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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
 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

 劉明禮
 

中央氣象局退休人員（2012）

冷且強的東北風【沉降】【侵入】【取代】暖且濕的上升渦旋流體



摘要

•
 

圓形型態與橢圓形型態：兩種渦旋流柱體都具有
 角動量守恆特徵，但後者則是相對的不穩定。

 橢圓形不穩定橢圓形不穩定(elliptical instability(elliptical instability))

•
 

雙氣旋波動相吸互動：盛夏季節，活躍於臺灣的
 複合型橢圓形熱帶氣旋波動複合型橢圓形熱帶氣旋波動，帶來臺灣西南部持
 續與劇烈的天氣現象。

•
 

運用山脈地形效應，建構海洋裡雙颱風海洋裡雙颱風互動條件
•

 
臺灣及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分裂波變的兩個主要

 外力：

•
 

(1)秋冬的強而冷的氣團侵入，氣旋向心力失衡氣旋向心力失衡
 (2)盛夏至仲秋，臺灣山脈北段地形的遮蔽效應地形的遮蔽效應

• 關鍵詞﹕橢圓形不穩定（elliptic instability）﹔波變（wave 
deformation）﹔圓形型態（circular mode）﹔橢圓形型態

 （elliptic mode）﹔聚合(convergence) ； 發散
 （divergence）；渦旋流圓柱體（vortex tube）



一、基本觀念

•
 

活躍於臺灣及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因為複合、分
 裂與角動量守恆等動力機制，再加上山脈地形效應
 發生波變，造成顯性的天候現象﹔本研究著重於從
 學理上，來探討圓形型態與橢圓形型態熱帶氣旋波
 動波變，這兩種渦旋流柱體都具有角動守恆特徵，
 但後者則是相對的不穩定。

•
 

盛夏季節，當活躍於臺灣的複合型橢圓形熱帶氣旋
 波動，位居臺灣北部的波動中心向西北移行，則在

 西南部地區的顯性擾波相對地面緩行，加上山區地
 形效應與西南風擾波的助長，帶來臺灣西南部持續
 與劇烈的天氣現象。



一、基本觀念
••

 
秋冬的強而冷的氣團以及盛夏至仲秋的臺灣山脈北段的秋冬的強而冷的氣團以及盛夏至仲秋的臺灣山脈北段的

 地形效應，都是造成活躍於臺灣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地形效應，都是造成活躍於臺灣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
 分裂波變的主要外力。分裂波變的主要外力。

•
 

前者冷氣團注入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波動，造成氣冷氣團注入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波動，造成氣
 旋波動向心力失衡，螺旋體較外圍部份急速上升，離心旋波動向心力失衡，螺旋體較外圍部份急速上升，離心
 半徑增加，通常在臺灣東部發生小區域、突發性、持續半徑增加，通常在臺灣東部發生小區域、突發性、持續
 且劇烈的天候現象且劇烈的天候現象；相似的狀況，發生在臺灣南端落山

 風強勁時，當時恰有熱帶氣旋波動通過臺灣南方近海，
 則增強了落山風強度。

•
 

強烈熱帶氣旋波動橫越臺灣山脈北段時，因為山區的地
 形作用，對氣旋波動產生繞射與遮蔽效應，造成氣旋波
 動分裂的波變現象，包含波動中心的暴風區，則在山脈
 東岸做繞圈子運動。



一、基本觀念

兩個低壓的氣旋波動靠近時兩個低壓的氣旋波動靠近時
 幅合相吸幅合相吸，並且以反時針走，並且以反時針走
 向相互繞行運動向相互繞行運動

兩個高低壓或氣旋波動與
反氣旋波動靠近時發散相斥發散相斥

•著力於探討冷熱屬性迥異且強勁的大氣，各別從
 高層而下，以及從低層而上，所發生的大氣擾波特

 徵；另外也探討當高聳的臺灣山脈地形效應外加於
 熱帶氣旋波動的作用下，所造成的分裂波變分裂波變結構。



二、基本理論與天候特徵

•• 〈〈一一〉〉圓軌跡與橢圓軌跡的等速率運動圓軌跡與橢圓軌跡的等速率運動

• Tycho
 

Brahe(1546-1601)對於火星運行軌道的精確
 觀測設計與詳盡記錄

•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持續的觀測記錄與整
 理歸納，發現︰行星與恆星連線所掃過面積等速率的

 橢圓形軌跡運動，恆星則位於其中的一個焦點上

• Galileo Galilei（1564 -
 

1642)所製造的天文望遠鏡確
 認

• 【地動】實證所引發的恐慌，在當時所付出的代價竟
 然是爾後的終身軟禁

• Issac
 

Newton (1642-1727)所發表的重力定律而集大
 成。





〈二〉熱帶氣旋波動的複合、分裂與總角動量守恆

• 複合：當低層大氣裡的兩氣旋波動靠攏，兩個流向相左
 的螺旋體邊緣會聚，增強大氣的垂直運動，助長形成兩
 氣旋波動匯集通道，兩氣旋波動的移行順著合成螺旋，
 以氣旋式相互繞行複合，複合區水平面速度減弱，構成
 不穩定的橢圓形波動不穩定的橢圓形波動，此為氣旋波動複合增強的典型動
 力機制。

