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氣象站日夜風速變化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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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氣象站，在11月到隔年5月期間，受高空西風邊緣影響，風向以西風為主，風速較
大，7-9月受太平洋副熱高壓壟罩，以微弱東風到南風為主，6月和10月為兩個系統的交換
的過渡期。在無明顯天氣系統影響下，玉山氣象站的風速有日夜週期變化，日夜相較，夜
間風速較大，凌晨太陽升起之後，風速開始變小，持續到中午左右，午後風速又漸漸增加，
直到太陽下山。
玉山氣象站的風速日夜週期變化的與大氣邊界層高層風速變化的現象有類同之處，美
國奧克拉荷馬市鐵塔觀測也有類似風速日夜變化，大氣邊界層高層的高層風速，主要是白
天太陽加熱，對流產生混合作用，使風速下降，玉山氣象站主要白天來至兩側的上坡風，
使水平向的風速減弱。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份，白天下午水平氣流風速會較早上大，7-10月，早上風速較下午
大，與冬季盛行西風、夏季盛行東南風及太陽早上照射東邊山坡，下午照射西邊山坡有關。
影響山區風向風速的因子很多，地轉風、氣流過山，上升氣流與水平氣流混合、山頂上溫度升高
產生的對流、雲霧壟罩或因地形及建築物作用產生的紊流等等，本研究尚未對各個因子分類分析，將
作為以後研究方向，若配合模式模擬必能得到更好結果。

一、前言

二、資料分析
1. 風速全年特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玉山氣象站風速觀測資料了解高山風速變
化特徵，發現風速有日夜周期性變化，夏季風速日夜差異較
大，冬季較小。
從玉山氣象站風速資料發現，1-6月份及11-12月，風向
以西風分量最多，7-9月以東南風為主要分量，雖然6月份仍
以西風分量為主，但可以明顯觀測到，6月份西風出現的頻
率及風速相較1-5月有明顯下降，11月份西風再起，此時風
速還不是很大，平均5.1M/S，12月份風速加大，平均到
6.0M/S，西風出現的頻率也增加。7-10月，風速較小，風速
依序只有4.9、4.5、4.7及4.3m/s，平均風速都在5m/s以下(圖
1)。
玉山氣象站海拔高度3844公尺，1981-2010年測站平均
氣壓642.2毫巴，風速呈現綜觀天氣尺度現象，從700毫巴面
月平均風向風速圖及風花圖(圖2)顯示，1-5月間，台灣上空
風向多為西南西風，6月吹西南風，7-8月吹南風，但風速很
小，9-10月台灣700毫巴面剛好位於副太平洋高壓脊線位
置，風速微弱，11-12月風向有轉為西南西風為主，風速較
增。

本研究利用玉山氣象站風速觀測資料了解高山風速變
化特徵，發現風速有日夜周期性變化，夏季風速日夜差異較
大，冬季較小。
Crawford and Hudson (1973) 將邊界層分成6層，發現夜
間大氣邊界層穩定成層，高度越高風速越大，白天，地面受
熱產生擾動，改變邊界層的穩定度，促使邊界層產生混合，
降低邊界層風速。當加熱效應變得不重要時，垂直傳送的擾
動消失，大氣回復到穩定成層，風速加快，回復到原來受準
地轉風影響時的風速。
Holton , 1967; Bonner and Paegel, 1970提到地形特徵造
成的水平氣壓梯度力將引發日夜間風速周期性的改變。
Wagneg, 1938; Defant, 1949 提出不平坦的地面，因地
面加熱和冷卻的因素，產生水平面上溫度上的差異，引起日
夜周期的環流。
分析玉山氣象站風速資料，發現玉山氣象站風速有日
夜週期性的變化，夜間風速較大，當太陽升起，風速開始變
小，接近中午時，風速最小，午後，隨著日射強度降低，風
速又開始增加，直到日落。

