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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利用 NCU 區域系集同化系統(NCU-REAS)探討系集卡爾曼

率波器在針對如梅雨或颱風劇烈天氣型態時所可能面對的難題及可能解決方案。 
為掌握梅雨期間，西南氣流水氣傳輸及台灣地形交互作用下所引起的強對流降水，

我們利用雙局地化法在高解析度模式網格點下進行多重尺度修正，並以 2008 年

SoWMEX IOP8 6 月 16 日豪大雨個案為例進行討論。結果顯示，雙局地化法能保留在

南中國海面上縱貫尺度水氣傳輸修正，且能保留台灣西南沿岸及平地局地風場特性，

因此有助於改善降雨預報的位置及強度。 
針對颱風預報，我們在 NCU-REAS 的架構下建立颱風同化策略：包含系集渦漩中心

一致化及渦漩置換，目的便是凸顯颱風真實結構的不確定性，並以此改善與颱風相關

的背景場誤差結構。以 2010 凡那比颱風為例，此颱風同化策略有助於改善強度預報，

但對路徑預報影響不大。 

 

一、 前言  
 

近年來，使用具有流場相依特性描述背景場誤

差之資料同化系統已成為新一代數值天氣預報的趨

勢。包含系集卡爾曼濾波器(Ensemble Kalman Filter, 
EnKF)或混成系統，其背景誤差之流場相依特性皆

由短期系集預報的樣本來代表。此類的資料同化系

統亦與區域數值天氣模式結合，並用以進行中小尺

度劇烈天氣預報。 
台灣區域的劇烈天氣則多半由梅雨及颱風所影

響。因此區域 EnKF 同化系統的應用尤其需針對此

兩天氣型態進行評估。此兩種系統在進行預報時，

則有不同的困難考量。例如：在梅雨期間，西南氣

流所帶來豐沛的水氣含量與台灣地形交互作用下在

台灣西南沿岸及平地容易有豪大雨發生。亦即，綜

觀至小尺度皆能對此區強對流降發展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若欲掌握此期間豪大雨預報，模式初始場需

能合理表現鋒面位置，西南氣流水氣傳輸強度及地

形效應下的局地風場結構。多重模式網格解析度下

進行多重尺度同化分析應可滿足上述考量。 
此外，進行颱風預報時，一般而言已知當颱風

仍在海面發展時，其環境駛流場為影響颱風路徑的

主因。但對強度預報而言，影響因子則較複雜。倘

若沒有足夠的投落送資料，雷達觀測或其他密集觀

測，便無法建立合理的颱風結構。而渦漩初始化則

提供了解決方案。但，渦漩初始化不僅會影響模式

模擬颱風結構，亦會影響利用模式所建立的背景誤

差結構。而 EnKF 中，系集擾動特性決定了流場相

依的背景誤差結構。 颱風有關的動力不確定性需合

理地表現在系集擾動中，才能使觀測能有效修正模

式背景場。此外，在颱風中心在各系集成員的差異

主導了系集樣本所代表的颱風結構誤差特性。這些

與颱風相關的背景誤差都將影響觀測修正颱風內核

區並對預報造成影響。為瞭解颱風相關之背景場誤

差結構對颱風同化與預報的影響，我們在區域 EnKF
架構下建立新的颱風同化分析步驟，並探討颱風中

心錯位及渦漩初始化對背景場誤差的影響。 
本研究透過個案，利用 NCU 區域系集同化系統

探討上述議題，並評估新方案改善結果。 
 
二、 NCU 區域系集同化(NCU- 

REAS)系統  

 

NCU 區域系集同化系統為結合區域氣象數值

模式(Weather and Research Forecasting model)及局

地卡爾曼濾波器(Local Ensemble Kalman Transform 
Filter)所建立之台灣劇烈天氣同化及預報系統，並用



以探討中尺度可預報度及改進劇烈天氣預報。在近

期發展中 NCU-REAS 系統已加入衛星 GPS 掩星資

料，颱風相關參數，雷達資料等觀測進行同化，以

期更一進步改善台灣區域特有的如梅雨季及颱風等

影響下的劇烈天氣預報(Yang et al. 2013, 2014 及

Tsai et al. 2014)。此外，針對 EnKF 同化所遭遇到的

困難，此系統另外加入了外循環局地加速法，系集

重新定位法改進高度不確定情況下的系集非線性動

力發展，目的是希望降低系統性偏差對系集發展的

影響，並進而能改進整體系集動力發展(Yang et al. 
2012 及 Chang et al., 2014)。 

 

