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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氣旋發展的環境條件？

有利條件

地面低壓位於高空低壓（或槽）東側，
高空輻散位於地面輻合正上方。

不利條件

地面低壓位於高空低壓（或槽）下方，地
面輻合空氣不能向上，因高層也是輻合。

輻散

地面低壓在高空低壓（或槽）東側；
高空輻散位於地面輻合正上方。

地面低壓在高空低壓（或槽）下方，地
面輻合空氣不能上升，因高空也是輻合。



2012年6月16日0000UTC各層天氣圖



2012年6月16日0000UTC各層天氣圖



2012年6月16日0000UTC各層天氣圖



問題：

(1) 在200hPa天氣圖有兩個高壓脊，在台灣東方太平洋地區者晴空，而
從在菲律賓東方海面向西北伸經南海至雲貴地區者伴有深對流，甚
至有颱風形成？

(2) 在台灣東方太平洋地區之高壓我們稱為？另一個高壓可稱為？兩個
高壓在天氣扮演的角色如何？

兩個高壓脊



高對流層輻散在氣旋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高對流層輻散在風暴
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輻合 輻散

高層和地面之輻合和輻散

當高空輻散移至低層氣旋式環流上空時，
氣旋環流加強，因而空氣被迫上升。因
此，地面氣壓要發展，在其上方之高對
流層必須有強的輻散。



高空輻散區的重要性

氣象人員要精確的預報風暴發展，必須能在高
層天氣圖確定輻散區。

高對流層輻散非常非常重要



高空觀測資料之獲得



但只有衛星資料能顯現多尺度天氣系統於一幅圖上。

• 多尺度：

全球尺度、

綜觀尺度、

中尺度，和

對流尺度

高空冷渦



擾亂中秋節之天
兔颱風

影響東北部之MCS

2013年9月17日2101-18日
0532時（地方時）半小時間
距之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2013年9月19日11時4-20日
23時（地方時）半小時間
距之可紅外線雲圖。

• 動態雲圖更容易確定各種尺度的天氣系統的移動和演變。

• 高時空解析度之氣象衛星在了解、監視和對中尺度系統發
展在極短期（3-18小時）預報扮演重要的角色。



卷雲雲型研析及其在劇烈天氣分析與
預報之應用

較不受重視

300-200hPa



高時空解析度衛星雲
圖的卷雲雲型可提供
辨識高對流層氣流型

式的指標。

 描述如何從衛星雲圖
研析這些雲型特徵；

 探討這些雲型與高空
氣流的關係，並將這
些關係應用於

 劇烈天氣系統（如颱
風和中尺度對流系統）
之演變及移動過程。

個案分析

探討內容



與高層氣流有關的主要卷雲雲型



卷雲帶和卷雲條

• 卷雲帶能提供確定噴流（極地和副熱帶）和高空亂流的
線索。如何利用卷雲帶確定噴流和亂流位置可參閱
Bader等（1995）和Anderson等（1969）。

• 伴隨高空強風之卷雲若無足夠的水氣以形成卷雲蓋或卷
雲帶時，則可能形成狹長條狀的卷雲，此長條狀卷雲就
稱為卷雲條。

• 卷雲條沿著：

高層氣流（基本上為噴流），

通常位於噴流右側（靠赤道側），且與

高層風平行，且風速大於60Kts。



卷雲條之衛星雲圖及高空風場

• 在可見光影像較不易察覺（因為雲頂溫度和
反照度的關係）；

• 卷雲條在紅外線影像上可以看到白或濃白；

• 在水氣圖上，卷雲的色調呈白色。

2014年3月20日0200UTC之MTSAT衛星雲圖及
0000UTC 200hPa分析



砧狀卷雲和卷雲砧

2014年6月2日2332UTC MTSAT衛星雲圖

紅外線色調強化 可見光

2014年6月3日0000UTC

200hPa天氣圖
Cb 雲砧

(雲羽)