2. 風速日夜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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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2001年到2010年風速資料，以月為單位，將當月每
日同一整點風速資料累加後求其平均值，將平均值繪成24
小時的時間序列圖(圖3)發現：
每個月份，風速都有明顯的日夜週期變化，當太陽出
來的時候，風速開始變小，一般在中午前後，風速最小，中
午過後，風速又開始變大，直到太陽下山，在夜間，風速雖
略有變化，但變化大小都在小區間內。
風速的變化呈Ｖ或Ｕ字型，由以10月份形狀最接近Ｕ
字型，1-4及11-12月Ｖ自行底部偏早上，即下午風速略大於
早上，5-6月接近中午，7-10月偏下午，即早上風速略大於
下午。
依上述計算結果，取當月夜間風速最大值、日間風速
最小值及兩者差值繪置成圖4，顯示夏季的時候，夜晚與午
間風速差距較大，冬天差距較小，7月份差值為3.8m/s，1月
份差值1.8m/s。

另外從月平均24小時風速變化的時間序列圖上(圖
14)，顯示風速的變化呈Ｖ或Ｕ字型，由以10月份形狀最接
近Ｕ字型，1-4及11-12月Ｖ字行底部偏早上，即早上風速比
下午小，5-6月接近中午，7-10月偏下午，即下午風速比上
午小。
玉山山塊呈十字行分布，玉山主峰到玉山北峰（玉山
氣象站所在位置）剛好為南北走向的陵線，東西兩側向下傾
斜，為說明Ｖ或Ｕ字型偏左或偏右的現象，假設一個左右對
稱的山脈，走向為南北走向，氣流來至三個方向，水平方向、
山脈東側上坡風及西側上坡風。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份，台灣高空地區盛行西風，假設
在無雲的天氣條件下，早晨太陽從東邊升起加熱東邊山坡，
西邊山坡屬背陽面，下午太陽移到西邊，東邊為背陽面，因
此東邊上升氣流早上比下午旺盛，西邊山坡的上升氣流下午
比早上旺盛。
在山頂上東邊的上升氣流提供的水平動量向西，與向
東的水平氣流混合後，減少向東的動量，早上提供較多的向
西分量，下午較少，只考慮東邊的上升氣流時，早上西風較
下午風速小(圖5)。
西邊山坡的上升氣流提供的水平動量向東，西邊下午
的上升氣流較早上大，只考慮西邊的上升氣流對水平氣流的
影響時，下午水平氣流向東的分量較早上大，即下午西風較
早上大。
從上述兩段分析，不論是東邊或西邊的上升氣流對西
風來說，下午都會提供較多的向東分量，使下午風速大於早
上，因此圖3 中Ｖ或Ｕ字型的底部偏向早上，早上風速較下
午小。
反之，7-10月，高空主要受太平洋高壓壟罩，以吹東
風及東南風為主，東邊及西邊的上升氣流對向東的水平氣流
提供相反的動量，早上東風風速會較小，下午比較大，山頂
吹東風時，Ｖ或Ｕ字型的底部偏向下午，早上風速較下午大。
以上情況是假設晴天狀況之下，若午後有雲霧產生，
將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3.風速日夜變化物理分析
玉山氣象站風速日夜變化現象與一般山谷風(mountain
and valley wind)或上坡/下坡風(slope wind)不同。山谷風一天
中會有明顯兩次風向轉向現象，風速在中午時有最強的上坡
風，凌晨時有最強的下坡風，但是玉山氣象站在中午的時候
風速最小，也沒有風向兩次轉向現象，明顯的，玉山氣象站
風速風向顯示出的結果並不是山谷風現象。
玉山氣象站山頂上的觀測的風速日夜週期變化的與大
氣邊界層高層風速變化的現象有類同之處，美國奧克拉荷馬
市鐵塔觀測得知，98m以上風速也是呈現日夜週期性的變
化，白天時風速比夜間小，日落後風速變大。
大氣邊界層高層的風速，在日出後，由於地面受太陽
輻射加熱，產生對流，混合作用，高層的動量往下傳，使高
層風速在白天時有下降的現象，日落後大氣邊界層回覆到穩
定成層，風速較大。
玉山氣象站日出後，有來自東西兩側的上坡風，上坡
風與水平移動的氣流相遇，產生混合作用，類似在大氣邊界
層混合層，大氣混合後，風速、溫度和濕度趨向一致，風速
比自由大氣風速小，日落後，上坡風消失，混合作用停止，
風速回到原來地轉風大小。
夏天與冬天相比，夏天風速降的較多，夏天時，輻射
較強，垂直上升運動也較強，混合作用強烈，均質化強度較
大，對風速降低的影響較大。
玉山山頂的風速是多重因子的結果，地轉風、氣流過
山使風速加強，白天風速減弱，山坡上升的氣流與水平氣流
混合、原本山頂上溫度升高產生的對流、雲霧壟罩或因地形
及建築物作用產生的紊流等等。風速的大小及風向都可能因
為接近山谷邊及高度而受到不同氣流及紊流影響，山頂的大
小及形狀也會影響到紊流及混合的範圍，因此風速計架設的
地點不同及高度不同，所量測的結果必定會有很大的差異，
玉山北峰山頂上有一塊平坦的腹地，可供搭建氣象站建築
物，因此可造成空氣類似大氣邊界層空氣混合或造成紊流，
但如果是尖銳的山型，造成類似大氣邊界層日夜風速變化現
象範圍和風速減弱現象一定比較小。

