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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o Dynamic Downscale System (MDDS)為複雜地形區的三維連續
變分降尺度系統。

 追隨地勢座標的純控制方程三維變分法。

 當地形越複雜且天氣系統尺度越小，氣象場受地形的影響越嚴重，
MDDS是為了解決因複雜地形下所產生的較小尺度氣象場變化。

 MDDS優點

– 不需要長期歷史資料

– 動力降尺度滿足物理過程

– 計算耗時少

中央氣象局中尺度動力降尺度系統(MDDS)

王等
(2016)

NCEP MDDS



中央氣象局中尺度動力降尺度系統(M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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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束條件權重



綠能即時預報系統
模式作業化設定 MDDS2000 MDDS1000
投影法 藍伯特投影 藍伯特投影

座標系統 追隨地勢座標 追隨地勢座標

網格解析度 2 公里 1 公里

X方向格點數 257 129
Y方向格點數 257 129
垂直層數 24層 24層
參考經度 120.65° 120.65°
參考緯度 30°、60° 30°、60°

中心經度

120.63097 N:121.1927
C:120.1155
S:120.1236

中心緯度

23.782600 N:25.09236
C:23.99012
S:22.86037

模式頂高度 15500公尺 15500公尺

 全球模式NCEP/GFS、CWB/GFS未來七天逐六時綠能預報

 區域模式CWB/WRF未來三天逐時綠能預報

 臺灣2公里及風能潛力區1公里解析度



綠能營運中心greenmet.cwb.gov.tw



中央氣象局中尺度動力分析系統(MDAS)

MDAS之泛函J可以寫成為：

,
,

 為觀測資料的泛涵。 , 為觀測資料種類與觀測變數的權重。其中

i為觀測種類(Surface、Roab、Aircraft、Satellite、Radar)，
j為觀測變數(u & v wind,pressure,temperature,specific

humidity)。
 為觀測資料， 則為周圍網格點資料內插至 所在位置之值。

 為MDDS的泛涵。 ~ 分別代表動量方程、連續方程、熱力方程、水氣
方程及平滑項， ~ 為各項的權重。

 和 為觀測資料和約束條件的權重。



引入MDAS觀測資料總類

 觀測前處理系統:資料蒐集、分類、
檢定、整合。

 資料來源:GTS、局屬測站、
QPESUMS、USDOGAE

 資料類型:地面站、探空、飛機、衛
星、雷達。



品質控制流程

AMDP Quality Control
移除FGGE資料品質指示碼不良氣象變數。

觀測時效、空間範圍Quality Control
LAPS time window，超過不引入。Roab +/-60min、Aircraft +/- 30min…..。超出
分析場範圍資料不引入。

背景場誤差Quality Control
觀測值與背景場差異不採用。閥值Aircraft wind10 m/s、cloud-drift wind 10 m/s、
pilot wind 20 m/s、 Roab temperature 10°C …..。



Surface Station Quality Control:參考LAPS、I.zhumhumemsky(2004)、
劉(2015)、曾(1997)

WMO地面自動站誤差檢定， I.zhumhumemsky(2004)
．資料合理性檢查(plausible value check):符合儀器測量測範圍

1. Air temperature: ‐80 °C ~60 °C
2. Dew point temperature: ‐80 °C ~35 °C
3. Relative humidity: 0 ~ 100 %
4. Atmospheric pressure at the station level: 500 ~ 1100 hPa
5. Wind direction: 0 ~ 360 degrees
6. Wind speed: 0 ~ 75 m/s (10‐minute average)

．時間一致性檢查(Time consistency check):時間連續性瞬值排除
1. Air temperature: 3 °C
2. Dew point temperature: 4 °C
3. Relative humidity: 15%
4. Atmospheric pressure: 2 hPa
5. Wind speed (10‐minute average): 20 m/s

．內部一致性檢查(internal consistency check):符合物理意義
1. Dew point temperature ≤ air temperature
2. wind speed = 00 and wind direction = 00
3. wind speed ≠ 00 and wind direc on ≠ 00
4. wind gust (speed) ≥ wind speed

品質控制-地表資料

Zahumensky, Guidelines on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for data from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Geneva, 2004.



自動氣象站遮蔽評估可行性，劉(2015)
實際場勘且利用影像技術及雷射測距儀定量評估測站周圍受遮蔽情形，客觀列
出全方位受遮密嚴重之測站。 before QC

after QC

劉清煌(2015)，臺灣地區自動氣象站資料之品質分析與評
估

RP<=20% → YP+RP<30% type(A)風場未被遮蔽
→ YP+RP>30% 

20%<RP<=40%
RP>40% type(C)風場全方位被遮蔽

D=35.6
H=12.5
Ra=3.5

D=12.2
H=7.5
ht=7.5

D=30.0
H=10
Ra=3.3

D=32.0
H=9
Ra=2.8

type(B)風場部分方位被遮蔽

品質控制-地表資料



Raob Quality Control:參考LAPS、曾(1997)、Gandin(1990)
．結冰檢驗

			∆ 	 	 , 	∆ 	 	 , 	∆ , 	∆ 1.5K

．重大誤差檢驗,曾(1997)
1. 	 90°C T 45°C, T T
2. P 400mb, T 0°C
3. Ws &Ws 15ms , |Wd Wd | 50°
4.   Ws /Ws 0.5~2
5.   Ws 96ms ,Wd 0°~360°

．流體靜力檢驗,Gandin(1990)
, ln

, TRUE 			 , FALSE

品質控制-探空資料

曾忠一(1997)，氣象資料同化，渤海堂文化公司，台北市



Satellite Quality Control :

Cloud drift wind
參考衛星中心建議，針對資料品質碼小於0.7不引用。

ASCAT 10m sea wind
參考Chou.et.al(2013)、Verspeek et al.(2009)建議，Time window設定為30 mins，
風速小於2m/s資料不採用，並移除海冰、陸地資料。

before QC after QC

品質控制-衛星資料

bias

Chou, K.‐H.; Wu, C.‐C.; Lin, S.‐Z. Assessment of the ASCAT wind error characteristics by global dropwindsonde observations. J. Geophys. Res. 2013.



雷達反演風Quility Control:
Rainkine-Vortex基本假設，針對不合理風場移除，稀化與初始場相近解析度。

品質控制-雷達反演

before QC after QC

2017/07 NESAT



輸出格式:

surface

sounding

satellite,aircraft

radar



MDDS MDAS
MDAS初步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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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未來展望
結論:

 中央氣象局中尺度動力分析系統為氣象局與美國NOAA下的GSD合作發
展，用三維連續變分法做資料同化，並且使用完整的氣象物理方程式
來做變分法的約束條件，以期望在地形複雜且解析的尺度越高時，求
得的分析場不只符合觀測資料且符合物理方程。

 為提供MDAS所需的即時觀測資料，建立一個觀測資料前置處理系統。
其資料來源眾多。並且設計有選取資料範圍及黑名單機制以方便維護
資料品質。

 接收的觀測資料經整合、檢定及品管後輸出固定格式提供MDAS使用。

未來展望：

 使用客觀分析的方法，將各種氣象觀測資料導入MDAS。

 觀測資料引入MDAS之相關權重分配，需再進一步調整及測試。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