三、 梅雨期豪大雨預報  
 

以梅雨期間所引起的豪大雨個案為例，NCU- 
REAS 系統針對 2008 年 SoWMEX 期間 IOP8 6 月 16
日強降水事件討論福衛三號掩星觀測資料對豪大雨

預報的可能影響(Yang et al. 2014)。同化實驗時間為

2008 年 6 月 13 日 0000UTC 至 15 日 1200UTC，每

六小時進行一次同化分析，且所進行的同化的水平

網格點解析度為 27 公里。再以 15 日 1200UTC 起始

進行 30 小時巢狀網格(27-9-3 公里)預報。結果顯示，

利用具有流場相依特性的背景誤差結構可反映出水

氣在綜觀尺度流場特性下之動力誤差分佈。而掩星

偏折角又比折射率更能反映出水氣濕度變化敏感區

域，並可借此改善中低層大氣水汽分布。同化掩星

觀測後，由透過西南氣流由南中國海所帶至台灣西

南部外海的水汽傳輸量可明顯提昇。此外，透過多

次分析預報循環所累積的水氣影響可調整局地風場，

而進一步改善強降水發生位置，進而能成功的預報

台灣西南沿岸的強降水(如圖一(b) 所示實驗 D1 結

果)。 
Yang et al. (2014)同化實驗所使用的水平網格

解析度為 27 公里。為了能更準確的表現台灣地形對

對流發展及降雨預報的影響，須使用更進一步在高

解析度模式網格點(9 公里)下進行雙解析度巢狀網

格資料同化。但若考量在高解析度模擬之中小尺度

動力不確定性，9 公里解網格同化需使用較短局地

化半徑限制觀測影響範圍亦避免系集樣本誤差。但

如圖一(c)實驗 D2SL 所示，使用短局地化半徑(360
公里)會截斷綜觀尺度的水氣傳輸量，反而使降水強

度偏弱。但若使用長局地化半徑（1000 公里），又

會因過多的雜訊產生不必要的修正量。為解決此問

題，本研究採用 Miyoshi and Kondo (2013)所提出的

雙局地化修正。此法的精神便是希望以系集所含有

的不同尺度的擾動量透過兩種不同尺度的局地化半

徑，利用同一個觀測資訊進行多重尺度修正。 
 

 
 

    

   
 

 

 

  
 

 
 
 

 
 
 
 
如圖二所示，在使用了雙局地化半徑後能合理

的傳達觀測資訊所含之大尺度水氣修正特性(圖二

(a))，且能保留局地特性(圖二(b))。因此成功改善預

報的降雨量(圖一(d)，實驗 D2DL)，並能進一步改善

了非常局部的桃園山區降水。此外，雖然原先使用

粗解析網格點進行同化所預報之降雨位置及強度已

(a) (b) 

(c) (d) 

圖一、2008 年 6 月 16 日累積雨量(a)觀測及由(b)D1，

(c)D2SL 及(d)D2DL 15 日 1200UTC 分析場起始之預報結果 

圖二、 750hPa 水氣修正量：(a)使用長局地化半徑及低通

系集擾動場及(b) 使用短局地化半徑及原始系集擾動場 

圖三、(a)D1 及(b)D2DL 預報所得在 6 月 16 日 0300UTC
最大雷達回波 

(a) (b) 



有不錯的表現，但若更細看短時之降雨強度則發現

強對流發生位置與雷達觀測之最大回波區不相符

(圖三(a)與圖四)。而使用較高解析度進行資料同化

則有助於預報台灣西南及東南外海是對流發展。 
 

 
 