• 分裂：穩態的的熱帶氣旋波動裡，垂直上升運動維繫著
 高低層大氣質量通量恆定性，一旦被沉降的冷大氣取代
 阻斷，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造成螺旋型氣旋波動外圍螺旋型氣旋波動外圍
 半徑擴增與剝離半徑擴增與剝離。另外，強烈的熱帶氣旋波動，橫越偏

 北區段的山脈地形時，則發生氣旋波動內外層分隔互動內外層分隔互動
 的波變現象。

• 角動量守恆：在物理的重力運動學裡，氣旋波動的波
 變，不改變氣旋波動的總角動量狀況下，氣旋波動中心

 的運動軌跡為圓形或橢圓形，等面積速率等面積速率是它們的共同
 的物理機制



三、討論與結論

•• 〈〈一一〉〉討論討論

•• 【【
 

1 1 】】圓形軌跡型態與橢圓形軌跡型態圓形軌跡型態與橢圓形軌跡型態

• 氣旋波動中大氣氣塊運動軌跡的水平方向角動量
 守恆或等面積速率與垂直方向質通量守恆，維繫
 著檼定的週期與向心力、柯氏力的平衡。

••
 

圓形型態（圓形型態（circular modecircular mode））認定為能階上的基認定為能階上的基
 態（態（basic statebasic state），則具有等角動量或等面積速），則具有等角動量或等面積速

 率；率；

••
 

橢圓形型態（橢圓形型態（elliptic modeelliptic mode））的非等線性速率運的非等線性速率運
 動屬性較不檼定，因此將橢圓形型態波動，認定動屬性較不檼定，因此將橢圓形型態波動，認定
 為能階上的激態（為能階上的激態（excited stateexcited state），或橢圓形不），或橢圓形不
 穩態（穩態（elliptic instabilityelliptic instability））



〈〈一一〉〉討論討論

•• 【【
 

2 2 】】複合型或橢圓型態熱帶氣旋波動的劇烈天候特複合型或橢圓型態熱帶氣旋波動的劇烈天候特
 徵徵

• 複合型或橢圓形型態的熱帶氣旋波動→臺灣南部區域距
 離中心較遠處的小渦旋胞體：中心位於臺灣北部且向西
 北方向移行＋＋相對於氣旋中心的移行速度較為緩慢＋遇
 山脈地形效應＋盛夏季節裡的西南風。

 結果：臺灣南部區域性顯性擾波，在山區迎風面延宕持
 續的呈現，造成持續較長的時間且劇烈的降水

• 雙熱帶氣旋波動的互動複合→擾波或強風橫越高聳的山
 脈時的爬升現象，對映於雙低壓波的相吸互動：應用

 Hagupit
 

中心距離北花蓮山區約520KM以內時，埔里
 盆地發生顯性的焚風（劉明禮,2011），根據日本氣象
 廳的數據資料，此時大型的強風（風速＞15m/s）風向
 為東風

 
。作者認為雙熱帶氣旋波動複合互相繞行的

 準則：
 

【當海洋上出現靠近的雙熱帶氣旋波動，預測
 兩者將要重疊的區域具有TS（Tropical Storm）的強
 度；或者重疊區裏的個別熱帶氣旋波動，都在強風半徑

 範圍以內（風速＞15m/s）】。



臺
 灣
 地
 形
 圖



2008年9月22日～23日，中度颱風Hagupit



【【
 

3 3 】】熱帶氣旋波動分裂波變的天候特徵熱帶氣旋波動分裂波變的天候特徵

芭瑪(PARMA)   2009-10-04-20:30衛星

雲圖［臺灣東部小區域、持續劇烈降水］

琵琶（PEIPAH）與11月6日00Z區域
地面天氣圖

 

［恆春落山風增強］

動力結構動力結構：：沉降的東北風侵入熱帶氣旋波動沉降的東北風侵入熱帶氣旋波動→→強冷大氣沉降取代氣旋波動低層強冷大氣沉降取代氣旋波動低層

→→氣旋波動被舉升＋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示弱氣旋波動被舉升＋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示弱

 
或離心半徑增加或離心半徑增加

→→〈〈臺灣東部小區域性臺灣東部小區域性、、持續性且劇烈的降水持續性且劇烈的降水〉〉或或〈〈落山風增強落山風增強〉〉

•1  向心力失衡的熱帶氣旋波動



冷且強的東北風【沉降】

 
【侵入】

 
【取代】暖且濕的上升渦旋流體

• 芭瑪(PARMA)2009-10-04-14:30         芭瑪(PARMA)2009-10-04-20:30

• 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



向心力失衡的熱帶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的熱帶氣旋波動
冷且強的東北風【沉降】【侵入】【取代暖且濕的上升渦旋流體



