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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波束經山脈部份遮蔽後觀測量場之反應 
 

鳳雷         曾吉暉
 

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摘    要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C頻降雨研究雷達(TPRR)架設於高雄集來山區在很多方位有嚴重
之地形遮蔽現象，本文將以2018年8月23日的降雨，對雷達觀測資料定性描述所見之現象。雷
達站西北方7、8公里遠的旗尾山、南方5公里遠的尾寮山、及北方1.5公里的無名小山三處為觀
察重點。並針對雷達反射率、徑向速度、速度頻譜寬、差分反射率、反射率相關係數及傳播

相位差地形遮蔽後的反應做初步的分析及說明。 

關鍵字：部份遮蔽 

 

一、前言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TORI) 降雨研究雷達
(TPRR) 因架設於高雄市杉林區集來十張犂段山
區，因地處山區故有嚴重之地形遮蔽現象，雷達站外

觀如圖1.1。本文將以2018年8月23日04:18 UTC降雨
時之雷達九層掃描之容積資料(volume scan)，以定性
方式描述所見之現象。 

雷達站西北方7、8公里處為旗尾山、南方5公里
處為尾寮山、及北方1.5公里是無名小山，方位角157
度一離開雷達亦有明顯衰減現象，這處並非地形遮蔽

造成，暫不討論。本文說明旗尾山遮蔽情形。 
 

二、資料特性 

    TPRR雷達主要規格請參閱表2.1。掃描參數設定
類似NEXRAD VCP21，詳請參閱表2.2。 
 
表2.1 海洋中心C頻偏極化雷達主要規格 
項目 規格 
可觀測量場 ZH, VR, SW, rHV, FDP, 

ZDR, LDR 
極化方式 H, V, Simultaneous H/V  
發射機 同軸磁控管 
發射頻率 C-Band (5590 MHz) 
發射波長 5.37 cm 
尖峰功率 250 KW 
脈波寬 0.4-2.0 μs 
脈波頻率 200-2400 Hz 
雙脈波頻 3:2, 4:3, 5:4  
天線型態 Parabolic reflector 
天線直徑 4.2 m 
天線波束寬 0.95 deg 
天線增益 45 dB 
天線轉速 36 deg/s (6 rpm) 

最小可測訊號 -114 dBm 
接收機動態範圍 105 dB 
最大觀測距離 Up to 480 km 
徑向解析度 32-250 m 
 
表2.2 掃描策略 
項目 設定值 
Processing Mode Pulse Pair 
Pulse width 0.8 µsec 
Polarity Simultaneous ZDR 
PRF 1014 
Unfloding 4:3 
2nd Trip recovery off 
Clutter Filter Filter number 8 (50dB) 
SQI 20% 
Range 150km 
Gate width 125meter 
Range average 1 
Data resolution 8 Bit Fixed 
Fixed Samples 70 samples 
Scan rate 12 °˚/sec 
Sweep Elevation 0.5, 1.45, 2.4, 3.35, 4.3 

6.0, 9.9, 14.6, 19.5 
 

三、分析結果 

    圖3.1為第1層0.5度仰角PPI回波觀測情形，(a)為
半徑150公里全部掃描範圍；(b)為雷達位於中心的局
部放大40km x 40km範圍。0.5度仰角的盲區設定在方
位角20度至141.6度，盲區內不發射電磁波，盲區方
位角設定詳如表3.1。回波圖顯示在方位角200度至
270度區間可以探測至遠處，遮蔽現象不明顯。其它
方位離雷達5、6公里外回波迅速降至0以下，表示0.5
度仰角離雷達站數公里外有嚴重的地形遮蔽。由圖

3.2(a)~(d)可以看見非盲區內的遮蔽現象隨仰角逐漸
抬高減少。但西北方、北方及南方在仰角3.35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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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c)時，仍可以看到明顯的地形遮蔽現象。雷達站西
北方7、8公里處為旗尾山、南方5公里處為尾寮山、
北方1.5公里是無名小山，此三處為觀察重點。 
 
  表3.1盲區方位角設定值 

Start 
Azimuth 

End 
Azimuth 

Lower 
Elevation 

Upper 
Elevation 

83.2 87.7 -5 14 
80.2 94.8 -5 13 
49.9 68.9 -5 12 
78.2 96.7 -5 12 
45.3 99.3 -5 11 
31.1 101.6 -5 10 
29.1 106.9 -5 9 
26.8 109.6 -5 8 
24.0 131.0 -5 7 
20.0 141.6 -5 5 

 
    圖3.2(d)雷達反射率圖中藍色線表示300度方位
角RHI剖面的位置。圖中，方位角300度附近7-8公里
處仍可看到很小的地形回波現象。圖3.3(a)~(f)是方位
角300度不同觀測量場的RHI剖面圖。圖3.2(c)第4層
仰角(3.35度)波束通過山脈之後有很明顯的衰減現
象，即明顯的顏色改善(藍色表示回波數值較低)。圖
3.2(d)第5層仰角(4.3度)在波束通過山脈之後看不出
衰減現象。即第4層仰角有明顯的地形回波，其後方
則有明顯的回波衰減現象，表示地形遮蔽現象明顯。

第5層則有普通強度的地形回波，後方看不出回波衰
減現象，地形遮蔽現象不明顯。 
    圖3.3(a)、(b)分別為反射率與徑向速度場，兩者
地形反射的特徵都非常明顯。波束通過地形之後，第