20-30Kts

橢圓形對流
Plume=cloud

20Kts

砧狀卷雲 卷雲砧

卷雲砧

砧狀卷雲



卷雲砧
卷雲砧是積雨雲頂部的偽卷雲。

它的特點有：

(1) 結構型式：在衛星雲圖上呈砧狀。

(2) 邊界形狀和紋理：迎風側邊界整齊光滑，下
風側邊界出現纖維狀或羽狀紋理，且越往下
風方向去色調越變暗；在積雨雲頂母體處，
紋理均勻光滑。

(3) 暗影：在可見光雲圖上常可見到卷雲砧的暗
影。

2011年5月2日之
MTSAT可見光雲圖

(a) 0830UTC

卷雲砧

2011年5月2日0830UTC之MTSAT紅外線雲圖
(a) 未色調強化 (b) 經MB曲線色調強化

(b) 0930UTC

迎風面



卷雲砧與風場及對流中心的關係

• 雲貌外觀會受各層不同方向的風場影響，呈現與該雲頂發展高度之風
向一致的外形，風力越強則呈線狀排列。圓形之外貌，表示該區環境
風場較為微弱。

• 如果系統有明顯之對流中心，圓形之雲貌之對流中心較接近幾何中心，
線型雲貌則趨向於迎風面（上風區）。



Examples of Sheared Pattern

Tropical Storm Soudelor 

(Gorio)
Duration: July 9 – July 13, 2009  

Intensity: 65 km/h (40 mph)      

(10-min), 992 hPa

Tropical Storm Nangka 

(Feria)
Duration: 22 – 26 June, 2009              

Intensity: 75 km/h ( 45 mph)               

(10- min), 994 hPa

Tropical Storm Goni 

(Jolina)
Duration: July 30 – August 9,  

2009 

Intensity: 75 km/h (45 mph)

(10-min), 988 hPa (T3.0: 20.8 m/s) (T2.5: 18.1 m/s)
(T3.0: 20.8 m/s)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d/Tropical_Storm_Nangka_peaked_2009.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d/Tropical_Storm_Nangka_peaked_2009.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Tropical_Storm_Soudelor_2009.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Tropical_Storm_Soudelor_2009.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9/Goni_4_August_2009.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9/Goni_4_August_2009.jpg


引發橫雲線三種主要天氣系統概念模式

橫雲帶和扇貝狀雲概念模式，（左）直線噴流軸，（右）反氣旋式噴流軸
（摘自WMO Aviation Hazards）

熱帶氣旋氣旋結構示意圖（低層氣旋式內流、
高層反氣旋式外流和外流引發卷雲蓋）。

成熟MCC示意圖。MCC成熟後引
發高、低層反氣旋和中層氣旋。

1. 噴流

2. 颱風 3. MCS



(1) 噴流內橫雲帶概念模式和例子

橫雲帶和扇貝狀雲概念模式（摘自WMO Aviation Hazards）

副熱帶噴流內直線橫雲帶例子
（2014年1月12日0833UTC

MTSAT紅外線雲圖）

極地噴流內反氣旋式橫雲帶例子
（2014年4月21日0000UTC MTSAT

紅外線雲圖）



(1) 噴流內橫雲帶例子（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福島核爆事件）

聯合國預報指出放射性烟羽被吹過太
平洋而能衝擊西海岸

2011年3月13日0632UTC MTSAT

衛星雲圖。噴射氣流清晰可見

可見光雲圖 紅外線雲圖

水氣雲圖



1997年1月1日之紅外線衛星影像指出，副熱帶海洋氣團（mT
）（粗紅實線箭頭）移進加州北部。暖濕氣流（有時稱為“
波蘿快車（ the pineapple express ）”製造加州中北部豪雨和
大暴洪。

the pineapple express 又稱 pineapple connection 或Atmospheric River 

波蘿快車（ the pineapple express ）



中南半島 /孟加拉灣聯結（Indo-China /
Bay of Bengal Connection）

2010年2月20日1830UTC MTSAT 水氣雲圖

Indo-China /

Bay of Bengal

Connection



孟加拉聯結導致MCSs發展的例子

1983年6月1日1200UTC之（a）紅外線衛星雲圖，(b) 
850hPa θe (K) 分析(箭頭為850hPa最大風速軸)。

(a) (b)

(a) (b)



