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芳怡1、馮智勇2、楊智閔2 、王簾傑1 、楊舒芝1 、王聖翔1

1.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2.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天氣預報分析研討會

空品模式PM2.5預報效能與誤差校正、
光達資料同化對PM2.5預報改善效益



空品模式預報系統
天氣型態與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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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達觀測資料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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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模式系統架構

氣象模式(WRF)

空品模式 (CMAQ)

排放量處理系統:
(1)人為源 TEDS9/10
(2)生物源MEGAN

• Cheng et al. (2012, 
2013)，優化邊界層以
及地表物理過程。改進
海陸風環流結構。

• Hsu et al. (2019)改善
NH3排放量

污染物濃度
隨時間變化

𝜕𝜕𝐶𝐶𝑖𝑖
𝜕𝜕𝑡𝑡 = −𝛻𝛻 𝑢𝑢 𝐶𝐶𝑖𝑖 + 𝛻𝛻 K𝛻𝛻𝐶𝐶𝑖𝑖 + 𝑅𝑅𝑖𝑖 + 𝐸𝐸𝑖𝑖 + 𝑄𝑄𝑖𝑖

:  平流、擴散、大氣化學反應、排放量、沈降/移除…

排放清單

1. 初始氣象場
2. 地表邊界條件
3. ……



臺灣空氣品質模式預報系統(Air quality forecasting system, AQF)
架構 (since 2015 July) (雲林縣環保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辦計畫）

WRF氣象模式 v3.8.1 (Cheng et al. 2013, 2019, 2020; Lin and Cheng (2016), Cheng and 
Chen, 2018)

CMAQ 空氣品質模式 v5.2.1 (AE6氣膠機制) (Cheng et al. 2020)
臺灣排放清單 TEDS10.0 (since 2020 Jan) (Hsu et al. (2019)
東亞排放清單 Zheng et al. (2018)

地形高度
SRTM-90m

土地利用
MODIS 500-m

土壤型態
農委會1-km

地表粗糙長度

Hsu et al. (2019)

Cheng et al. (2019)

Lin and Cheng(2016)

Cheng et al. (2013)

Cheng et al. (2020)

NH3 排放量

雲林縣環保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辦計畫



預報系統提供給以下單位進行預報、預警應變措施。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雲林縣環保局
•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

http://imaqs-t.atm.ncu.edu.tw/

http://imaqs-t.atm.ncu.edu.tw/


系統性偏差
• 氣象：風速過高、邊界層垂直結構、全球模式初始場氣象預報
• 排放量：人為排放量資料低估、資料老舊
• 空品模式：二次氣膠生成機制、光化學反應

PM2.5

TEDS9.0 TEDS10.0 THC Diff
2013 2016

臺灣排放清單



預報校正
• 現階段空品預報使用DCA及DMOS統計後處理方法，統計最近30天原始預報
之誤差特性進行校正，移除空品預報模式系統性偏差。

• DMOS於天氣系統穩定時有良好校正效果，但若過去30天沒有類似污染行為，
統計資料因缺乏此污染特性的誤差資訊，無法適切調整模式。

弱綜觀 (326天)東北季風(251天)
海平面
氣壓

PM2.5

典型
境內污染

• Hsu and Cheng (2019)
顯示高污染事件的發生
與天氣型態有很大關聯。



開發綜觀尺度天氣型態分類之預報校正方法
1. 進行綜觀尺度天氣型態分類
2. 建構預報誤差
3. 逐測站、逐時，建構線性迴歸方程
4. 預報修正

35天颱風群集地面合成天氣圖

• 方法：群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
• 時間：2013/01-2018/03，排除受颱風
影響的35天，共計1881天。

