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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DDS(Mesoscale Dynamic Downscaling System)為中央氣象局與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

下之GSD (Global system division)合作發展的複雜地形區的三維連續變分動力降尺度系統，有別於一般

利用區域數值模式的動力降尺度方程，本系統是利用追隨地勢座標下之三維氣象物理方程為變分法的

約束條件，並以連續變分求出高解析度氣象場資料。 

    本文利用理想與真實案例探討MDDS之結果表現。在鍾形山的案例中，以ARPS模式模擬解析度為

8、16、32 km理想風場過鍾形山的案例至穩定態後將氣象場輸出給MDDS做變分降尺度至4公里解析度，

並和ARPS 4 km結果比較。其結果在8、16 km解析度經變分降尺度後溫度、壓力擾動的變化與ARPS 4 km

解析度相似；在32 km解析度中經降尺度後，壓力擾動、溫度擾動、風場的配置可以求出近似ARPS 4 km

高解析度的配置，然而強度和ARPS 4 km解析度仍有差距。在實際的案例中，MDDS採用NCEP/GFS 0.5

度解析度當作氣象資訊來源，經MDDS之前處理過程後使其符合MDDS之格式再做變分降尺度。選擇

台灣地區常見的天氣系統(東北季風)做降尺度分析，在東北季風的環境下，風場遇到中央山脈產生東西

兩側繞流，沿中央山脈有繞流經南投地區；經恆春半島的風場有因繞流產生的加速現象。和實際測站

觀測資料比較MDDS風場與部分測站相同，然而觀測資料仍然有QC問題存在，且MDDS之地面風場的

計算方式仍待改進。 

關鍵字：MDDS、動力降尺度、連續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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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降尺度就是將解析度較粗糙的資料轉換成解析

度較精細的資訊：小尺度天氣變數以大尺度天氣作為

背景，並受局部下墊面特徵，例如地形、離海岸的距

離、土地利用等影響，經降尺度過程以達到高解析度

的目的(Grotch et al., 1991)。其最常利用在氣候上的

議題，由全球尺度的一般環流模式(GCM)結果得到區

域尺度的現象。 

降尺度方法分三種：統計降尺度、動力降尺度以

及兩種混和的方式-統計動力混合降尺度(Murphy et 

al.,1999)。 

統計降尺度方法主要概念是建立大尺度模式(如

GCM)或再分析網格點資料和氣象觀測值兩者之間

的統計關係式(Von Storch et al., 1993; Wilby et al., 

2004)。以簡單的式子可描述為R=F(X)，R為大尺度

網格點資料稱為預報因子（predictor），X是欲降尺

度的變數，為氣象觀測值稱為預報變量(predictand)，

兩者的經驗關係式F透過統計方法建立，以解釋網格

點間的氣象變化（Fowle et al.,2007)。在某給定範圍

中，大氣變量與預報變量有越高的相關程度，越適合

選作預報因子（Kang et al.,2007）。最廣泛使用的統

計降尺度方法為回歸模式（regression model），回歸

模式中利用的統計方法有線性回歸、正典相關分析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 (B ürger et 

al.,1996)、人工神經網路法(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Cavazos et al.,2005)、主分量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奇異值分解法等等