南中國海聯結（South China Sea Connection）

2008年5月14日1130UTC

MTSAT水氣雲圖



(2) 颱風內橫雲帶概念模式和例子

低層氣旋式內流、高層反氣旋式外流。外
流引發卷雲線可以從發展中的颱風吹出，
它似乎與伴隨颱風高層氣流輻散有關。

2008年9月27日薔蜜（Jangmi）颱風雲系特徵及1分鐘間
距動畫（摘自2008年THORPEX）。

米瑞颱風雲貌2009年10月29日

米瑞內颱風動畫

颱風之低層內流和高層外流清
晰可辨。尤其是高對流層之卷
雲線呈輻射性向外吹出。



2014年侵台颱風--麥德姆（Matmu）
• 麥德姆登陸前11小時，不論在可見光或在紅外線雲圖，颱風中心都可
清楚的看出。

• 從颱風中心射出的橫雲線，在紅外線雲圖（右圖）清晰，但在可見光
雲圖（左圖）不易辨認。此乃因冷雲頂溫度和低反照度所致。

• 右圖又顯示，從颱風中心射出之橫雲帶，在西側者清晰，而在東側者
則否，此因東側受多層雲系的污染之故。

• 在颱風外圍垂直卷雲條的橫雲帶卻清晰可辨。

2014年7月22日0511UTC Suomi NPP衛星觀測到之颱風雲貌。

(a) 可見光雲圖 (b) 紅外線雲圖



(3) 中尺度對流系統內橫雲帶概念模式和例子

2010年6月2日（上）0200 UTC紅外線
雲圖及（下）0000UTC200hPa天氣分析。

衛星雲圖上輻射狀橫雲帶清晰可見，
該等雲帶近乎垂直於高層氣流。

2010年6月20日0000UTC之 (a) 紅外線雲圖及
(b) 200hPa天氣分析。兩支卷雲條(cirrus streak)

分別向東北及西南伸展。向東北者（北支）伴
隨強風帶，向西南者（南支）與橫雲帶垂直。

卷雲線可從成熟的MCS吹出，它與伴隨高
層氣流輻散有關



MCS之外流卷雲線/橫雲線
2012年6月11日2201UTC〜12日1601UTC之半小

時間距可見光雲圖動畫



橫雲帶的演變



(一) MCS個案：2012年6月11-12日個案



激發本橫雲帶個案MCS之演變：形成與加強

• 因由兩個對流雲合併而成，雲系形狀由加強期的東西向帶狀逐
漸轉為橢圓形。

• 形成至加強期無橫雲帶出現。

2012年6月11日1832UTC〜2132UTC之MTSAT紅外線衛星雲圖（半小時至一小時間距）



橫雲帶形成期及加強期

• 對流中心雲頂溫度繼續
降低，強度也持續增強，
形狀也從帶狀演變為準
圓形。

• 在MCS強度增強期間，
伴隨MCS的橫雲帶在
2201 UTC前後形成。此
時橫雲帶很小，在MCS

之東緣至南緣出現。

• 橫雲帶隨著MCS之增強
而增強，惟在對流系統
達成熟期時（11日
2332UTC），橫雲帶還
繼續發展。

2012年6月11日2201UTC〜2332UTC之半小時
間距MTSAT紅外線衛星雲圖。

MCS成熟，呈準圓形



橫雲帶成熟期
• MCS開始減弱時，由橢圓形轉為楔形，導致深對流移至上游，且在
其西緣有新對流形成，維持在其減弱期尚有相當的強度。

• 當MCS開始減弱時（12日0032UTC），橫雲帶開始快速增強，並達
成熟期且持續0332UTC。

2012年6月12日0032UTC〜0332UTC之半小時間距MTSAT紅外線衛星雲圖。



楔形（wedge shape）

2010年6月12日0132UTC之紅外線雲圖
（左上）、可見光雲圖和0000UTC 200hPa

天氣分析（右）。



“V”型或楔形（wedge shape）雲的特性

• MCS之對流部分伸向上游（西迎風面），呈V型或楔狀
形（wedge shape）。

• 楔形雲係由高層分流（diffluence）和強輻散所導致，因此
它代表高層強輻散而強迫垂直運動，楔狀頂端指向迎風面，
新對流喜好於頂端的迎風區附近形成與發展，同時該形狀
的雲系雲經常與劇烈天氣（如地面強風和龍捲風等）相伴
出現。

