，活化温度相同的条件下冰核数浓度在不同时间的波动较大，活化温度
-20℃时数浓度为 2.50～76.8 L-1，平均值为 18.347 L-1。冰核数浓度的剧烈变化与
降水过程（Jiang et al.，2015）、气溶胶数浓度（Chen et al.，2018）、风速（苏
航等，2014）等的变化有较大的相关性。图 3 中，12 月 14 日粒径大于 500nm 的
气溶胶数浓度出现了大幅增长，冰核数浓度也随之增长，这与前人的观测结果一
致（DeMott et al.，2010；Jiang et al.，2014）。
图 4 为观测期间华北山区冰核浓度在不同活化温度下的箱式统计图特征。绿
色三角为平均值，橙色为中位数值。可以看出，随着活化温度的降低，冰核数浓
度呈指数增加，观测到冰核数浓度最大值约为 2500 L-1（-35℃）,出现在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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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降雪过程中。在观测时段内不同活化温度下冰核的数浓度都出现了较大的变
化区间，这与 DeMott et al.（2010）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观测结果一致。大气冰
核在-15℃、-20℃、-25℃、-30℃、-35℃时冰核数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6.190±3.625
L-1、18.347±17.043 L-1、51.137±31.200 L-1、138.546±194.618 L-1 和 45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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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03 L-1。

Fig.4

图 4 不同活化温度下的冰核统计特征图
Box chart of INP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与该设备在春季北京东北郊的平原地区（中国气象局华北野外科学实验基
地）开展的观测结果相比（Bi et al.，2019），华北山区在活化温度为-30℃和-25℃
时大气冰核数浓度均远低于平原地区沙尘天气过程（-30℃为 835±600 L-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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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 435±400 L-1）和污染天气过程（-30℃为 330±215 L-1，-25℃时为 205±145 L-1）
观测的值。高于春季晴空冰核数浓度（-30℃为 90±80 L-1，-25℃时为 40±25 L-1）。
一方面这种差异可能是季节差异和不同的地点造成的，平原地区受人为影响大，
高山站海拔较高，远离城市，其值可以看作华北区域的背景值。另一方面，这可
能与气溶胶浓度有关，Che et al.（2019）也观测到北京地区冰核数浓度与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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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有很大的相关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类型设备在北京地区的观测结果相比，北京人影办曾

在 2016 年冬季在本文的观测站点使用比格混合云室进行了观测（Bi et al.，2018），
在活化温度-4℃～-26℃观测到的冰核数浓度为 0.2～99.8 L-1，其中-20℃时的大

气冰核数浓度为 7.36L-1，相同温度下比格云室的结果更小。这可能是由于不同
时间不同气溶胶造成的，另一方面设备不同也造成了这种差异，但是随温度的变

学

气

化趋势是一致的。本文与 2017 年春季北京城区的研究相比（Che et al.，2019），
同样看到在高温下 BJ-CFDC 比比格云室测的结果高，低温下测的结果低。这可
能是核化机制不同造成的，同时由于比格混合云室在活化时加入了大量的过冷雾
滴，增加了接触冻结的冰核数量。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大学观测点）冬季重污
染天气膜采样冰核冷台分析的观测结果（Chen et al.，2018）相比，BJ-CFDC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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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山区的观测值高，这可能是不同的观测设备和地点差异造成的，毕凯等也观
测到了城区和山区观测结果有明显差异（Bi et al.，2018）。

3.2 大气冰核的温度谱

大气冰核数浓度随活化温度的变化通常用指数函数关系表示(Meyer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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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DeMott et al.，2010) 。图 5 为不同活化温度下的冰核浓度及参数化关系
及与前人的对比。图中灰色点为单个测量值，黑色圆点表示每个活化温度下大气
冰核数浓度平均值。图中黑色粗实线为本文数据拟合的参数化关系线，其他不同
颜色和形状的线表示前人不同的参数化关系式，具体函数关系见表 1。本文利用
为冰核数浓度（L-1），T 表示冰核活化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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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进行拟合。其中