（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 ） (Huth et 

al.,1999)，這些方法利用歷史觀測資料來做統計訓練

(statistically-trained)，以求建立預報因子和預報變量

之間的關係式。主分量分析、奇異值分解法、正典相

關分析皆屬於多變量分析方法，指分析多個變數的資

料，探討資料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或是釐清資料的結構。

PCA及SVD法原理皆是經由線性轉化將變數分解為

主分量（時間序列）與特徵向量（空間分布），得到

相對較顯著且彼此互相獨立的主成份分數，以解釋觀

測資料中的大部分資訊。正典相關分析則是利用兩組

變數，兩組變數都是一個變數以上，分別對這兩組變

數各做線性組合後，再計算此兩加權和的簡單相關係

數，然後以這個簡單相關係數當做這兩組變數之間相

關性的衡量指標。ANN方法是一種模仿生物神經網

路的結構和功能的計算模型，為一自適性（adaptive）

系統，利用輸入變數和輸出變數間複雜的關係進行建

模。此外還有在國際間廣泛被使用的套裝軟體模式

SDSM(Statistical DownScaling Model)，結合序率

天氣繁衍（weather generator）模式以及回歸模式

(Wilby et al., 2002)，常作為評估氣候變遷衝擊之工具。

SDSM中的天氣繁衍模式，使用了環流pattern跟水氣

變量去決定局部的天氣變數，再利用統計方法實行了

誤差校正（bias correction）和變數膨脹（variance 

inflation）的技術，減少了計算時的標準誤差且可以

增加模式解釋的變量，達到最佳的降尺度表現。 

而動力降尺度方法是用多組方程式和大氣中的

各種物理過程(如輻射驅動力、積雲參數化等)做時間

積分，經由時間平均後的結果(Barnston et al.,1999)。

廣義來說，根據物理基礎將大尺度氣象特徵解析為小

尺度的區域氣象變數就稱為動力降尺度。而常用作法

是利用 GCM 或 AGCM 的區域結果作為初始場及邊

界條件，使用物理基礎建構的 LAM(limited-area 

model)、區域氣候模式(RCM)或區域大氣模式系統

（RAMS）進行高解析度數值模擬，考量區域之地形

地貌等因素，而得到小尺度的天氣現象及區域性的氣

象特徵(Giorgi et al., 2001），如地形降雨（Frei et al., 

2003）、極端氣候事件（Fowler et al,2007）等非線性

效應事件。利用區域模式降尺度之分析結果，必須與

GCM/再分析資料的大尺度資訊之特徵有一致性，因

此需要測試不同的區域模式，選擇適合的為最佳降尺

度工具。動力降尺度的表現對於選定區域大小、水平

解析度、地形、地表利用等變數非常敏感，因此在不

同的區域模式模擬比較測試動力降尺度的結果是有

必要性的。(Xue et al.,2007) 

統計降尺度優點在於計算資源的需求相對較少

且方法也較簡易，但結果通常低估數值，尤其是極端

事件表現得更不理想；其他缺點如模擬的結果無法顯

示氣候的物理過程、缺少適當的物理解釋且用來作為

預報時需要假設未來氣候特徵是統計穩定的，而這個

假設一般無法滿足也無法證明。動力降尺度方法優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E%A1%E7%AE%97%E6%A8%A1%E5%9E%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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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包含大氣的物理及動力過程為基礎，對於模擬的

結果能以物理機制做適當的解釋，但是計算耗時、而

且需要大量的模式輸出儲存空間。 

台灣是一個多山的海島，五大山脈(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及海岸山脈)縱貫

全島，地勢高於3000公尺的山脈有100座以上，最高

峰玉山高度幾近4000公尺。在如此複雜的地形影響下，

降尺度方法是否考慮地形的效應就決定了其結果的

可信度。在複雜地形區的降尺度方法最簡便的即是利

用區域數值模式的動力降尺度法，但此方法會面臨所

有數值模式的極限，諸如初始場產生的模式調整問題

(spin up problem)、模式動力及物理參數化問題等等。

而在統計降尺度中， Steincker et al.(2006) 利用

fingerprint method將地形高度對氣象場的理想分布特

性作為其方法的權重函數。可得到複雜地形區內較好

的氣象場分布。但此方法僅適用於單一的純量氣象變

數，對向量變數(風場)並不適用，且不同氣象變數間

並無任何的物理關係存在。 

MDDS是試圖解出在靜態下因複雜地形產生的

氣象場變化，所發展出一適合複雜地形區的新三維連

續變分中尺度動力降尺度之系統。MDDS利用追隨地

勢座標的純控制方程三維變分法，其包含較完整的中

小尺度氣象物理方程式為變分法的控制方程，使其結

果在不同氣象變數間有相當大程度滿足所使用的控

制方程式。利用三維變分法的特性，MDDS可以快速

解析出高解析度下受地形影響的氣象場特性，且消耗

較少的計算資源。 

本研究利用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所發展的ARPS

模式做不同解析度理想案例鍾形山的模擬，其分別跑

32公里、16公里、8公里及4公里解析度至穩定態，並

利用MDDS將粗解析度(32、16、8公里)的結果降尺度

至4公里解析度並和ARPS 4公里解析度的結果作驗證

比較。實際案例選擇2017/01/03 12UTC，東北風環境，

將NCEP/GFS 0.5度資料降尺度至2.5公里解析度，並

與觀測資料做比較。 

二、模式設定與簡介 

   (一)ARPS模式與MDDS系統簡介 

    The Advanced Regional Prediction (ARPS)為美國奧

克拉荷馬大學風暴分析與預測中心(Center for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Storms, CAPS)所發展的跟隨