三、結論
玉山氣象站，因高度關係，風向風速由綜觀系統決定，
冬季11月到隔年5月受高空西風邊緣影響，以西風為主，風
速較大，7-9月受太平洋副熱高壓壟罩，以微弱東風到南風
為主，6月和10月則為兩個系統的交換的過渡期。
玉山氣象站的風速風向資料除綜觀系統特徵外，因山區
每日的環流影響，有日夜週期變化，風速在夜間較大，凌晨
太陽升起之後，風速持續減小，直到中午左右，午後，風速
又漸漸增加，直到太陽下山，夜間風速較大。
大氣邊界層高層的風速，主要是白天太陽加熱，對流產
生混合作用，使風速下降，玉山氣象站主要白天來至兩側的
上坡風，使水平向的風速減弱。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份，白天下午水平氣流風速會較早
上大，7-10月，早上風速較下午大，與太陽早上照射東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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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下午照射西邊山坡及盛行風風向有關。不論是東邊或西
邊的上升氣流對西風來說，下午都會提供較多的向西分量，
使下午風速大於早上，反之，東風下午風速會小於早上。
山頂的大小及形狀也會影響到紊流及混合的範圍，因此風速
計架設的地點不同及高度不同，所量測的結果必定會有很大
的差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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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玉山氣象站2012年風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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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將2001 年到 2010 年的風速資料，以月為單位，將每日同
一整點風速資料累加後之平均值。橫軸為小時，縱軸為風速
m/s，每個月都有相同的現象，日出後風速開始變小，在中午左
右達到最小，午後，風速又開始增強，直到太陽西落。白天的
風速都比夜間小。

圖 4. 依圖 12 結果，取每個月 24 小時平均中風速最大值、最小
值及兩者差值。藍色線為平均值最大風速，紅色為平均值最小
風速，黑色線在兩者間差值。7 月份有最大差值，1 月份差值最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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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上午和下午上坡風將提供不同方向動量分量,
分別對西風和東風產生相反的分量。

圖 5a.

圖 5b.

圖 5c.
圖 5. 2012 年 10 月份 1-30 日風速每小時風速序列圖，橫軸為時間(西元年月日時)，縱軸為風速(m/s)及輻射強度，
藍色為風速，橘色為太陽輻射強度。幾乎每一天，當太陽升起時，風速就開始減低，接近傍晚時，風速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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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 1981 年至 2010 年 1 月份 700mb 面風向風速平均圖。

圖 6b. 1981 年至 2010 年 7 月份 700mb 面風向風速平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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