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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輻射資料進行紫外線指數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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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量地面分析場與模式預報場皆已有穩定的輻射格點資料，加上紫外線與地面輻射之高
度相關，嘗試建立以輻射資料為主之紫外線格點預報模型。本研究採用人工站的實際觀測

資料，比較簡單線性迴歸與XGBoost對紫外線指數預報的掌握，並分別透過Decaying 
Average及損失函數的修改，探討對於極端紫外線指數預報之初步成效。 

關鍵字：輻射、紫外線指數、XGBoost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ground truth and numerical model for radiation have been steady established, as well a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ltraviolet index (UVI) and radiation, we expect to establish an UVI forecast 
model based on radiation data. This study compares different forecast module between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XGBoost by using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on stations.  In addition, we also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of using 
Decaying Average and modifying loss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UVI for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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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紫外線指數(UVI)是指到達地面單位面積的紫外

線輻射量強度的數值，其值越大，代表一定時間中

累積的紫外線輻射強度越強。目前氣象局所預報的

「紫外線指數」，乃由19個測站3年(2010-2012年)雲

量及日高溫觀測資料進行統計回歸建模建置而成。

預報時，除了由系統自動帶入官方發布的雲量及日

高溫資料，也會進行測站點上的UVI Decaying 

Average修正，並以克利金面化至鄉鎮網格而成。雖

然Decaying Average在測站點上的修正有機會降低

因儀器汰換或地形上的系統性誤差，但UVI受雲量瞬

間變化影響，在空間變化特性較不顯著，且傳統線

性回歸對於極端值普遍有低估情形，故能直接產製

UVI預報格點為本研究主要目標。有鑑於紫外線是太

陽輻射波段的一部分，加上近年來地面輻射分析場

與模式輻射預報場皆已有穩定的格點資料產製，本

研究嘗試利用觀測資料找到一個輻射與紫外線良好

的關係模組，期許未來預報時，僅須利用模式輻射

與相關變數之預報資料，即可得到一組紫外線預報

指引。 
 

二、資料說明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氣象局2014年至2020年間19個測站

之人工站逐時觀測資料，包含12個平地測站(臺北、基

隆、花蓮、宜蘭、臺南、高雄、嘉義、臺中、新竹、

恆春、成功及臺東)，3個高山測站(鞍部、玉山及日月

潭)，以及4個離島測站(金門、澎湖、蘭嶼及馬祖)。

使用的觀測參數包含逐時之紫外線指數(UVI)、輻射

量(SS02)、溫度(TX01)、露點溫度(TD)以及當日最高

溫(Tmax)，另外也加上距離中午的時間(hour_I)、距離

七月份的時間(mon_I)以及逐時理想輻射值(ETR)作為

輔助。其中，逐時理想輻射值的計算如下： 

Hourly ETR = 1367*(1+ 0.033*cos(360*n/365))*cos(ZS) 
其中cos ZS = sin d*sin l + cos d*cos l*cos h 

  (ZS：太陽天頂角、d：赤緯、l：緯度、h：時角)  

    此外，為避免夜間無輻射量的筆數太多影響建

模成效，本研究僅使用上午6時至晚間6時的觀測資

料進行分析。(圖1)為各測站於這時段之輻射與紫外

線相關係數，圖中可見各測站於不同月份二者相關

係數幾乎都在0.9以上，另分析相關係數較低的分布

情形，也發現低相關係數的出現大多為2017年前觀

測資料不佳，如資料應檢覈篩除未完全所導致(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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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4~2020年各測站逐月輻射與UVI相關係數圖(統計時
間自上午6時至下午6時)

2017.7.2~7.14 (SS02出現值為1.80) 2016.5.3~5.18 (SS02連續多筆為0)
2017.5.1~5.10多筆異常值

2017.09多筆異常值

圖2：輻射與UVI於測站上逐月之Scatter plot圖  

本研究採T.Chen and C.Guestrin 2016所發表的XGBoost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機器學習套件，XGBoost 屬於

監督式學習的範疇，其概念是由無數顆決策樹所組成，當設

定好損失函數後，為了將損失函數最小化，會在每一顆決策

樹建立完畢之後，於每個節點判定是否需再分枝建立下一顆

樹。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顯示「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

是機器學習優化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由於XGBoost需要目

標函數的二階導數，故無法使用傳統的 Absolute Error當作

損失函數，本研究除了使用XGBoost 原始預設的Squared 

Error作為損失函數外，考量Squared Error對於異常點特別敏

感，且UVI極端值出現的時間不多，為避免模型往中位數預

測，亦嘗試使用Log-Cosh做為目標函數，並為了使極

端高值能有更好的表現，在目標函數上乘上其UVI
作為權重，致使懲罰高UVI發生時的高誤差，使模型可

適時產生極值。另外在baseline的傳統線性回歸，亦參考現

行官方加上Decaying Average的運算，考量移除預報之系

統性偏差。以下式子為Log-Cosh目標函數之計算： 

 