• 高層卷雲由雲系頂端的對流區幾呈直角分別向東北和向東
南伸展，顯示高層有明顯的分流，對MCS強度之維持扮演
重要角色。

38



橫雲帶減弱期

• MCS和橫雲帶強度均減弱，唯兩者之減弱強程度均不大。

• 橫雲帶的方走向隨MCS對流軸線走向改變而變，兩者走向幾乎一
致。

2012年6月12日0401UTC〜0801UTC之半小時間距MTSAT紅外線衛星雲圖。



（二）颱風個案：2009年米瑞內（
Mirinae）颱風



米瑞內颱風（Typhoon Mirinae）生命史

米瑞內颱風係由25日在雅普島（Yap）東北東方的擾動發展
而成。該擾動於26日1200UTC發展成為該年度的第21號颱
風。米瑞內形成後，受在其北方強盛副熱帶高壓之導引，
由東向西至西南西移動（見下圖）。

米瑞內颱風颱風最佳路徑。圖示符號代表熱帶氣旋強度各階
段，圖中數字為時間和颱風強度。



米瑞內颱風（Typhoon Mirinae）生命史

日 期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時間(UTC) 00 06 12 18 00 06 12 18 00 06 12 18
強度 (Kts) 75 85 85 85 90 90 90 90 90 85 85 55

日 期 10月26日 10月27日

時間(UTC) 00 06 12 18 00 06 12 18
強度 (Kts) 25 30 35 35 35 40 45 65

日 期 10月31日 11月1日 11月2日

時間(UTC) 00 06 12 18 00 06 12 18 00 06 12 18

強度 (Kts) 50 55 50 45 40 40 50 50 45 65 45

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

最盛期
快速加強期

緩慢減弱期
快速減弱期

快速加強

35Kts=T2.5 40Kts=T2.5+ 45Kts=T3.0 50Kts=T3.0+/3.5-

55Kts=T3.5

65Kts= T4.0 75Kts=T4.5(77Kts) 85Kts=5.0- 90Kts=T5.0

10/26/12-27/12

速弱後維持

加強後維持



米瑞內颱風引發之橫雲帶生命期
形成

27日0530UTC


緩慢加強

27日1130UTC

快速加強
27日1130UTC

〜
28日1730UTC

成熟期
29日2030〜
2330UTC

緩慢減弱
30日0530UTC

〜1130UTC








快速減弱

30日1730UTC

〜31日
2330UTC

2009年10月26日1130UTC至11月1日0530UTC之6小時間距
紅外線衛星雲圖



橫雲帶形成前：26日1130UTC-27日0230UTC

• 米瑞內颱風雖於26日1200UTC形成，形成後18小時內，颱風強度
沒增強，也未見橫雲線出現。

2009年10月26日1130UTC至27日0230UTC之3小時間距紅外線雲圖。

26日1200UTC 35Kts



形成期〜加強期： 27日0530UTC-1730UTC

2009年10月27日0530-1730UTC紅外線衛星雲圖。

形成（在東南緣）
在東南緣之橫雲
帶逐漸清晰

在東南緣之橫雲帶清晰可辨，雲帶範
圍擴大、雲帶內卷雲線增長，雲帶擴
展至颱風雲系東至南緣。

27日0530UTC

颱風強度： 40Kts

27日0857UTC 27日1130UTC

颱風強度：45Kts

27日1730UTC

颱風強度：65Kts

27日0530UTC 27日0857UTC 27日1130UTC 27日1730UTC

40Kts 45Kts 65Kts



快速加強期（27日1130UTC-28日1730UTC）
• 27日1130UTC-1800UTC，颱風強度快速增強（1200UTC之45Kts - 1800UTC之

65Kts）。在颱風東至南象限之橫雲帶之清晰度亦隨之快速增強，在颱風西北
側橫雲帶逐漸形成。 (45Kts65Kts)/6hr = (T3.0 T4.0)/6hr

