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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氣底層及海洋上層，兩層間邊界層的海氣交互作用/交換是鏈結海洋與大氣的關鍵過
程，此海洋邊界層具有眾多的海洋物理現象，其一太陽會在早晨之後開始加熱此邊界層，

使得水溫升高，此暖水層可達10-20公尺深，約莫於下午2點左右達到最高溫，稱之為日溫
層，在海氣交互過程扮演重要角色。但此日溫層之觀測有著技術上的挑戰，(1)需要上層海
洋高解析度的水溫及海流觀測、(2)進行船測時研究船本身的擾動就會破壞日溫層結構。為
此本研究發展出浮式觀測載台，以45吋鐵氟龍浮球作為浮體，水下緊接長20公尺的鐵鍊，
浮球簍洞裝設1200 kHz ADCP以量測海流，鐵鍊上則安裝50支溫度計，如此可測得解析度
小於1公尺的上層20公尺海流及水溫變化，此系統目前是以自由漂浮方式作業，觀測進行時
研究船與此系統維持約200公尺的距離，目前已成功進行測試並取得日溫層高解析資料。 

關鍵字：海氣交互作用、日溫層、海氣觀測平台 
 

一、前言 
上層海洋邊界層物理為跨海域的全球性重要科

學議題，同時也跨越海洋-大氣學科領域知識，這些
小尺度物理現象是主控海氣交互作用的關鍵，不分水

域也不分國界。在日復一日眾多的上層海洋的物理現

象中，海溫日循環(Diurnal cycle)是主要且顯著的現
象，此現象在一日之晨日出之後啟動(圖一)，陽光的
短波輻射開始以指數遞減的趨勢穿透水層以加熱海

洋(Paulson and Simpson 1977)。輻射在被不同深度的
海水所吸收後，會在接近海表面形成具有高溫度梯度

的日溫躍層(diurnal thermocline)。因為日溫躍層可以
抑制垂直紊流混合，這將使因白天日照加溫的暖海水

進一步停留在表面，形成一個日溫層(Diurnal Warm 
Layer, DWL)，約在下午2-4點間海表面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會達到當天的最大值(Hsu 
et al., 2019)。大部分研究都藉由觀測從日出之前到當
日最高SST間的變化來估算日循環的強度。接近日落
的時刻，海表面往上傳海氣熱通量和淨長波輻射會開

始超越太陽的短波輻射來冷卻海洋(Matthews et al., 
2014)。在午夜時刻，海表面因輻射冷卻的冷海水會
產生對流不穩定。紊流混合會將所有因白天太陽輻射

所產生的溫度梯度包含日溫層給破壞掉，結束一天的

日循環(Brainerd and Gregg, 1995)。一般情況下，此
刻上層海洋的溫度垂直剖面會如同日循環開始時的

構造一樣，即混合層深度在數天內維持在季內溫躍層

的頂部(intraseasonal thermocline)。而風場的變化會進
一步改變日溫層的溫度變化以及影響範圍。 
此日溫層隔離了大氣與海洋內部，對於海洋與大

氣間的物理(熱、動量、能量)/化學(化學元素、顆粒、

碳等)通量的輸送有重要的影響(圖一)，故需要在氣候
及大洋模式中適當地進行參數化，而最佳的參數化演

算法需要藉由現場觀測來了解此邊界層物理後，進行

分析決定。 
 

 
圖一、上層海洋日溫層變化及觀測系統示意圖。 
 
日溫層之現場實測具有技術上的難度需要克服： 

(1) 需要在水面上及水面下有同時及高時間/空間解
析度大氣與海洋觀測，大氣資料包括日照度

(insolation)、風速、氣壓、氣溫、濕度等，海洋
資料包括水溫、鹽度、海流及紊流強度等。故需

收集/校正大量的觀測儀器並整合設計出一個合
適平台。 

(2) 進行實驗所使用的研究船船體本身就會對日溫
層結構產生破壞，使得觀測資料的自然訊號遭受

研究船體擾動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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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在裝載大量海氣象儀器後，施放及回收工作
變得複雜，需要有條理的處理程序以確保人員及

儀器的安全無虞。 

 
二、觀測平台設計 
過去日溫層的觀測多半使用錨碇系統來達成(例

如Price et al., 1986)，這類觀測雖可有長期資料，但
通常時空解析度較為不足，近年為克服上述問題，日

溫層之觀測曾經使用橫桿吊著密集溫度串懸吊於船

首前方進入水下進行觀測，船頂著流，如此溫度串上

的儀器可以在水體尚未受到船體干擾前就進行觀測

(Moulin et al. 2018)，而船上配備的氣象資料可提供研
究需求，另外，也可使用自主觀測載具來進行以避免

船體干擾，例如EM-APEX float (Hsu et al. 2019)，但
此觀測法缺乏氣象資料。Hughes et al. (2020)設計了
一套名為SurfOtter的系統，該系統設計狀似
T-BAR(圖二)，橫筒是為浮體，可裝載都卜勒流剖
儀，GPS與閃光燈，其下接一塊2公尺長的導流板，
上面可裝設密集的溫度/鹽度計與紊流儀，導流板以
下可接佈置溫度計的纜繩增加量測範圍，實驗進行的