四、 颱風預報  
 
使用全球分析資料初始化區域模式颱風模擬時，常

需進行颱風渦旋初始化建立合理的颱風結構。利用

EnKF 進行颱風同化時，初始猜測(背景)場亦需有合

理的颱風結構及相關擾動才能使颱風周圍的觀測被

有效地利用。一般而言，渦漩植入或渦漩資料同化

方法是常被使用建立颱風結構的方法。而所植入或

同化入的渦漩特性亦會反應在 EnKF 的背景誤差結

構中。如採渦漩同化法，背景場誤差的颱風結構則

為較對稱結構，並會維持一段時間。此外，綜觀尺

度擾動結果，颱風在各系集成員的位置有些許不同，

而此錯位造成平均場颱風結構有被過度平滑的疑慮。

若分別針對系集平均場及擾動場進行修正時，容易

使颱風半徑過大。而 Poterjoy and Zhang (2012)的研

究也指出颱風系集資料同化中，預報誤差的主要貢

獻為路徑不確定性。在這些考量之下，本研究建立

新的颱風同化架構：包含在進行同化分析時將所有

系集成員之颱風重新定位至 JTWC 颱風中心，並進

行一次的渦漩置換。本研究利用 2010 年凡那比颱風

測試渦漩結構對於 EnKF 颱風同化系統下背景誤差

的影響。同化實驗時間為 2010 年 9 月 14 日 0000UTC
至 16 日 0000UTC，每六小時進行一次同化分析，

並從 14 日 0000UTC 開始進行渦漩資料同化。本研

究進行三組實驗包括(1)使用小尺寸渦漩，(2)同化大

尺寸渦漩及(3)在 15 日 0000UTC 進行渦漩置換。而

此渦漩結構由模式自行培養而成。三組實驗之代號

分別為 BDAS，BDAL 及 VOR。 

 

結果顯示，雖然颱風在 BDAL 及 VOR 分析場

的颱風結構具有相當的強度(最大風速)。在渦漩置換

後可明顯看出與颱風相關的擾動動力發展位置以不

同(圖五(b)及(d))，而此也預期反應在欲代表流場相

依特性的背景場誤差上。點誤差協方差矩陣結構(圖
六(a)-(c))則顯示 BDAS 與 BDAL 在颱風附近的結

構類似，但 VOR 則顯現完全不同的誤差結構。此背

景誤差的差異使得 VOR 分析場的颱風較不對稱，如

圖六(f)所示，而由 BDAS 及 BDAL 所得的颱風結構

則因同化的渦漩資訊影響有明顯對稱結構(圖六

(g)-(h))。。 
 

 

 
 
圖四、 
 
 

 
 

 

 
 
     
 
 
在此個案中，颱風路徑再同化投落送資料後都有顯

著的改善。但如圖七所示路徑預報結果較不受所使

用的渦漩結構影響。但若只用傳統渦漩同化法，則

颱風初期有過度增強的趨勢。VOR 則就中心氣壓與

最大風速等皆與觀測較相當。因此再置換渦漩後有

助於改善颱風強度預報。 

圖四、6 月 16 日 0300UTC 
QPSUME 

圖五、地表風速系集平均(彩色陰影)與離散度(灰實線)。 
(a) 15/00z BDAL 分析場，(b) 15/06z BDAL 背景場，

(c) 15/00z VOR 分析場，(d) 15/06z VOR 背景場。 

(a) (b) 

(c) (d) 

(c) (a) (b) 

(d) (e) (f) 

BDAS BDAL VOR 

圖六、(a)、(b)、(c)表示星號位置 U 風場與其他格點風場之

斜方差。(d)、(e)、(f)表示地表風速背景場平均。(g)、(h)、(i)
表示地表風速分析場平均。 

(g) (h) (i) 



 

五、 結論  
 

    梅雨季降雨預報牽涉多重尺度資料同化。透過

雙局地化法可保有不同尺度所造成之對流發展及強

降水發生因素。藉由 2008 年 SoWMEX IOP8 個案研

究確認 GPS 掩星觀測資料對於中低層水氣修正有重

要影響。此外，位於南中國海上的探空風場觀測亦

能透過風與水氣相關性提供大範圍水氣修正。結合

此兩種觀測對於綜觀水氣場的影響才能夠更合理的

描述西南氣流的水氣傳輸量，進而才有機會更準確

地預報此個案在台灣西南部所造成之豪大雨。 
系集颱風中心一致化同化分析之架構有助於

颱風平均場不因颱風錯位平滑，並能避免在同化時

背景場在颱風眼牆周圍有過大的離散度。我們利用

2010 年凡那比颱風進行颱風同化。結果顯示與颱風

相關的背景場誤差結構對於是否可有效利用觀測改

進颱風強度預報有重要的影響，而對路徑預報較無

影響。我們推測因為颱風對稱結構有較長的可預報

度，因此初始人為渦漩資訊會因颱風內核區沒有密

集觀測資訊而使此人為結構維持較長時間難已被調

整。但若可以置換為一由模式自行培養之渦漩結構

則可避免過度對稱之颱風結構，有助於強度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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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由 16 0000UTC 所起始之三天颱風路徑。黑線為觀

測(JTWC)，藍線為 BDAL，綠線為 BDAS，紅線為 VOR
預報結果。 

圖八、由 16 0000UTC 所起始之三天(a)颱風中心氣壓及(b)
最大風速。黑線為觀測(JTWC)，藍線為 BDAL，綠線為

BDAS，紅線為 VOR 預報結果。 
 

(a) Cnt SLP-16-00z (b) MWS-16-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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