芭瑪(PARMA)   2009-10      04-05臺灣東
 部宜蘭小區域、持續劇烈降水



2009-10  4.5.6Parma雨量圖



2009-10 Parma＆Melor



22
 
高山地形的繞射與遮蔽效應：氣旋波分隔為互動的高山地形的繞射與遮蔽效應：氣旋波分隔為互動的

 內外兩層波動內外兩層波動

• 強烈的熱帶氣旋波動，穿越高聳陡峭但縱深短的臺灣山脈偏北
 區段時，分別因為繞射與遮蔽效應，發生氣旋波動的內外層部
 份分裂但並不脫離的現象，外層部份繞射越過山區，低層包含
 氣旋中心部份，在向風面附近繞圈子，它的大氣動力特徵，參
 考作者所做

 
“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分

 裂型波變”

臺灣山脈中北段與北端臺灣山脈中北段與北端



〈〈二二〉〉結論結論
•• 11

 
激態的橢圓形不穩定激態的橢圓形不穩定：在熱帶氣旋波動裡，

 因為擠壓、複合而產生橢圓形不穩定擾波的屯積
 與釋放，所造成的波變現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 22
 

複合：（1）活躍於臺灣的橢圓形型態複合型
 熱帶氣旋波動，造成臺灣西南部持續性的劇烈天
 氣現象的條件為：當波動中心位居臺灣北部且向
 著西北方向移行＋＋臺灣西南部位處橢圓形波動的
 遠距離區域＋＋位處山區向風面＋＋盛夏季節，引進
 旺盛且富含水氣的西南風→→各別狀況皆助長且延
 宕臺灣臺灣南部劇烈的天氣南部劇烈的天氣現象現象



〈〈二二〉〉結論結論
•• 22

 
複合：

 
（（22））海洋上，雙颱風發生互相繞行的複合條

 件為：熱帶氣旋波動所包含的強風半徑範圍內的風速強風半徑範圍內的風速
 ﹥﹥15m/s15m/s，或兩個熱帶氣旋波動之間的重疊區域，應有重疊區域，應有

 熱帶風暴熱帶風暴TSTS（（Tropical StormTropical Storm）強度。）強度。

• 3 3 分裂：秋天到初冬，冷而且強勁的東北風向南及向低
 層大氣發展，侵入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垂直運動與垂直運動與
 渦旋流體質能架構失衡，向心力快速減弱渦旋流體質能架構失衡，向心力快速減弱（切線向量增（切線向量增
 強）強），被迫舉升部份垂直對流加劇，被迫舉升部份垂直對流加劇，波動的低層大氣，
 增加顯性擾波發展在特定地點的持續性與會聚性等，通
 常在臺灣東部發生小區域、突發性、持續且劇烈的天候
 現象。

• 當臺灣南端恆春強勁落山風＋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恆春強勁落山風＋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
 波動波動→→氣旋波動渦旋流體向北凸出，小渦旋流體胞的離離

 散與拋出散與拋出→→落山風增強落山風增強。



四、感言與誌謝

• 2010年11月，丹麥（Kongeriget
 Danmark）和捷克（Česko）的科學團隊

 得到布拉格（Praha）市政府准許，再度檢
 驗Tycho

 
Brahe的遺體；2011年10月，由

 歐洲太空局發射的高精密度民用衛星，以
 Galileo Galilei命名；科學界的先進先賢所

 帶給人類的視野與幸福，深深地影響我們
 的生活。



五、參考文獻

• ［1］Batchlor,G.K.，1970:An Introducton
 

to Fluid 
Dynamics,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hap.7 pp507-593
• ［2］劉明禮，2009﹔“臺灣山脈地形對大氣強制作用所

 造成的波動現象”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論文彙編,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pp261～265

• ［3］劉明禮，2010﹔“臺灣山脈對熱帶氣旋波動的地形
 強制作用”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論文彙編, 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
 

pp347～352
• ［4］劉明禮，2011﹔“臺灣山脈對熱帶氣旋波動的地形

 強制作用──臺中盆地的焚風”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論
 文彙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pp81～86

•



•謝謝  Danke  
Merci  Спасибо  
Thanks


	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複合、分裂與角動量守恆�劉明禮   中央氣象局退休人員（2012）
	摘要 
	一、基本觀念
	一、基本觀念
	一、基本觀念 
	二、基本理論與天候特徵 
	投影片編號 7
	〈二〉熱帶氣旋波動的複合、分裂與總角動量守恆
	�三、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 3 】熱帶氣旋波動分裂波變的天候特徵 
	冷且強的東北風【沉降】 【侵入】 【取代】暖且濕的上升渦旋流體
	向心力失衡的熱帶氣旋波動
	芭瑪(PARMA)   2009-10      04-05臺灣東部宜蘭小區域、持續劇烈降水
	2009-10  4.5.6Parma雨量圖
	2009-10 Parma＆Melor
	高山地形的繞射與遮蔽效應：氣旋波分隔為互動的�內外兩層波動
	〈二〉結論
	〈二〉結論
	四、感言與誌謝 
	五、參考文獻
	投影片編號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