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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 Ocean and Atmosphere Profiler 



3.6 earthquakes/yr with magnitude >6.2 Mw 

3 typhoons/yr 

Digital Bathymetry 

Taiwan  
 

is a paradise of earth sciences and applied research studies! 



Scientific goals and applications 

Global Cha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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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ndi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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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Tides and Solitary 
Waves East of Luzon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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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goals and applications 

Ground Truth 

Underwater Detection 

Tsunami Warning 

Numerical Model Validation http://www.arete.com/s_t_enterprise_
customers/magnetic_detection.aspx 



Distributions of Buoy 

From OceanSITES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楊穎堅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1990年： 

–本所劉倬騰教授自美國Pacific Marine 
Environmental Laboratory/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PMEL/NOAA)借兩個ATLAS浮體來臺進行測
試。 

–本所唐存勇教授邀請美國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USF)大學的技術人員來臺参與海研壹
號航次協助施放於臺灣東北海域進行測試，當
時浮體上只安裝風速風向計。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我國參加Tropic Ocean-Global Atmosphere-

Tropical Atmosphere Ocean (TOGA-TAO)計畫，
研究聖嬰現象。 

• 本所於1993、1994年分別派遣一位海研壹
號探測技士、一位博士生、一位技術員参
與美國研究船R/V Wecoma、R/V Moana 
Wave與法國研究船的航次，前往太平洋赤
道海域學習施放ATLAS浮標。 
 
 
 





ATLAS海氣象即時傳輸觀測浮標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1994年12月海研壹號前往西太平洋赤到海
域施放7組ATLAS浮標，並且完成TOGA-
TAO ATLAS陣列拼圖。 
 
 
 

The TAO array was completed in December 1994 - the last month 
of TOGA - when the Taiwanese R/V Ocean Researcher I deployed 
an ATLAS mooring at 8◦N, 156◦E (McPhaden, 1995). The array 
took the full 10 years of TOGA to complete, with much of the 
growth occurring in the last 4 years of the program. Several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Franc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provided financial, technical, and logistic support. 
Full implementation required deployment of 401 moorings and 
5.7 years of ship time (83 research cruises using 17 different ships 
from 6 different countries). 

(海研壹號X1，水試一號X2)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海研壹號於是赤道施放ATLAS浮標照片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1997-1999年，我國參加South China Sea 

Monsoon Experiment (SCSMEX)計畫，研究
南海西南季風暴發。 

• PMEL支援本所於南海施放三個ATLAS浮標，
這是ATLAS浮標首次離開低緯度地區，施放
於颱風侵襲海域。最後證明該設計可抵抗
颱風吹襲。 

• 三組ATLAS共計紀錄到7個颱風經過時海溫
驟降。 
 
 



ATLAS浮標於南海的經驗 
• 協助氣象局與成大施放浮標於太平島海域。 
• ATLAS於南海遭受漁民嚴重破壞。 
• 技術生根，自行發展類ATLAS浮標並施放
於南海的South East Asia Time-Series 
(SEATS)測站進行長期觀測。 

• 類ATLAS浮標：僅使用ATLAS浮體，無氣
象儀器，水下儀器亦無即時傳輸功能。 



ATLAS浮標於南海的經驗 

協助氣象局施放浮標於太平島 

ATLAS於南海易遭受週遭國家漁民破壞 

自行發展類ATLAS浮標無氣象儀器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傳承技術，教導OR2、OR3、OR5浮標施
放技術。 

• 参與ITOP計畫，開發新一代類ATLAS浮標，
有氣象儀器並可即時傳輸。 

• 参與美方船型式氣象浮標施放，海研壹號
支援成功大學施放船型式氣象浮標施放。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海研三號回收類ATLAS浮標 

海研五號施放類ATLAS浮標 

本所参與R/V Roger Revelle航
次参與船型式(EASI)浮標施放 

海研壹號協助成大施放船型式
浮標 



海氣象觀測浮標在臺灣的發展 
• 2015年，本所開發本土新一代的海氣象即時
傳輸浮標(0.7a版) 

• 系統：GPS、Flash記憶體、銥衛星傳輸、
USB介面、IM介面、低耗能電路設計、1號鋰
電池。 

• 氣象儀器：風速、風向、溫度計、濕度計、氣
壓計、日照儀。 

• 水下儀器：感應式傳導(Inductive Modem, 
IM)介面、可酬載99組支援IM儀器。 

• 每6分鐘記錄一次資料、每30分鐘傳輸一次，
電源可維持1年以上。 



NTU Buoy-自行開發電路板 

ORB-918 
海象儀器資料收集 
整合氣象資料及儲存 

銥衛星通訊 

ORB-508A 
氣象資料收集 

 

ORB-578 
氣象感應元件界面 

ORB-568 
衛星通訊數據機 

界面 



NTU Buoy-三大自製單元 

氣海象資料 
收集、儲存及回報 氣象主機 銥衛星通訊模組 



NTU Buoy-外觀 



NTU Buoy-配備 



NTU Buoy-施放位置與過程 
聖嬰年颱風熱區 



浮標資料即時展示網頁 



NTU Buoy-觀測資料 vs. 衛星與模式資料 



昌鴻颱風 



蘇迪勒颱風 



天鵝颱風 



臺大浮標持續改版 
• 預定於2016年完成1.0正式版並施放兩組。 
• 系統：GPS、Flash記憶體、銥衛星傳輸、USB介面、

IM介面、低耗能電路設計、1號鋰電池，增加無線
電遙控功能。 

• 氣象儀器：風速、風向、溫度計、濕度計、氣壓計、
日照儀，增加雨量計、流速計、省電型波浪計。 

• 水下儀器：感應式傳導(Inductive Modem, IM)介
面、可酬載99組支援IM儀器，將ICC介面更改為
SIM介面，延長觀測時間。 

• 每6分鐘記錄一次資料、每30分鐘傳輸一次，電源
可維持1年以上，增加衛星遙控功能。 



西北太平洋第一筆即時海象氣象資料 

 完全自主開發 
 極短時間內完成 
 整合庫存資源，以最少經費執行 
 所內人才串連合作：研發→施放→資訊→研究 
 未來擴展應用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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