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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

摘

要

本文主要在介紹本局氣象儀器校正業務的現況與未來展望，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目前有氣壓、溫
度、溼度、降水、風向風速及日照日射等校正實驗室，其中氣壓、溫度、溼度、風速已通過「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的認證，其他實驗室也正朝這個方向努力。
本中心除負責本局所屬各類氣象儀器校正外，也提供外界機關、團體、學校之氣象儀器校正申
請服務，歷年來儀器校正件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由民國 95 年的 1313 件、99 年 2049 件至 102
年 2415 件，顯見國人對於儀器校正與量測標準之意識已逐漸的提升。
未來本中心實驗室校正系統及操作程序將朝自動化、標準化、及精準化方向發展，以提昇本局
氣象儀器校正能力及公信力。

關鍵字：校正實驗室（Calibration Laboratory）
TAF（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

一、前言
中央氣象局為執行氣象法有關氣象儀器校驗任務，並

球上大氣的變化，提供具有代表性、準確性與比較性

因應近年來氣象儀器校驗需求之大量增加，及確保氣

之氣象資料，除應考慮觀測儀器、環境條件、量測方

象測報資料之完整性與準確性，於民國 80 年 10 月成

法與資料傳輸及處理等外，亦需有一完整之儀器校驗

立「氣象儀器檢校中心」
，並先後建立了氣壓、溫度、

體系，氣象儀器校正是維持氣象觀測資料正確重要的

溼度、降水、風速及日照日射等校正實驗室，其中氣

一環，是氣象觀測的基礎，在氣象觀測之整體目標中，

壓、溫度、溼度、風速等校正實驗室已通過「財團法

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圖一）
，實驗室認
證其目的是為了健全國家量測體系，以確保各界使用
之量測儀器均能追溯至國家量測標準，以求全國各量
測基準的統一與一致性，實驗室借由認證評鑑達到符
合國際標準與品質及技術的提昇。
「度量衡」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日常作息的
健康安全，還是科技領域的高超工藝，都需要依靠精
確的計量系統來達成，因此如何準確的描繪整個地

圖一 實驗室認證標誌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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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
（一）實驗室作業

氣壓錶為 0.13hPa、KD1005 壓力轉換器 0.14hPa。

1、標準維持：
ISO 17025：2005 要求，凡用於測試或校正之所
有設備，應在其納入服務前加以校正，本中心實
驗室標準件，依據 TAF「量測結果之計量追溯政
策」
，將標準件送國家標準實驗室（NML）追溯
校正，如圖二，以此追溯鏈來銜接其所維持的國
家標準，並追溯到參考基準，再將此標準於實驗
室校正中傳遞到各個工作件，以達到統一基準與
一致性。
圖三

氣壓儀校正槽

(2).溫、濕度儀校正：
溫度、濕度儀校正均置於穩定的恆溫恆濕槽中，
以比較校正執行，溫度校正設備因儀器類型的不
同，分為油浴式溫度槽（校玻璃溫度計與電阻式
溫度計）與空氣式溫度槽（校一般電子式及記錄
器）
，溫度範圍：油槽-20℃（玉山站用）至 60℃，
量測最小不確定度 0.06℃～0.08℃，空氣槽 0℃至