方式是將其施放在海上，以約200公尺長的繩子與研
究船繫住，但不拖曳，船與此系統維持適當距離且隨

其漂移。此作法已經被證實可有效觀測到日溫層的細

部變化，並量化其與大氣變化及紊流的關係。 
 

 
圖二、SurfOtter系統，可觀測近海表面溫度、鹽度、
速度與紊流強度(取自Hughes et al. 2020)。 
 
受到SurfOtter系統之啟發，臺大海洋所之科學/

技術團隊即於2020年起著手進行此觀測技術之建
造、研發及改良，除發展出與SurfOtter不同之系統
外，並已經成功在2021年4月(新海研1號)、5月與9月
(新海研2號)三個航次中測試，此系統命名為船基海
氣通量/交換觀測系統(Ship-based Air-sea Flux & 
Exchange System, SAFE)，以下簡稱SAFE系統。SAFE
系統發展至今，與SurfOtter最大差異是: 
(1) SAFE的浮體是使用都卜勒流剖儀(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專用的45寸鐵氟
龍材質浮球(圖三與圖四)，球體有圓柱形簍空的
空間及上架與下架，有助於儀器裝設，而此浮球

下接20公尺長的鐵鍊，可使此浮臺更穩定。 

(2) SAFE具有獨立的氣象觀測系統(圖三)，不需依靠
研究船的氣象資料，如此可呈現更細緻的大氣-
海洋交互作用的物理過程。 

(3) SAFE系統為完全自由漂浮，與船上沒有任何纜
繩連結，但有GPS sensor，因此實驗過程，研究
船可以選擇在旁追隨配合實驗或者至他處進行

實驗，故SAFE系統的漂浮軌跡可用以計算洋
流，與drifter作用一樣。 

 

 
圖三、SAFE系統之水面上氣象儀器裝置分配圖。 

 

 
圖四、SAFE系統之水面下儀器裝置分配圖。 

 
在水面上，SAFE配備有Campbell Scientific公司

的All-in-one氣象儀器ClimaVUE50，使用鐵桿將其探
針本體與電源/資料記錄系統固定在浮球上架，量測
之氣象參數包括日照(短波輻射)、風速/風向、氣壓、
氣溫、相對濕度、降雨等，也包含GPS位置與姿態。
另一套氣象系統為臺大貴儀中心自行開發的整合系

統，包含RM Yong的風速計與日照儀，氣象資料每分
鐘紀錄一筆。此外，上架還裝設兩支XEOS的GPS系
統及閃光燈，以方便SAFE定位與顧及船隻航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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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浮球下半(圖四)，簍空的空間裝設有1200 kHz
的都卜勒流剖儀，四面音鼓以20度傾斜向下發射聲
波，以1公尺垂直解析度與10秒鐘的採樣頻率測量上
層20公尺的高解析度海流變化，都卜勒流剖儀受到下
架保護，下架以下經由Shackle連接20公尺長鐵鍊，
鐵鍊上佈滿42支溫度計(Seabird公司的SBE 56)，與10
支溫壓計(RBR)，在上層10公尺，垂直解析度是30公
分，以下為50到75公分，紀錄頻率同樣為10秒鐘，此
外在10公尺水深裝設有RSI公司的MicroRider紊流儀
及其電池系統，用以觀測日照的熱如何經由紊流混合

往下傳遞。 
 

三、現場實驗 
SAFE的實地實驗總共進行三次，在此報告中，

我們僅以最近一次(9月航次)的現場實驗結果當案例
描述，此次測試使用新海研2號研究船(9/5-9/11)，
SAFE平台在9月7日約早上8點於綠島南邊70公里處
的台東外海施放下海(圖五)，順著黑潮(呈現較高海表
溫)北漂到宜蘭外海的宜蘭海脊附近，約於9月9日早
上8點左右成功回收，共漂流約48小時。 

 

