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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單位雨量觀測、估計與預報整合
資訊中心 (馮欽賜、洪景山、數值預報小組)：

WRFD、WRF-EPS、快速更新雷達資料同化 (3-D VAR, LETKF)
衛星中心(陳嘉榮、黃葳芃、王溫和、唐玉霜)、四組(張保亮)：

QPESUMS (QPE/QPF)、STMAS
二組(李育棋、陳明志)：
自動觀測系統、落雷系統

科技中心(陳得松、數值預報小組)：TWRF
預報中心(呂國臣、黃椿喜、葉世瑄、陳新淦)：
短期、短中期、極短期定量降水預報整合
系集預報技術發展
極短期(影像辨識)定量降水預報技術發展
短中期、極短期定量降水綜合評估比較(Inter-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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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時間尺度降雨預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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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期預報(3-7日、定性)
全球預報系統(ECMWF, GFS, JMA)、綜觀分析、概念

模式、統計、類比、最近誤差分析

短期預報(1-3日、定量)
區域模式(WRFD, TWRF)、區域系集預報系
統(WEPS, TAPEX)、統計(MOS)、BC、ETQPF

極短期預報(0-6 hr)
STMAS, Cloud model, LETKF, RUC, 

EENC(雷達、系集、影像辨識)
即時預報(0-1 hr)
QPESUMS, TANC, 

SCAN
監測(0 hr)

雷達、雨量站、閃電、

自動觀測



有人氣象站
雨量站207站
氣象站247站
水利單位測站

 地面氣象站：42站
 含有人站及合作站

 自動觀測站：454站
 自動氣象站247站(278)
 自動雨量站207站(192)

 合計496站(512)
 2016設置高山自動氣象站、
南沙島

降雨觀測：高密度地面自動氣象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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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觀測：中央氣象局氣象雷達網



落雷閃電偵測系統

有效偵測比率及範圍

偵測站分布



氣象局屬4座

空軍2座

雷達
氣象局

水利署

水保局

臺北市政府

雨量站

台電公司

氣象局

閃電及落雷
偵測系統

觀測站

衛星雲圖

與那國島剖風儀

投落送資料

其他

降雨監測與外延預報：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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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雷達觀測、自動雨量觀測、閃電及落雷等
 雷達雨量估計(雨量站校正)、雷達雨量外延(1hr)
 自動預警與提示

RCCK
RCMK

共700餘站



QPESUMS防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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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廣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JkiXEtU9xcAIN121gt.;_ylu=X3oDMTBtaTBhcHJn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pdAM-/RV=2/RE=1414253730/RO=11/RU=http:/kesteve.wordpress.com/2007/06/12/%e8%a9%b3%e8%a7%a3%ef%bc%9a%e6%98%82%e5%b9%b3360/RK=0/RS=dP0gNUuaNM58RvcxQFKCoScyxYw-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JkiXEtU9xcAIN121gt.;_ylu=X3oDMTBtaTBhcHJn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pdAM-/RV=2/RE=1414253730/RO=11/RU=http:/kesteve.wordpress.com/2007/06/12/%e8%a9%b3%e8%a7%a3%ef%bc%9a%e6%98%82%e5%b9%b3360/RK=0/RS=dP0gNUuaNM58RvcxQFKCoScyxYw-


雷達整合拼圖



雷達整合拼圖



雷達整合拼圖



高解析度WRF區域(系集)天氣預報系統

 區域模式:        
WRFD, TWRF, WRF02, 
WRF03, WRFD(3km), 
TWRF(3km)

 45/15/5公里區域模式，
2016升級為15/3公里。

 系集預報系統：
20 成員，一天4次。

 定量降水預報及校
驗整合系統：
全球模式、
區域模式、
系集預報系統、
發展系集預報方法、
校驗



大數據與系集預報

預報作業使用之巨量系集預報系統:
整合所有的預報模式(全球、區域…)、

系集預報系統、
觀測系統，產生最佳的決定性預報

系集預報產生較佳的定量降水預報(統計、理論)
 多模式系集、時間延遲系集
 WEPS系集預報系統 (80+ 成員/天)、TAPEX系集、多系統整合
 進階系集預報方法(平均, 中位數, PM, NPM, QPFP)
 機率與不確定性

大數據系集預報系統(初始時間、預報時間、空
間、系集等維度)與資料探勘
 短期(無觀測)，以上述統計方法進行評估
 極短期(有觀測)，以觀測進行資料探勘以產生較佳預報



系集預報系統
產生較佳定量降水預報的方法



QPESUMS Analysis

(丘台光、陳嘉榮、張保亮、林品芳，2007)

Mean PM newPM QPFP20

系集預報方法
 系集平均：對大雨低估而小雨高估
 PM：易對極端雨量高估 (蘇等，2016；葉等，2016)
 NewPM：理論及統計上的最佳解，具高預報技術、

偵測率，低誤報率、漏報率且近似無偏(葉等，2016)
 QPFP20：20%超越機率之QPF，隱含機率，稍過度預報，不

易遺漏極端降水，與官方預報特性相似(黃等，2016)
 QPFP可提供不同情境評估：(黃等，2016)

• 高風險、低機率之QPFP5或QPFP10
• 稍高風險、稍低機率之QPFP20或QPFP30
• 低風險、高機率之QPFP50或QPFP70



中央氣象局定量降水預報與校驗整合系統
Initial Time: 2015/08/07  1200 UTC

 Global Forecast Systems
 Up to 7-10 days
 Lower resolution
 Underestimate 

 Regional Models
 3-4 days
 Higher resolution (5 km)
 Topography & physics
 Mesoscale

 WRF (or TTFRI) EPS
 Mean/Median/Max/STD/

Min
 Probability Matched: 