度，A 和 B 为拟合系数。结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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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气冰核数浓度随温度变化图及与前人拟合结果的对比图（横坐标为活化温度，纵坐标为冰核数浓度，
灰色点为 BJ-CFDC 单个测量值，黑色为每个活化温度的平均值，红色细线为 Fletcher 参数化结果，红色粗
实线为 Meyers 参数化结果，红色虚点线为 Cooper 参数化结果，红色虚线为 DeMott 参数化结果，蓝色粗实
线为游来光 1964 年参数化结果，蓝色细实线为游来光 2002 年参数化结果，绿色线为南京地区参数化结果，
绿虚线为黄山地区参数化结果，灰色粗实线为比格混合云室测量的北京山区参数化结果，蓝色细虚线为比
格混合云室测量的北京城区的参数化结果，黑色粗实线为本文 BJ-CFDC 测量的北京山区参数化结果）
Fig.5 The INP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previous results（X-axis：
activation temperature；Y-axis：INP concentration；gray dot：original CFDC measurements; black dot: mean INP
concentration at each activation temperature; thin red line: Fletcher parameterization; thick red line: Meyers
parameterization; red dash-dot line: Cooper parameterization; red dash line: DeMott parameterization; thick blue
line: Beijing_1964 parameterization by You et al.; thin blue line: Beijing_2002 parameterization by You et al.;
green line: Nanjing parameterization by Nuist; green dash line: Nuist_HM parameterization at Huangshan by Nuist;
thick gray line: Beijing_YJP parameterization at Beijing mountain area measured by Bigg type chamber；thin blue
dash：Beijing_BMS parameterization at Beijing urban measured by Bigg type chamber；thick black line:
Beijing_CFDC parameterization in this paper）

从图 5 可以看出冰核浓度随温度呈指数增加。通过把本文的拟合结果与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比，图中黑色实线为本文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观
测结果与前人的观测结果趋势是一致的。另外，与其他地区拟合结果又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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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原因是不同时间、地点和方法的不同，以及气溶胶浓度不同，随着时间
推移，人为活动和工业发展等导致气溶胶浓度增加，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 1 大气冰核温度谱拟合参数
Table 1

The fitting to the data with the functional form
B

澳大利亚

0.00001

0.6

美国

0.06

0.262

Cooper

法国

0.005

0.304

Cooper，1980

DeMott

全球综合

0.117

0.125

DeMott 等，2010

Beijing，1964

北京城区

0.00254

0.389

游来光等，1964

Beijing，2002

北京城区

0.034

0.395

游来光等，2002

Nuist

南京

0.0049

0.388

杨磊等，2013

Nuist_HM

黄山

0.0046

0.388

苏航等，2014

大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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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tcher

观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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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数化名称

Fletcher，1962

Meyers 等，1992

华北山区

0.021

0.293

Bi 等，2018

Beijing_BMS

北京城区

0.00014

0.546

Bi 等，2018

Beijing_CFDC

华北山区

0.163

0.225

本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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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_YJP

3.3 冰核浓度与过饱和度的关系

水汽条件能够影响气溶胶的成核特征（DeMott et al.，2003）。活化湿度也是
影响大气冰核数浓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图 6 分别给出了活化温度为-25℃时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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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冬季大气冰核数浓度与水面过饱和度、冰面过饱和度之间的关系。从图中
可以看出，大气冰核数浓度随过饱和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大，这与苏航等（2014），
蒋惠（2012）和 DeMott（2011）等的观测结果趋势一致。-25℃时-5%~5%水面

过饱和度时冰核浓度范围为 1.15~65.73L-1。另外，本文的观测结果可以看出冰核
数浓度随过饱和度的变化呈明显的指数增长关系，本文分别给出了参数化关系，

气

表 2 大气冰核湿度谱参数

The fitting to the data with the functional form
参数化名称

活化温度

A

水面过饱和度 SSw

-25℃

10.436

0.336

冰面过饱和度 SSi

-25℃

0.007

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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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学

如表 2 所示：

图 6 在-25℃时冰核浓度随水面过饱和度和冰面过饱和度的变化(SSw 为相对水面过饱和度，SS_ice 为相
对冰面过饱和度)
Fig. 6 The evolution of INP with SSw and SSi at -25℃(SSw and SS_ice are the supersaturation with respect to
water and ice, respectively)

在低过饱和度条件下，当冰核处于湿度高于冰面过饱和而低于水面过饱和时，
活化机制以凝华核化为主。随着过饱和度的增大，在高过饱和度条件下，当湿度

高于水面过饱和时，气溶胶主要通过凝结冻结和浸润冻结机制活化为冰晶。根据
拟合结果，可以初步推测出，在本文观测条件范围内，凝华核化的冰核所占的比
例约为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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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冰核与气溶胶的关系