• 資料：氣象局16個局屬氣象站之觀測風
場(u,v)及氣壓場進行分類。

• 兩階段群集分析
• Step 1: 使用階層式群集分析法來取得各
群集中心點

• Step 2: 使用步驟一取得之中心點進行K-
means群集分析

• 分類個數選擇: 參考silhouette value值，
將天氣型態分為六類

• 共進行兩次兩階段群集分析。第
一次分類，分類出35天颱風或熱
帶低壓之天氣類型。第二次分類
排除此35天。



天氣型態分類

2 高壓出海、高壓迴流 5 副高影響

4 季節轉換1 冷高壓東北季風

3 弱綜觀 6 副高東退
cluster

% 出現天
數

高PM2.5
事件天數

C1 13.1 251 50
C2 17.85 342 89
C3 17.01 326 160
C4 17.07 327 40
C5 15.14 290 14
C6 18.01 345 10

※紅色區塊為PM2.5事件日數量



3弱綜觀 (326/160)1東北季風(251/50) 2高壓迴流 (342/89)

天氣型態分類(發生天數/PM2.5事件天數 >35 μg m-3)

北部竹苗中部雲嘉南高屏

風速

PM2.5

靜風

(Hsu and Cheng, AAQR, 2019)

典型境內污染



天氣型態分類與偏差校正
• 訓練區間（歷史資料）：

2018年10月 – 2019年9月

• 校正期間：2019年10月 –
2020年5月

• 使用訓練區間之預報與觀測
資料，建立線性迴歸方程。
假設模式模擬濃度與其誤差
呈線性分布y=ax+b。

• 如線性迴歸方程沒有通過統
計t檢定，直接使用平均值
進行修正。



PM2.5預報誤差(2018/10-2019/9)

觀測PM2.5與風場分佈

弱綜觀(61天)東北季風(43天) 高壓迴流(79天)

• PM2.5預報結果
RMSE分析圖。

• 觀測PM2.5濃度越高
之測站，其RMSE值
亦越高，弱綜觀天
氣型態，PM2.5預報
誤差最大。



弱綜觀東北季風 高壓迴流

PM2.5預報結果RMSE分析圖



• WRF氣象模式存在風速高估問題（綜觀風、海風偏強）

• 大氣污染物於邊界層內的傳輸擴散過程，也由於模式模擬
的不確定性，對邊界層垂直結構的發展缺乏完整了解。

• 氣象模擬偏差影響空品模式模擬。

• 透過資料同化方法，同化光達反演之PM2.5濃度，以改善
WRF氣象模式大氣邊界層氣象模擬，進而提升CMAQ空品
模式模擬效能。同時也藉由光達觀測資料以及模式模擬結
果，來釐清污染物於邊界層內的傳輸特性。

光達資料同化改善大氣邊界層模擬



背風渦漩影響污染物傳輸過程

• 綜觀風場偏東風，因地形阻擋，東
風不易越山，轉而延地形繞流，易
在臺灣海峽形成「背風渦旋」。

• 背風渦旋可將擴散至海面上的污染
物往陸地傳送。

• 在西部沿岸，背風渦旋環流常與夜
間陸風產生輻合，使污染物累積於
污染源區，導致高污染事件。



WRF/CMAQ 流場+PM2.5濃度



中大站點
氣象局剖風儀觀測

光達觀測PM2.5



中央光達站點觀測PM2.5與風場 –相關係數與離散度分析

• 風場與PM2.5相關
性非常高，集中
在臺灣西北海岸
邊(受背風渦漩模
擬不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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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預報

21組系集預報

光達

系集預報+光達同化 (best member)

原始預報 系集預報+光達同化

東西方向風

PM2.5

PM2.5

107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成果

中大光達站點垂直剖面分析



結論
• 空品模式預報系統，對於PM2.5有顯著低估特性。

• 根據天氣型態分類分別進行校正，能有效移除系統性偏差。
而高濃度污染地區，其校正結果相當良好。

• 未來，將嘗試非線性迴歸校正方程，更進一步改善極值偏
差。

• 現階段著手進行天氣型態分類自動化程序，以提升每日空
品預報成效。

• 透過系集預報反應初始場不確定性，以及透過同化高解析
度光達剖面資料，可更真實呈現觀測特性，也更佳完整釐
清污染物垂直結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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