PM/NPM
 PQPF
 QPFP

 Verification
 TS/ETS/BIAS/FAR/POD/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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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降雨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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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mparison on all guidance
2015年校驗與綜合比較

ECMWF, NCEP, JMA, Official (GFE), WRFD, TWRF, WEPS, QPFP20, NPM, PM

 美國24小時預報技術：50mm/0.2-0.3
 2015年24h-TS：50mm/0.3, 300mm/0.33, 500mm/0.24



Inter-comparison on all guidance
2015年校驗與綜合比較

ECMWF, NCEP, JMA, Official (GFE), WRFD, TWRF, WEPS, QPFP20, NPM, PM



定量降水預報-以颱風為例

 類比法
 歷史相似颱風路徑及雨量資料庫

 氣候法
 颱風位置及雨量強度氣候資料

 數值預報方法
 全球預報系統: GFS, ECMWF, NCEP-GFS, JMA
 區域預報系統: WRF-D, TWRF
 風暴尺度預報系統: LAPES-WRF, STAMAS-WRF …

 系集預報
 氣象局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20+3成員
 颱洪中心(TTFRI)系集預報系統：TAPEX, 16-20成員
 系集預報方法: 

 ETQPF、EENC、PM、NPM、QPFP
 預報員主觀預報

 最近誤差校正及校驗
 預報員經驗修正



即時天氣預報與極短期天氣預報

Nowcasting and Extended Ensemble Nowcasting



國外極短時預報發展概況

系統名稱 使用國家 方法
預報長度
（分鐘） 預報產品

MAPLE 美國、
加拿大

雷達回波外延 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及定量降
雨估計

Niwot 美國 雷達回波外延混合(blending) WRF/RUC
模式3公里解析度之預報，輔以人工修正

360 回波、降雨率、對流啟始、成長及
消散訊息

CARDS 加拿大 雷達回波外延 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定量降
雨估計、冰雹及強風

STEPS 英國、
澳大利亞

雷達回波外延 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及定量降
雨估計

TIFS 澳大利亞 系集方法，成員包括BJANC、CARDS、
GRAPES-SWIFT、MAPLE、STEPS及
SWIRLS，輔以人工修正

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定量降
雨估計、對流啟始、成長及消散訊
息、冰雹及強風

BJANC 中國大陸 以美國NCAR所發展之ANC系統為基礎，
使用模糊邏輯方法

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輻合線
位置、風、對流系統啟始、成長及
消散訊息

WRF/RUC 中國大陸 數值模式，使用三維變分資料同化方法，
每1至3小時循環同化對流及中尺度觀測
資料，水平解析度為3至5公里

36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定量降
雨估計、風、對流啟始、成長及消
散訊息

GRAPES-
SWIFT

中國大陸 雷達回波外延混合數值模式預報 18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風、對
流系統啟始、成長及消散訊息、冰
雹及強風

SWIRLS 香港 雷達回波外延混合數值模式預報 180 回波、降雨率、累積降雨、定量降
雨估計、對流系統啟始、成長、消
散、冰雹及強風

(黃葳芃、衛星中心)



極短期預報-雷達資料同化
STMAS, 3D-Var Radar DA, LETKF

 地表、機場、雷達及衛星等密集觀測資料
 中尺度天氣同化系統(STMAS/LETKF/3D-Var/VDRAS…)，同化雲微物理

(雲水、雨水、冰相粒子等)或非絕熱參數，產生中尺度平衡的初始
條件

 以中尺度模式(WRF)進行極短期定量降水預報模擬。

STMAS-WRF 初始場 雷達回波分析 觀測雷達回波

(衛星中心提供)



中央氣象局極短期定量降水預報整合
Extended Ensemble Nowcasting (EENC)

整合CWB區域系集預報系統(WRF-EPS、WRFD、TWRF)、LAPS/STMAS短期預
報系統、QPESUMS雷達觀測及雨量觀測產品，發展極短期定量降水預報方法。

目標：0-6 h(或0-12h)極短期QPF
核心技術：
 影像辨識：動差不變量，技術權重

(陳等、黃等，2016)
 系集預報方法(黃等、葉等、洪等，2016)
 大數據：觀測、雷達、NWP
每小時比對1000張以上之雷達影

像、延遲時間20-30分鐘。
整合網頁於2014年起在預報中心

進行作業測試。
右圖為2014年5月15日之鋒面系統

預報，辨識後較未經辨識之QPF有
明顯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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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2數位防災整合-以逕流河川模式為例
定量降水估計/預報與逕流處理

集水區
劃分

降雨對應
及應用

降雨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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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馮智勇、李文生提供)



Level-2數位防災整合-以逕流河川模式為例
逕流量轉換河川流量

30

目的：反映河川流量傳遞過程

河川上邊界

集水區逕流匯入河川位置

集水區逕流量

河道

河
口

(多采馮智勇、李文生提供)



中央氣象局雨量大數據、總結

針對不同階段之降雨預報採不同的預報策略：
 短中期(3-7日)：全球預報系統、綜觀分析、定性；
 短期(1-3日)：區域預報系統、系集預報系統、系集預報方法；
 極短期(0-6小時)：快速更新雷達資料同化、影像辨識+大數據系集+

系集方法
 監測、即時預報：雷達外延

完整的觀測、雷達、監測與防災整合系統：雨量站、
雷達站、落雷、QPESUMS (QPE/QPF)；
整合多維度(空間、初始時間、預報時間、系集維度)
之系集(大數據)資料庫；
較完整的短期、短中期定量降水預報整合及校驗系統；
較完整的極短期定量降水預報整合及校驗系統；
Level-2數位整合，定量降水預報與下游水文等模型之
介接。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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