圖二 標準量測追溯

40℃，量測最小不確定度 0.15℃～0.28℃。濕度
校正點為：30、50、70、90％RH（25℃）
，其量

2、校正方法與設備：

測最小不確定度為 1.0%RH。

本中心校正實驗室均以比較校正法執行氣象儀器

(3)降水儀校正：

校正，即將已校正過的標準件與被校件同置於一

降水現主要的觀測儀器為傾斗式雨量計，其可作

穩定環境中（恆溫恆溼槽、變壓槽、風洞）並施

為自動觀測用，因此也是目前世界各國用來觀測

予各需求校正值，待穩定後比較兩者量測值並求

降雨的主要儀器，實驗室是以定量式校正雨量

出被校件之器差值，以供觀測時修正。

計，即以已知容量的純水模擬降雨施予被校的雨

(1).壓力儀校正：

量計（如圖四）
，再由被校件所量測的總雨量與

一般壓力校正分為氣壓與液壓校正，本局氣壓儀

標準值比較，其誤差應於±3%以內，若大於允許

校正僅限於氣象用範圍（500hPa 至 1100hPa）之

誤差則須調整重校，由於儀器是以機械結構組

氣壓儀校正，校正點為 933、960、986、1013、

成，每一節點均需相互配合且運作正常，才可得

1040hPa（不含本局高山站氣壓），每一校正點增

出正確的量測值，因此在校正上須要較多的經驗

壓、減壓各 2 次，再求其各點之器差值與擴充不

及時間來校正調整，校正點為雨量強度 7mm/h、

確定度，壓力實驗室於 TAF 認證登錄之量測最小

20mm/h、50mm/h、120mm/h，該儀器因應使用的

不確定度（CMC）
：KD1001 汞柱氣壓計及 KD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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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同，其傾斗可分為 0.1mm、0.25mm、0.5mm

為觀測儀器，日射係觀測太陽的輻射量，即由太

及 1.0mm，使用者需依需求目的而選用，本局現

陽而來的短波輻射及地面輻射之長波輻射，主要

是使用 0.5mm 傾斗雨量計。

觀測儀器為全天空日射計（PSP），其單位為
W/㎡，國內現對於日射量標準的傳遞與校正尚
未完善，本中心現僅以原廠新品及其測試報告為
標準，於戶外平檯以自然光源執行比較校正，這
也是本局未來在此領域待加強之重點。

（二）儀器校正來源與統計
本中心儀器校正實驗室的建立，原是因應本局各
氣象觀測站之氣象儀器校正需求，因當時尚有餘力而
接受外界的氣象儀器委託申請校正服務，但近幾年來

圖四 降水模擬校正設備

由於氣候環境變遷及防災的需求，本局東西部流域之
(4).風速儀校正：

自動遙測氣象、雨量站，由原先的 100 多站，增建至

風速是以開放式風洞為校正設備（如圖五）
，風

今的 469 站，加上國際上對於度量衡發展的重視與國

機馬達為 175 馬力、電壓 380Vac，校正範圍：0

內 ISO 認證規範的要求，因此氣象儀器校正數量也由

～30m/s，測試段直徑 150cm，校正點為：5m/s、

民國 85 年的 769 件、民國 95 年的 1313 件、99 年 2049

10m/s、20m/s、30m/s，於 TAF 認證登錄之量測最

件至 102 年 2415 件（如圖六）
，顯見國人對於儀器校

小不確定度（CMC）分別為：0.18m/s、0.24m/s、

正與量測標準之意識已逐漸的提升。

0.43m/s、0.54m/s，由於本中心的風洞為國內唯一

目前氣象儀器檢校中心之氣象儀器校正來源有：

校正戶外型風速計的風洞，因此全國所有戶外型

(1) 地面氣象觀測站（26 站）
、(2)臺灣東、西部流域

風速計均集中於此校正，而造成冗長的等待時

自動遙測氣象站（279 站）
、雨量站（190 站）共

間。

469 站、(3) 雷達站氣象儀器校正 4 站、(4) 合作
氣象站 8 站、(5) 海象中心氣象觀測儀器、(6) 與
本局簽有合作協議之機關、團體、(7) 本局年度
採購備品、(8) 外界各機關、行號、團體、學校
的儀器校正申請服務，送校單位比率如圖七。

95年--102年儀器校正統計比較圖

圖五

風洞示意圖

2384

2500
2049
2000

(5).日照日射儀校正：

1795

2415

2053

1764

1509
1500

1313

校正數

日照之量測係將太陽直射光以時間長短來表

1000

示，亦即觀測太陽直射光射到地表的時間稱為日

500

照時間，其單位為小時，一般是以旋轉式日照計

0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年度

（自動觀測系統）或康培司托克日照計（傳統式）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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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儀器校正數比較圖

能力及公信力，以符合各氣象要素需求，未來發展
之事項如下：

(一)、風洞之改善
測風儀校正實驗室現有一大型風洞，用以校正戶外型
風速計，本風洞為一開放式（open type）
，風速最大量
測值僅達 30m/s，無法涵蓋氣象觀測需求，另一缺點
為運轉時產生的噪音達 110dB，遠超過本國「噪音污
染管制」相關規範要求(＜80dB)，為提升風速校正範
圖七