通过图 3 可以看出冰核数浓度受气溶胶的影响。DeMott 等研究发现冰核数浓
度与活化温度以及气溶胶浓度又有很好的相关性，并提出了基于全球平均的参数

待

化公式（DeMott et al.，2010）。本文也建立了基于华北山区的冰核数浓度与气

科

溶胶以及活化温度三者的参数化公式，如下：

（1）

式中 NINP,T 为冰核数浓度，naer,0.5 为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数浓度。
表 3 为本文得到的综合考虑活化温度和气溶胶进行参数化的公式，并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如下：

参数化公式

学

参数化名称

表 3 大气冰核与温度、气溶胶浓度参数
The fitting to the data with the functional with T and aero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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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与本文数据相关性

观测地点

文献来源

全球多站

DeMott 等，

平均

2010

撒哈拉沙

DeMott 等，

漠沙尘

2015

黄山

蒋惠等，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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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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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_14

0.583

气

Jiang_12

0.798

0.815

南京

2012
杨磊等，
2014

0.839

公式（1）

华北山区

本文

待

大

Kai_19

本文分别利用表中的不同参数化方案对华北地区的大气冰核进行了计算并与

实测值进行了比较。图 7 为不同的参数化计算的冰核观测值和实际值对比图，图
7（a）～（f）分别对应表 3 中的 D10、D15、Jiang_12、Yang_14、Kai_19、Beijing_CFDC
建立的参数化方案。图中实线为 1:1 的线，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活化温度，

图中圆圈的面积差异代表了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的浓度大小差异，气溶胶浓
度越大，图中的点面积越大。横轴均为实测值，纵轴为不同的参数化计算结果。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参数化方案与实测值最接近，相关系数达到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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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参数化方案，DeMott 的 D10 参数化方案与本文冰核特征最相近，只是
在高温段-15℃时对冰核数浓度有所低估。与黄山地区的参数化方案预测结果差
别较大，这一方面与我国南北方的大气气溶胶特征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观
测方法也有差异，不同设备测量的是不同的核化机制，也有差异。南京和黄山地
区使用的是离线分析的新型真空静力扩散云室，主要测量凝华核化机制。适用于

待

南京的 Yang_14 参数化方案整体上低估了冰核数浓度，而 BJ-CFDC 则测量了凝

科

华核化、凝结核化和浸润冻结。本文与同样是使用 CFDC 观测的 D15 参数化相
比，高温段低估了冰核数浓度，低温段高估了冰核数浓度。这是由于 D15 的观

测结果是基于沙尘气溶胶，沙尘气溶胶在低温下活性很大，而本文观测时段内，
没有出现沙尘天气。图 7（f）为单独温度建立起的参数化方案计算值与观测结果，
相关性仅有 0.644。因此，同时考虑活化温度及粒径大于 0.5µm 气溶胶浓度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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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为合理，更接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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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尺度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建立起的不同参数化方案的冰核计算值与观测值的对比图。图中（a）～
（f）分别对应表 3 中的 D10、D15、Jiang_12、Yang_14、Kai_19、Beijing_CFDC 建立的参数化方案。横轴
为实测值，纵轴为不同参数化方案的计算值。图中实线为 1:1 的线，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活化温度，
圆圈的面积差异代表了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的浓度大小差异)
Fig. 7 INP measured and compared with INP predicted from the previous parameterization based on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s for diameters larger than 0.5 µm.（a）～（f）are parameterizations from Table 3 including
D10、D15、Jiang_12、Yang_14、Kai_19、Beijing_CFDC. The solid line is 1:1 line. Colors in figure means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rea of circle stands for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of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s for diameters
larger than 0.5 µm.