地勢座標的三維非靜力穩定可壓縮的模式，模式發展

用來預報對流風暴及其他天氣系統尺度的變化，提供

對於對流尺度較先進的物理參數化，並可以供作基礎

的應用研究。ARPS包含自有的資料引入、資料品質

控制、客觀分析模組，以及一個包含單都卜勒雷達速

度及熱力反衍算法、前插分預測、自有的後處理、診

斷、驗證的資料同化系統。 

    中尺度動力降尺度系統(Mesoscale Dynamic 

Downscaling System, MDDS)為中央氣象局與美國國

家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下之GSD (Global system 

division)合作發展的複雜地形區的三維連續變分動力

降尺度系統。水平格點採用不跳點網格設計，垂直格

點為跳點網格設計，邊界設計為常梯度的開放邊界。

MDDS採用追隨地勢座標下的三維氣象方程當作變

分法的約束條件，其價值函數(J)可寫為： 

𝐽 = ∭ 𝛼1𝑃1
2 + 𝛼2𝑃2

2 + 𝛼3𝑃3
2 + 𝛼4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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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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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𝑑𝛺                 (1) 

 Pn為各項控制方程，包含三個方向的動量方程

(P1到P3)、連續方程(P4)、熱力方程(P5)、水汽方程(P6)

及所有氣象變數的平滑項(P7)。αn為各控制方程項的

權重，依序為15、15、0.4、100、30、30、1。P1到P6的

各項控制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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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u 、 v 、為三個方向的風速， p為壓力，

v 為虛位溫，
vq 為水汽混合比，

nJ 為三個方向之座

標轉換因子， pzpp  )( ，
vvv z   )( ，

vvv qzqq  )( ， 11
287 

 KJkR gd
為乾空氣氣體常

數， 5

00 10p 帕為參考壓力值， 28.9  sg 為重力加

速度， 287.0 。原各方程中的密度項為減少變數

及控制方程的數量，用狀態方程取代。如此並可使每

個控制方程有較多的不同氣象變數，增加變分求解時

之穩定性。 

    (二)理想案例設定 

    ARPS理想案例設定為西風5m/s，理想鍾形山地

形公式如下： 

ℎ(𝑥, 𝑦) =
ℎ𝑡

𝑥2

𝑎2 +
𝑦2

𝑎2 + 1 

    h為地形高度，ht為山高，設定為4公里，a為半

山寬，設定為50公里。壓力和位溫垂直基本場設定如

圖1。垂直層數為40層，為500到20000每500公尺一層。

水平方向邊界為開放邊界，上邊界為靜力穩定開放邊

界，下邊界為牆邊界。案例分別跑32、16、8、4公里

解析度，取模擬時間第15小時(當作穩定態)，並以4

公里解析度為標準，分別將32、16、8公里解析度給

MDDS降尺度至4公里後再與ARPS 4公里解析度做

比較。 

 

圖1 理想案例的壓力和位溫的垂直基本場 

    MDDS設定水平範圍512x512公里，解析度8公里

理想案例初始網格65x65，16公里理想案例初始網格

33x33，8公里理想案例初始網格17x17；垂直層數20

層，為500至10000公尺每500公尺一層。案例均降尺

度至4公里解析度，故解析度32、16、8公里需經過3、

2、1次的降尺度分析。 

    實際案例選擇一東北季風環境下的風場，將

NCEP/GFS 0.5度氣象資料給MDDS降尺度。水平初始

網格17*17，解析度40公里，經MDDS四次降尺度至

水平網格257*257，解析度2.5公里；垂直網格設定32

層(500,1000,…,16000公尺)。 

三、理想案例分析 

    為了驗證MDDS的降尺度正確性，本研究以

ARPS鍾形山4公里解析度的結果當作標準，和MDDS 

8公里、16公里、32公里降尺度至4公里後的結果作比

較。在風場比較的部分，ARPS 32公里解析度鍾形山

地形效應不明顯，風場在山後沒有背風渦旋產生(圖

2a)，而ARPS 4公里解析度則在山後有背風渦旋產生

(圖2c)，將ARPS 32公里當作初始場利用MDDS降尺

度至4公里解析度(圖2b)，可以解析出因鍾形山後的

背風渦旋。壓力擾動場部分，ARPS 4公里解析度在

背風渦旋產生的地方有最低的壓力擾動場，山前為正

壓力擾動場而山後為負壓力擾動場(圖3c)。ARPS 32

公里解析度僅有山前正擾動山後負壓力擾動(圖3a)