• 高空輻散場顯增強，颱風也隨之快速增強。

2009年10月27日1130UTC-1800UTC MTSAT逐時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快速加強期

• 除颱風東至南現象橫雲帶持續其強度外，27日1930UTC起，在颱風
西北側橫雲帶更並逐漸加強，至2230UTC就清晰可辨，並持續增強。

• 高空輻散增強並維持其強度。

75Kts

2009年10月27日1730UTC-20日0057UTC MTSAT逐時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快速加強期
• 至28日0530UTC，橫雲帶範圍擴大，幾涵蓋半個颱風，尤其在其南

緣更顯現十分清晰之南北向卷雲線。

• 在28日0600UTC-1800UTC，颱風附近最大風速均為85Kts。然而，
半小時間距雲圖顯示，自28日0430UTC起，橫雲帶就逐漸增強。

6
小
時
間
距

1
小
時
間
距

85Kts

<



成熟期：28日20330UTC-29日2330UTC

28日1730UTC-30日0230UTC 三小時間距衛星雲圖，紅色框分
別為橫雲帶成熟前加速增強和成熟後開始減弱的衛星雲圖。

• 雲圖顯示，
橫雲線在28

日2030UTC

達成熟初期，
而持續至29

日2330UTC。
這段時間為
颱風的最盛
期。

• 在颱風達最
強前3-6小時，
橫雲線就已
加強至相當
程度，

• 在颱風減弱
後也該使開
始減弱。



緩慢減弱後快速減弱
30日0600UTC，米瑞內颱風的強度由90Kts稍微減弱為85Kts，此強度也持
續至1200UTC，橫雲帶強度也隨之減弱，但仍清晰可辨。之後，颱風強度
快速減弱，風速由85Kts減弱為55Kts（T4.5+/T5.0-減弱為T3.5），雲帶也
顯著減弱。之後，至11月2日1200UTC，颱風中心強度在40-55Kts，橫雲
帶也失去結構且不再清晰可辨。



米瑞內颱風（typhoon Mirinae）
2009年10月29日0000UTC-31日0730UTC



海鷗颱風（ Typhoon KALMAEGI）

2014年9月13日1501UTC-2201UTC動畫



颱風引發橫雲帶演變小結

• 米瑞內颱風初形成時並無橫雲線。當開始加強時，橫雲
帶出現唯尚不清晰。隨著颱風強度增強，橫雲帶逐漸清
晰。若颱風強度快速增強，則橫雲帶變清晰可辨。

• 就本個案而言，當颱風強度達中度強度（ 65Kts/ T4.0）
時，除在颱風東至南象限橫雲帶之清晰度亦隨之快速增
強外，在颱風西北側橫雲帶逐漸形成，顯見高空輻散場
顯增強，颱風也隨之快速增強。

• 颱風引發橫雲帶的發展與颱風的增強成正相關，且在颱
風增強前，橫雲帶就有加強的徵兆，當雲帶開始減弱時，
颱風的強度可也隨之減弱。因此橫雲帶的強度變化可作
為颱風強度預報的線索之一。



4.在劇烈天氣分析與預報之應用

• 過去研究指出，高對流層分流（輻散）在劇
烈天氣系統（如中尺度對流系統和熱帶氣旋）
形成、加強及移動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 本文上面已簡介如何在衛星雲圖上研析卷雲
雲型及該等雲型與高空氣流的關係，以下就
以個案說明高空卷雲雲型在台灣最嚴重的劇
烈天氣（中尺度對流系統和颱風）的應用。



（一）中尺度對流系統



蘭嶼氣象測站遭雷擊個案：2010年10月6日

• 2010年10月6日凌晨開始，台東縣離島的蘭嶼鄉雷雨交加，
位在海拔三百多公尺山上的「蘭嶼氣象測站」遭落雷擊
中，氣象站內的氣象設備，因為雷擊影響全部故障。報
載此次雷雨是因南方對流旺盛的雲系北移所致。是否如
此，讓我們檢視當時的衛星雲圖。