3.5 冬季降水天气与冰核的关系

天气过程对大气冰核的影响比较明显。降雨的清除作用能够降低大气冰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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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杨磊等，2013），但降雨后由于微生物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大气冰核增多
（Morris et al., 2014；Hara et al.，2016））。北京春季的一次连续降雨过程则出

现了第一次降雨后冰核增加，紧接着的降雨导致冰核数量明显降低的特点（Bi et
al.，2019）。
本文对 2018 年 1 月 21 日降雪过程前后的大气冰核变化和气象要素进行了观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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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分析。图 8 为这次观测时段的降雪滴谱、气溶胶和冰核数浓度特征。此次降水
从 1 月 21 日 18:30 分 YJP 观测站开始零星飘雪，19:50 飘雪逐渐加密，以不规则
碎冰屑和柱状冰晶为主，22:30 分降雪量达到最大，降雪颗粒逐步转为稳定的板
状和六角形，22 日 04 点以后降雪逐渐停止。降雪滴谱仪响应时段为 20 点～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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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 8 中可以看出，降雪前和降雪开始阶段空气相对比较污染，达到降雪量最

大时，气溶胶也达到最大，随着降水推进，冷空气也跟进，空气团性质改变。01

时后随着风速加大，气溶胶迅速减小。图 8 和 9 中可以看出与降雪前相比，冰核
在降雪时明显增加。降雪开始后冰核数浓度增加，可能是由于此时大气中不规则

刊

气

碎冰屑充当了二次冰晶的作用。降雪后期，伴随风力的加大气溶胶降低，降雪结
束后冰核明显降低，一方面是降雪对大气冰核有一定的清除作用（Graedel et al.,
1975），起始阶段小碎冰晶对冰核的清除作用有限，随着雪型演变到稳定的大尺
度板状和六角状，对冰核的清除作用加大（Hara et al.，2016）。另一方面，降
雪结束后冰核浓度降低，与气溶胶的迅速降低有关，这是由于雪后的大风引起的，

待

大

系统过境后，冷空气带走气溶胶对空气产生了净化作用。导致气溶胶浓度持续降
低，大气冰核也随之减少。这说明华北地区冬季由于风造成的稀释作用大于风造
成的输送作用，与黄山地区风的影响特征（苏航等，2014）相反。

科

学

气

科

学

刊
待
大

刊
待

大

气

图 8 降雪前后气象要素、气溶胶和冰核数件序列：从上到下分别为 (a)风向、(b) 风速、(c)降雪量、(d)降
雪滴谱、(d)气溶胶质量浓度、(e)0.5µm 以上气溶胶数浓度和(f)冰核数浓度( -25℃、5%水面过饱和度)特征
Fig. 8 The evolution of INP with weather elements, aerosol before and after snow event. From top to bottom are
(a)wind direction, (b)wind speed, (c)snowfall, (d)aerosol mass concentration(PM10,PM2.5), (e)aerosols number
concentration with diameter larger than 0.5µm, and (f)INPs activated at -25℃ at 5% super saturation to water.

图 9 降雪前，降雪中和降雪后大气冰核在不同温度的数浓度
Fig.9 The INP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efore snow, within snow and after snow

7 小结

本文利用国内首台新型在线连续流量扩散云室（BJ-CFDC）并结合其他气象
要素、降水滴谱、气溶胶等观测仪器，在华北地区闫家坪高山综合观测站对 2017
素并进行了参数化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学

刊

年冬季的大气冰核开展了综合观测研究，分析了大气冰核的特征，讨论了影响因
（1）华北地区冬季大气冰核在活化温度为-20℃时数浓度有较大的波动，变
化范围为 2.50～76.8 L-1，平均值为每升 18.347 L-1。大气冰核在-15℃、-20℃、
-25℃、-30℃、-35℃时冰核数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6.190±3.625 L-1、18.347±17.043

科

待

L-1、51.137±31.200 L-1、138.546±194.618 L-1 和 455.602±437.203 L-1。
（2）华北地区冬季大气冰核随活化温度的降低而呈指数增加趋势，随过饱

和度的增加呈指数增加，冰核数浓度与温度的经验公式为 NINP=0.163exp(-0.225
*T)，-25℃时冰核数浓度与水面过饱和度的经验公式为

学

气

NINP=10.436exp(-0.336*SSw) ，与冰面过饱和度的经验公式为
NINP=0.007exp(-0.264*SSi)。

（3）华北地区大气冰核与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数浓度相关性大，基于
活化温度和粒径大于 0.5µm 的气溶胶数浓度的参数化公式可表示为。
NINP,T=0.0026*(-T)2.3816*naer,0.5 (-0.0256 *T-0.0250)。

科

大

（4）降雪过程前后大气冰核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降雪开始后大气冰

核数浓度增加，降雪后期系统过境伴随的大风，对气溶胶的清洗作用明显，从而
造成降雪后大气冰核的明显减少。

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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