 
圖五、SAFE系統之漂流軌跡(白色+號) 。圓圈為船
載儀器下放點，黑色線是研究船軌跡。綠色線是設計

測線，背景顏色為海表溫。 
 
施放作業分兩階段進行，在第一階段工作是讓浮

球及水下儀器施放到海表面，首先將鐵鍊散置於後甲

板，將溫度計、溫壓計與MicroRider安裝妥當(圖六
a)，並將兩支XEOS GPS與閃光燈安裝於浮球上架，
將浮球連同鐵鍊以吊臂吊起到船尾的海面後脫離，待

浮球穩定後於海面後，將所有鐵鍊連同儀器放下海

(圖六b)，此時浮球已呈現自由漂浮的狀態。接著進
行第二階段，研究船下小艇，技術人員駕駛小艇往浮

球移動，技術人員攜帶兩支鐵桿，其中一支上裝設

ClimaVUE50氣象系統，另一支則裝設臺大貴儀中心
自行研發的氣象系統，待小艇抵達浮球時，將此兩系

統裝設到浮球上架(圖六d)，完成整套系統施放，分
二階段的原因是氣象系統有突出的桿子，在吊臂帶出

船尾的過程中，相當容易損壞，故以此方法避免觀測

尚未進行，但儀器已受損的窘況。 
 
浮球下放完成後，除了肉眼仍可見浮球系統，船

上人員業已經由Bridge的航海雷達鎖定浮球系統(圖
七)，另外，即使船不跟在SAFE附近，GPS的發報訊
號可以精確掌握SAFE動態，SAFE上的閃光燈僅會在
夜間閃爍，一方面協助追蹤位置，一方面也可避免船

隻誤撞影響航行安全及造成儀器損壞。 
 

 
圖六、SAFE系統之施放程序。 

 

 
圖七、SAFE系統已經被航海雷達鎖定。 

 
在SAFE自由漂浮期間，研究船約有6小時期間離

開進行其他任務，其餘時間都跟在附近進行紊流儀下

放觀測，如圖五所示，SAFE在48小時期間北漂了約
250公里，大略估計漂移速度是1.45 m/s，也就是將近
3節，這是典型的黑潮流速。於9月9日早上8點左右進
行回收，同樣兩階段進行，先下小艇，技術人員駕駛

小艇到浮球旁，將氣象儀器桿拆卸完畢後，置放在小

艇，將SAFE系統用纜繩繫著，以小艇拖行到研究船
尾，第二階段以吊臂接手小艇團隊的纜繩，將浮球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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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板，緊接著將鐵鍊及其上儀器回收，安全地完成

SAFE實驗。 
 
四、資料 

 
圖八、9月航次SAFE系統的氣象資料。 

 
圖八為9月實驗風速與日照的觀測資料，紅線為

ClimaVUE50的觀測結果，黑線為貴儀中心整合的氣
象觀測系統結果，兩者顯示非常接近的結果，故可相

互驗證資料的可靠性，日照資料清楚的呈現白天時日

照強度可以達到1000 W/m2，尤其在中午(請注意圖中
時間軸是為當地時間)，晚上值為0，風速部分顯示並
無明顯日夜變化，在0-4 m/s之間變動，經由SAFE上
的GPS資料計算，SAFE的漂移速度在1.2到1.8 m/s之
間，未來真實風速應濾除平台移動速度(也就是流速)
的影響。其他氣象資料皆為正常，此實驗結果顯示，

就高解析度的短期觀測上而言，一般市面價格不高的

all-in-one氣象設備是合適可行的方案。 
 

 
圖九、9月航次上層海洋水溫變化。 

 
圖九為圖八對應之上層20公尺海洋水溫變化，圖

中顯示兩個水溫升高事件，皆是啟動於凌晨6點，太
陽升起時刻，表水溫度增高幅度最高是在下午2-3點
期間，最大變化幅度達到2oC，當風速變大時，可以
發現暖水向下延伸的範圍也隨之增加。 

  
圖十為5月觀測結果，為了呈現小尺度變化，僅

畫出2小時的觀測資料，結果顯示上層20公尺區間留
場差異變化幅度可以達到0.5 m/s以上，在一般的船載
ADCP觀測，通常第一個量測水深會大於10公尺深，
此外，在上層20公尺頂多兩個觀測點，SAFE的精細
觀測結果顯示上層邊界層的海洋流場並非均勻的，過

去是因為解析度不足才呈現均勻。同樣的，上層海溫

也變化顯著且存在著眾多微小尺度的運動，藉由

SAFE的觀測，這些現象可以被捕捉，未來的進一步
分析及持續的觀測並做SAFE系統改進，相信能對於
上層海洋邊界層物理研究提供更多實測解析。 

 

 
圖十、5月航次海流及水溫觀測短期變動。 

 
五、結論 

 
海氣交互作用對大氣、海洋與氣候研究至關重

要，但也存在著難度與挑戰。本團隊發展底層大氣與

上層海洋邊界層的觀測系統，以ADCP的45寸浮球為
載台，裝設1200 kHz ADCP於浮球，與密集的溫/壓
計裝設於浮球下接的鐵鍊，可同時觀測高解析度水溫

與海流，同時也加裝紊流儀。浮球上設置有兩套氣象

設備，涵蓋日照、風速/風向、氣壓、氣溫、相對濕
度、降雨等參數，也包含GPS位置與姿態。針對此一
系統的海上實驗，本團隊依據實務工作累積的經驗，

設定了SAFE系統施放及回收的標準程序，讓實驗過
程更安全，提升實驗成功率。藉由三次的實地作業，

已收集了寶貴的大氣與海洋邊界層精細資料，分析工

作仍進行中，未來SAFE系統將持續延伸及改進，持
續貢獻到大氣及海洋現場觀測研究．期望能以此提高

大範圍大氣/海洋模式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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