而沒有因渦漩產生的極小值區。經過MDDS降尺度至

4公里後可以看到鍾形山後兩側有兩壓力極小值區

(圖3b)，壓力擾動場配置與ARPS 4公里相似。位溫擾

動場部分，ARPS 4公里解析度除了在山後背風渦旋

產生的地方有最高的位溫擾動場，在鍾形山山頭南北

兩側亦有高溫的擾動極值產生(圖4c)。ARPS 32公里

解析度僅有山前負位溫擾動山後正位溫擾動(圖4a)

而沒有因渦漩產生的極大值區。經過MDDS降尺度至

4公里後，可以看到鍾形山後兩側有位溫極大值區(圖

4b)，且山頭的南北兩側亦有正位溫擾動極大值區，

其位溫擾動的配置與ARPS 4公里相似。垂直速度場

(�̇�)的部分，ARPS 4公里在山頂前有負垂直速度場極

值而山頂後有正垂直速度場極值(圖5c)，且正垂直速

度場由山頂往山後兩側延伸。在32公里解析度時山前

負垂直速度場山後正垂直速度場但強度不明顯(圖

5a)，經MDDS降尺度至4公里後山前和山後有負垂直

速度場極值，山頂往兩側延伸有正垂直速度場的極值

(圖5b)。 

由東西向經過山頂畫一條垂直剖面，ARPS 4公

里解析度(圖6c)山前有負極值垂直速度場，在山後有

正極值的垂直速度場，其範圍從地面往高層延伸，在

32公里解析度時(圖6a)垂直速度場並不強，經MDDS

降尺度至4公里解析度(圖6b)後其強度與配置和

ARPS 4公里解析度相當。垂直剖面的壓力擾動場部

分，ARPS 4公里約在山後125公里處有負擾動極值

(圖7c)，在32公里解析度時候負擾動極值在山後4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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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處(圖7a)，經降尺度後山後負壓力擾動的極值約在