4層仰角3.35度反射率明顯與第5層仰角反射率有著
不同色係顏色，但徑向速度場(VR)並無此現象，這表
明速度場觀測量對部份遮蔽的影響較反射率來的

小。頻譜寬(SW)資料與徑向速度場的反應很相似，
因為兩者都是相位訊號。第4層(含)以下的徑向速度
與頻譜寬資料地形回波反應都非常明顯(即山脈前方
的資料色系與其它地方不同)，且具有一定的厚度，
可連續好幾個gates，將近1公里。 
    差分反射率 (DR/ZDR)及反射率相關係數 (RH/ 
Rho_hv)比較特別一點。差分反射率在第5層4.3度仰
角只能看到些微的地形反射現象，這一層仰角的波束

通過山脈之後不容易判斷是否有遮蔽影響(即肉眼看
不出來有明顯界面)。但向下一層第4層的3.35度仰
角，可以看到波束通過山脈後差分反射率明顯與週遭

的值不一樣(圖略)。圖3.3(f)也可看到第4層仰角與上
下層的顏色界面非常明顯，ZDR的數值變大了，已不
是弱降雨時該有的值。幸運地，這一層的反射率相關

係數的值也有明顯的下降現象(圖3.3(e))。降雨的反射
率相關係數(Rho_hv)值應該非常接近1，如果波束經
遮蔽後有明顯的下降就可以很容易的將這些資料濾

除掉。不幸地，這個範例Rho_hv數值下降的幅度仍
不夠大，這個部份遮蔽波束的Rho_hv值大部份仍在
0.97以上，所以除非使用非常嚴格的濾除條件，否則
些ZDR資料都會被留下來的。Rho_hv另一個比較不
一樣的現象是，地形回波的影響在高度上比其它量場

更為明顯，感覺如同向上傳播一樣，見圖3.3(e)，一
直到很高仰角(9.9度)都有地形的影響。 
    4.3度仰角的傳播相位差(PH/Phi_dp)，山脈的地
形雜訊很明顯，但通過山脈後相位差資料的品質僅略

為下降(圖略)。圖3.4是方位角300度第3,4,5,6層仰角
的單一波束顯示，可以看到Rho_hv、 Phi_dp、
Phi_dp_SD隨距離的變化。(a)第3層2.4度仰角屬於嚴
重遮蔽，山脈後的資料基本上均無法使用。(b)第4層
3.35度仰角屬於部份遮蔽，Phi_dp標準差的值比第4,5
層大，但標準差仍可維持在5度以下，但我們知道ZDR
的資料已不正常的放大，ZDR是不能使用的。若我們
使用Rho_hv及Phi_dp_SD為判斷資料好壞的依據，這
類演算法對第4層部份遮蔽可能會失效。(c)除了明顯
的地形反射現象外，與(d)相比，山脈之後的資料已
不太能分辨是否有經過嚴重遮蔽。 
    這裡也點出現了一個問題，資料的好與壞可能跟
使用目的有關聯，若是以水象粒子辨識來說第4層300
度方位角這組資料確實是不能使用了，但若用在降雨

率估計上，這組資料的Phi_dp仍可用來估計雨量
(Rho_hv大於0.97、Phi_dp_SD小於5度)。當然使用較
差品質的Phi_dp資料所估計的降雨率的誤差也會比
較大的。原則上，我們仍應盡量去除這類資料。 
    這裡我們將方位角300度的地形遮蔽現象大致區
分為「嚴重遮蔽」、「部份遮蔽」及「輕微遮蔽」三

種情形。目前僅能以定性的方式來定義這三種情形，

尚無法量化。 
    第3層2.4度仰角屬於「嚴重遮蔽」，波束通過山
脈之後的所有資料均無法使用。反射率在地形的強反

射回波之後迅速下降至0dBZ以下，Rho_hv也迅速下
降至0.6以下且隨距離繼續下降，徑向速度及頻譜寬
資料量明顯減少，Phi_dp的標準差明顯變大可達10
度以上。 
    第4層3.35度仰角屬於「部份遮蔽」，波束通過
山脈之後仍有部份量場資料可以使用。反射率在地形

的強反射回波之後明顯下降，此例下降約10dB左
右，差分反射率則明顯增大屬於不可用量場，速度及

頻譜寬資料看不出明顯的不同仍可使用，Rho_hv下
降但仍在0.97以上，Phi_dp標準差略微變大但仍在5
度以下。即除了差分反射率完全不能用之外，其它量

場仍有參考價值。 
    第5層4.3度仰角屬於「輕微遮蔽」，波束通過山
脈之後所有量場資料仍可以使用。也就是說波束只有

在山脈處有明顯的地形雜波反應，波束通過山脈之後

所有的觀測量場無法區分品質是否變差，資料均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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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高雄集來雷達外觀。 

 
 

a  b  
圖3.1 仰角0.5度雷達反射率。1a為半徑150公里全部掃描範圍；1b為局部放大40km x 40km範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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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3.2 第2層(1.45度)、第3層(2.4度)、第4層(3.35)、第5層(4.3度)仰角之雷達反射率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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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圖3.3 方位角300度(a)反射率、(b)徑向速度、(c)譜頻寬、(d)差分反射率、(e)反射率相關係數、(f)傳播相位差 RHI。 

 

a  b  

c  d  

圖 3.4 方位角 300度第 3,4,5,6層仰角的單一波束 Rho_hv、Phi_dp、Phi_dp_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