圍及符合環保規範，擬新建一封閉式(close type)風

102 年儀器送校單位比率圖

洞，封閉式風洞優點是可達到較高的風速、噪音小、
減噪成本低，其缺點是造價較高及需較寬廣的用地，
此風洞完成後可將風速校正值提升到 60m/s，將可符
合氣象觀測要求，及將運轉時的最大噪音降低至相關
規範要求，並可於風洞內設一風速體驗區，讓民眾實
際體驗各種風速之感受與情境。

圖九

封閉式風洞圖示

(二)、雨量計校正設備改善
圖八

中央氣象局測站分布圖

現行降水儀校正設備為定量式，其優點為設備簡單、
造價便宜、校正原理簡單、操作容易等，缺點為無法

三、未來展望

提高降雨強度、降雨強度會隨時間遞減、校正時間
長、無制式容器、且採購不易、無法自動控制、量化

實驗室校正作業經 20 幾年的運作下，已漸趨穩定與

不易等，因此未來發展擬將降水模擬設施由現行的

完善，且已有四項校正領域通過 TAF 認證，但由於

「定量校正」改為「定壓校正」
，
（如圖十、十一）將

校正品質、技術須持續的改善與進步，因此擬配合

降雨模擬校正範圍由 120mm/h 提昇至 400mm/hr，標準

本中心與臺北氣象站板橋站區合署辦公房舍興建

件科式力流量計可直接送國家標準實驗室追溯校

時，一併將測風儀(風洞)、雨量校正設備、日射及紫

正，系統可擴增為同時校 16 部雨量計，定壓校正方

外線三領域之校正設備擴建或更新，朝自動化、標

式不僅可縮短每部雨量計校正時間，並可自動化操

準化及精準化方向發展，以提昇本局氣象儀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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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數據擷取及數據處理由電腦操控，減少人力需

射基準連結，也可提供政府與決策者有關風險評估之

求，定壓校正流率穩定，可大幅降低量測不確定度以

客觀資訊與科學依據，發揮季節性氣候應用與氣候減

確保校正品質與準確度。

災之經濟效益。

紫外輻射計校正系統

日射計校正系統
太陽模擬
光源(Xe燈)

窄帶
濾光片

電動滑軌

電動滑軌

汞燈
全天日射計
工作標準件

圖十

全天日射計
待校件

分光儀

待校紫外
輻射計

平面鏡

定壓校正設備圖示
圖十二

太陽輻射校正設備圖

構圖

四、結語
氣象觀測資料之準確性，端賴儀器之正確使用，觀測
人員如要儀器發揮最大功能，首先應了解儀器之構
造、原理、性能以及操作方法，平時對儀器應加以妥
善維護，故障時亦能與予排除及修護，如此才能使儀
圖十一

定壓校正設備結構圖

器獲致最佳效果，度量衡標準的建立與維持，是一個
現代化國家必備的基礎建設，正確的儀器校正，能有

(三)、建立日射及紫外線校正能量

效提高工作績效，並降低內外成本，儀器設備會隨時

太陽能為地球能源動力的主要來源，太陽輻射觀測已

間函數增加而有漂移、老化、汙染等現項，唯有定期

日漸受到重視，日照日射儀校正實驗室為因應國內太

校正才可確保儀器所量測之資料品質，所以校正是確

陽輻射觀測需求，將建立紫外線與太陽能輻射計校正

保量測結果準確性的不二法門。

能量，新增室內校正暗房 (如圖十二) ，導入及比較
不同校正方法，建立量測標準追溯鏈，將標準件送至
國家標準實驗室與 WRR(World Radiation Reference )
追溯校正，確保本局在日照日射及紫外線測量的品質
與觀測值的可信賴度，促使全國各氣象監測站之觀測
結果標準一致，並根據國際規範以及參考其他國家實
驗室的做法，以確保日照計及紫外線輻射計之校正方
法與程序與國際同步，透過參與國際比對，與世界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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