130公里處，其擾動場的配置相似於ARPS 4公里解析

度。垂直剖面的位溫擾動場部分，ARPS 4公里可以

看見內重力波在山頂處形成一正負相位往山頂山後

延伸，山後地面約80公里處有一負值區段(圖8c)，在

32公里解析度時候山後均為正為溫擾動，山頂無正負

相位擾動(圖8a)，經降尺度後山頂處有正負相位產生

但強度較弱，且山後地面約40公里處有一段負位溫擾

動區，其擾動場配置與ARPS 4公里解析度較相近(圖

8b)。 

    在理想案例測試中，ARPS 32公里因解析度的關

係無法把西風過鍾形山的特徵解析出來。經過MDDS

動力降尺度至4公里後可以解析出原本粗網格解析度

下看不見的地形效應。 

四、實際案例分析 

    實際案例選定一個冬天常見的天氣環境：東北季

風。時間點為2017年1月3號12 UTC，分裂冷高壓在

黃海上方緩慢向日本九州移動，台灣受其影響大環境

風向為東北季風(圖9)。NCEP/GFS 0.5度氣象資料因

解析度較粗的原因看不見陽明山、雪山山脈北部、海

岸山脈、墾丁等地形影響風場結果。經MDDS降尺度

至2.5公里解析度可以看見地形效果。在臺北盆地和

蘭陽平原部分，原始風場為東北風(圖10a)，經降尺

度後風場在陽明山前減速並轉向，在臺北盆地轉向為

東風；風場在蘭陽平原因碰到中央山脈有減速並轉向，

在南方澳有北風(圖10b)，對照中央氣象局局的地面

自動氣象測站(圖10c)，其風場的方向與經MDDS降尺

度的風場較一致。在花蓮部分，原始NCEP/GFS風場

為東北風(圖11a)，經降尺度後風場轉變為沿花東縱

谷的東北風系，並在海岸山脈以東有一部分的西北風

系(圖11b)，這與局屬自動測站資料大部分相同(圖

11c)。台灣南部台東墾丁地區，原始NCEP/GFS風場

是東北風(圖12a)，經MDDS降尺度後，東北風遇到中

央山脈阻擋轉向偏折為北風系(大約在太麻里地區)，

較南端的恆春墾丁部分，因北邊風場受到山脈阻擋在

墾丁有較強的風場繞流，風向為東北風但風速較原始

風場強，枋寮、枋山靠山區部分為較強的東風(圖12b)，

比較局屬測站資料也是大部分相同(圖12c)。台中南

投地區，NCEP/GFS風場為北北東風(圖13a)，經

MDDS降尺度後在西部平原(台中、彰化)亦為北北東

風，台中東邊的霧峰、新社、草屯等地區有因繞流而

產生的北北西風(圖13b)，與觀測站相比，MDDS之風

場與觀測較一致(圖13c)，然而靠山區有部分的東風

則是無法抓住訊號。 

五、結論 

    在理想鍾形山案例中，將ARPS 32公里解析度氣

象場(無明顯背風渦漩)給MDDS降尺度至4公里，

MDDS可以解析出4公里解析度所應有的氣象場分布

(與ARPS 4公里解析度相比)，然背風渦漩處與壓力、

位溫擾動的極值區未重合在一起。將ARPS 8、16公

里解析度氣象場(已有背風渦漩)給MDDS降尺度至4

公里，其初始氣象場已解析出西風過鍾形山特徵，降

尺度後其氣象場配置與ARPS 4公里解析度一致。理

想的鍾形山案例顯示MDDS具有將粗解析度的氣象

場經降尺度後解析出的高解析度氣象場應有的資訊。

實際案例中，NCEP/GFS粗網格解析度氣象場經

MDDS降尺度後能解析出原本粗解析度看不見的地

形效應。在眾多降尺度的方法中，本方法為包含有物

理意義的動力降尺度，但其計算所需資源卻小於傳統

的動力降尺度方法，能有效快速解析出氣象場在複雜

地形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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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ARPS 32公里解析

度 250公尺高度的風場(b)

經MDDS降尺度至4公里

250公尺風場(c)ARPS 4公

里解析度250公尺風場。 

 

 

 

 

 

圖3 (a)ARPS 32公里解析度 

250公尺高度的壓力擾動場

(b)經MDDS降尺度至4公里

的壓力擾動場(c)ARPS 4公

里解析度的壓力擾動場。 

 

 

 

 

圖4 (a)ARPS 32公里解析度 

250公尺位溫擾動場(b)經

MDDS降尺度至4公里位溫

擾動場(c)ARPS 4公里解析

度位溫擾動場。 

 

圖5 (a)ARPS 32公里解

析度250公尺之垂直速

度場 (b)經MDDS降尺

度至4公里的垂直速度

場(c)ARPS 4公里解析

度的垂直速度場。 

 

 

 

圖6 (a)ARPS 32公里

解析度東西向垂直剖

面之垂直速度場 (b)

經MDDS降尺度至4公

里垂直速度場剖面

(c)ARPS 4公里解析度

之垂直速度場剖面。 

 

 

 

圖7 (a)ARPS 32公里

解析度東西向垂直剖

面之壓力擾動場 (b)

經MDDS降尺度至4公

里壓力擾動場剖面

(c)ARPS 4公里解析度

之壓力擾動場剖面。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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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a)ARPS 32公里解析度

東西向垂直剖面之位溫擾動

場 (b)經MDDS降尺度至4公

里壓力位溫場剖面(c)ARPS 

4公里解析度之位溫擾動場

剖面。 

 

 

圖9 2017/01/03 12UTC 地面天氣圖 

 

 

圖10 台北宜蘭地區 

(a)NCEP/GFS 0.5度初始風場 

(b)經MDDS降尺度至2.5公里

之風場 (c) 中央氣象局地面

自動氣象站觀測之風場。 

 

 

 

 

 

圖11 花蓮地區 

(a)NCEP/GFS 0.5度初始

風場 (b)經MDDS降尺度

至2.5公里之風場 (c) 中

央氣象局地面自動氣象站

觀測之風場 

 

 

 

圖12 屏東地區 

(a)NCEP/GFS 0.5度初始

風場 (b)經MDDS降尺度

至2.5公里之風場 (c) 中

央氣象局地面自動氣象站

觀測之風 

 

 

 

圖13 台中南投地區 

(a)NCEP/GFS 0.5度初始

風場 (b)經MDDS降尺度

至2.5公里之風場 (c) 中

央氣象局地面自動氣象

站觀測之風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