三、預報表現與分析校驗 

 

為了展現預報成效，本研究將資料拆解為 training 

data(2014-2018年)及 testing data(2019-2020年)，圖 3

為 3種模式的預報表現，由圖可見，不論何種模式，

預報出的 UVI結果與觀測值之有一定的預報表現，

testing data比 training data呈現較少的離散值，或許與

近年來資料品質越來越佳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若只

單用傳統的 linear regression， UVI有顯著的低估情

形發生，但若使用 XGBoost，高值低估的情形已有所

改善，而修改為 Log-Cosh後的 loss function，更能將

UVI 超過 16的極值也展現出來。 
Linear regression

XGBoost
(n_estimators=200,max_depth=4)

XGBoost
(Weighted Log-Cosh loss function)

圖3：training data(上圖2014-2018年)及testing data(下圖2019-2020年)不同模式的預報表現 (左圖：
各觀測站分別獨立以linear regression各自建模。中圖：將所有站一起以XGBoost內定之
Squared Error loss建模。右圖：將所有站一起以XGBoost設計加權後之Log-Cosh loss 建模)

 
進一步分析 Log-Cosh loss function與原 Squared 

Error loss function在 XGBoost模式中建模的差異，由

XGBoost內建之特徵重要性得分 Feature 

importance(圖 4)可看出，主宰模式的主要因子在 2者

差異不大，皆為輻射值對 UVI的影響最為直接，但若

細部比較，修改 loss後，SS02(輻射量)、ETR(逐時理

想輻射)、與 hour_I(距離中午的時間)在模式中與其他

因子的比重差異增大，亦即顯示此模組更加倚重輻射

量本身以及時間所對應出產生之 UVI預報值。 

(Weighted Log-Cosh loss function)

圖4：XGBoost各因子之特徵重要性排序圖(左：Squared Error loss；右：Log-Cosh loss)

 
    接著分別看測站點上以及格點上的預報表現，首

先在測站上的表現上，這裡先以臺北站和玉山站在去

年 7、8月表現為例(圖 5)，由預報顯示，若我們想用

傳統的 linear regression建模預報，儘管輻射值與 UVI

的高度相關，但仍無法建立出一組關係式並套用在所

有不同站上(圖 5左)，尤其是平地站在建模中佔多

數，即使加上 Decaying Average的修正(綠色線)，山

區的預報仍完全無法掌握。相較之下，各測站若以

linear regression各自建模(圖 5中)，高值低估的情形

可利用 Decaying Average修正後有不錯表現，亦即未

來 UVI的觀測若可以建立 GT資料的條件下，在經過

資料累積後，仍有機會逐格點建置線性關係預報模

組。本研究所發展的 XGBoost 預報顯示(圖 5右)，利

用 19個站的一起建立的 XGBoost，套用平地高山都

可以有不錯的表現，儘管本局現階段沒有 UVI 格點

GT資料，但在不需觀測資料的修正條件下，本模組

對於 UVI的預報趨勢與極值皆可有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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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將模式預報資訊套在此關係式上，這裡以

EC高解析模式今年 8月 23日 00run為例，利用模式

逐時輻射(圖 6左)、溫度(圖 6中)及濕度預報資料(圖

6右)，加上當日模式最高溫、逐時理想輻射及時間資

訊於此模組中，得到的 UVI預報資料為(圖 7左)。對

照於局裡即時觀測資料(圖 7右)顯示，產製之 UVI數

值與趨勢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另仔細看其分布，也

發現我們的預報型態與模式逐時輻射(圖 6左)非常類

似，這也可對應(圖 4)，顯示此模式強烈仰賴輻射的

預報值。另外，UVI的預報於中午時段對於山區的極

值有良好的表現，另對於西部沿海地區也有相似高值

的預報表現。 

圖6：EC高解析模式2021年8月23日00run預報資料，由上至下為Tau=2至Tau=7，左圖
為模式輻射預報資料，中圖為模式溫度預報資料，右圖為模式相對濕度資料

 
 

圖7： 2021年8月23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之紫外線觀測及預報。左圖為利
用EC模式預報資料套入XGBoost後的預報結果，右圖為本局觀測資料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輻射與 UVI的高度相關產製 UVI格

點預報，並透過 XGBoost與損失函數的修改達到極端

高值之預報，不但解決現行克利金面化無法反應 UVI

空間變化特性，相較於現行官方發布之逐日最大 UVI

預報，本模組更可配合模式逐時輸出產製 UVI逐時預

報。倘若未來局裡發展 UVI格點 GT，相信藉由格點

修正，對於 UVI的預報更有所助益。此外，由於本局

近年來有些新接的 UVI觀測資料，藉由資料的累積，

或許未來更新建模資料後，此預測模型可在不同地點

的掌握上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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