蘭嶼氣象測站遭雷擊個案：2010年10月6日

• 5日1200UTC起，
在蘭嶼南方至東
方近海有三個分
離的對流雲存在，

• 之後在此等雲系
東方又有對流雲
系沿著雲線形成。

• 在蘭嶼附近的雲
系不但滯留，甚
至向迎風面（西）
發展。

• 6日中午前後對流
雲系增大且達最
強，至1200UTC

後才消散。

2010年10月5日1200UTC-6日1500UTC3小時間距之紅外線雲圖



高空卷雲雲型與高空風場分析

2010年10月6日0000UTC之MTSAT紅外線雲圖和同時間200hPa分析。衛星
雲圖上重要雲型及由雲型特徵分析之高空氣流型式均標示於圖中。雲型範
圍內200hPa之氣流線亦標於圖上。



高層分流與MCSs發展的例子：蘭嶼氣象測站遭落雷擊中

(c) 6日1200UTC(b) 6日0000UTC(a) 5日1200UTC

2010年10月5日1200UTC – 6日1200 UTC之紅外線衛星雲圖
（上）及200hPa天氣圖（下）



高層分流與對流
2010年10月6日0000-1000LST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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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雲圖顯示，此等雲系確有由蘭嶼東方向西發展，深對流部位
恰位於蘭嶼且滯留，因而造成當時蘭嶼氣象站附近落雷密集。



(二) 颱風



侵台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環流



琳恩颱風（1987年10月24-26日）

琳恩颱風雲貌（1987年10月24日1200UTC紅外線衛星雲圖）。
（右圖）橫雲帶、高空氣流線和高空分流/輻散區亦示於圖中）

1987年10月24日台灣北部雨
量分布（陽明山：1316mm）。

1987年10月22日0000UTC至27日0000UTC

琳恩颱風路徑。1987年10月24日1200UTC地面天氣圖。



1987年琳恩颱風雲貌

1987年10月24日GMS紅外線衛星雲圖



1987年琳恩颱風雲貌

1987年10月24日GMS紅外線衛星雲圖



梅姬颱風雲貌

2010年10月21日1200UTC至22日0600UTC 6小時間距紅外線衛星雲圖。



侵台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環流
梅姬颱風

2010年10月22日0000UT之低對流層（地面）和高對流層（300hPa及200hPa分析）

地面 200hPa300hPa

2010年10月22日0000UT之紅外
線衛星雲圖

2010年10月21日00時 - 23日22時
紅外線影像動畫。



結 語
因衛星雲型與氣流、溫度、水氣分布，以及垂直穩定度等要素
有密切關係，高時空解析度衛星雲圖的卷雲雲型可提供辨識高
對流層的氣流型式的指標。基於此，本文透過個案分析，描述
如何從衛星雲圖研析這些雲型的特徵、探討這些特徵與高空氣
流的關係，並將這些關係應用於劇烈天氣系統（如颱風和中尺
度對流系統）之演變及移動過程。初步結果顯示如下：

1. MCS和颱風引發之橫卷雲帶/橫雲帶和卷雲條在對流系統之形
成、加強和移動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2. MCS引發的橫雲帶，其生命期約與中尺度對流系統者相仿。
它的形成和消散均落後於對流雲的加強期和衰亡期，其成熟
期在對流開始減弱時，落後時間約兩小時。

3. 颱風引發橫雲帶的發展與颱風的增強成正相關，橫雲帶的強
度變化可作為颱風強度預報的線索之一，因在颱風增強前，
橫雲帶就有加強的徵兆。



建議



(a) 紅外線 (c) 地面天氣圖 (e) 850hPa天氣圖

(b) 可見光 (d) 200hPa天氣圖 (f) 1013hPa NOGAPS winds 

2010年6月2日0000UTC之衛星雲圖和高低層天氣分析。





建議

• 氣象衛星是唯一可顯現多尺度（multi-scale）天氣系統於一
張圖上，從衛星雲圖可以辨識各種尺度的天氣系統及其間
的交互作用，因此，辨識伴隨天氣系統的雲型是非常重要
的。

• 因衛星雲圖是大氣熱力和動力的結果，而導致分析的困難
度。因此，在分析時應參考與雲圖同時間的高空觀測和數
值預報產品。換言之，就是分析時應結合衛星雲圖、傳統
觀測及數值預報產品，有助於提高分析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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