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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深度學習在雷達回波預測上取得不錯成效，但預測結果多有雷達回波低報的問

題，常見的解決方法中以生成對抗網路最適合用於雷達回波資料擴增。然而，目前沒有相關

文獻探討如何對雷達回波序列進行資料生成。 

本研究使用深度學習之生成對抗網路對 2014 至 2019 年降雨日的雷達回波資料建立生成

模型。比較 DCGAN、DCGAN + ConvLSTM、WGAN、WGAN + ConvLSTM、WGAN-GP、

WGAN-GP + ConvLSTM 生成效能，並從中挑選最合適之生成網路對雷達回波進行資料擴

增，在以生成序列混合真實雷達回波作為訓練集驗證雷達回波序列資料生成之可行性。 

實驗結果顯示(1)WGAN-GP + ConvLSTM 能生成擬真的雷達回波序列資料。(2)在訓練資

料中加入生成序列能有效提升預測準確度。上述結果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生成對抗網路擴增

雷達回波序列資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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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被廣泛應用在不同領

域上，在氣象領域上考慮時間關係的模型能顯著提升

預測準確度。機器學習預測模型難以滿足各種天氣條

件，且大氣運動為非線性關係，其發生的過程與氣溫、

風速、濕度等大氣因子均有關；而深度學習能透過輸

入的資訊，自動分析出各種天氣因素對預測之影響，

較適合應用於氣象預測。 

雷達回波同時具有時間與空間特性，在預測上需

以時空序列模型進行建模，從 2015 年 Xingjian 等人

提出 ConvLSTM（Xingjian et al., 2015），之後幾年相

繼發展出 PredRNN、PredRNN++、MIM 等改進方法

（Wang et al., 2017；Wang et al., 2018；Wang et al., 2019），

四種方法在預報上均具有預報技術。 

但仍有預測結果低報問題，而高強度雷達回波對

於降雨災害至關重要，推測是訓練資料不平衡所造成，

根據原始資料統計，台灣短延時強降雨好發的 6 至 8

月份中，雷達回波高強度與低強度資料比例小於 0.1，

若以全年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資料筆數懸殊情形會更

加嚴重。 

生成對抗網路（GAN）常用於資料擴增，是由

Goodfellow 等人在 2014 年提出，是一個通過模型相

互對抗來估計生成模型的新架構。需要同時訓練兩個

模型，分別是捕捉資料分佈的生成模型（G），和估計

樣本來自訓練資料概率的判別模型（D）。通過兩個網

路相互對抗、不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路

無法判斷生成網路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Goodfellow 

et al., 2014）。 

過去研究中，生成對抗網路在資料不足領域進行

圖像、時間序列、時空序列資料擴增，能生成相似分

布的資料，在訓練集中加入生成資料有效提升模型效

能，實驗結果優於傳統的資料擴增方法。 

生成對抗網路於時空序列資料生成上，只有用於

影片生成，目前尚未發現相關論文用於雷達回波序列

生成。為了改善雷達回波資料不平衡問題，提升模型

預測準確度，本研究需挑選降雨日作為訓練資料，生

成具有序列關係之高強度雷達回波矩陣資料，再將生

成結果與真實雷達回波序列輸入判別器，不斷訓練至

生成器能成功欺騙判別器。訓練成功後，使用生成器

生成仿真的雷達回波序列資料，將生成序列與真實序

列混合作為深度學習方法之輸入，建立 ConvLSTM 雷

達回波強度預測模型，以此提升預測準確度。 

 

二、生成對抗網路於資料擴增 

 

(一) 生成對抗網路 

資料不平衡與生成對抗網路資料擴增的關係，如

圖 1 所示。Goodfellow 等人在 2014 年提出了生成對抗

網路，是一個通過模型相互對抗來估計生成模型的新

架構。需要同時訓練兩個模型，分別是捕捉資料分佈

的生成模型（G），和估計樣本來自訓練資料概率的判



別模型（D）。G 的訓練過程是最大化 D 犯錯的概率，

這個框架是對應於一個極小極大的兩人遊戲，在任意

函數 G 和 D 的空間中，存在唯一解。G 以隨機向量作

為輸入，其輸出結果需要盡量模仿真實樣本；D 的輸

入則為真實樣本或生成網路的輸出，D 要盡可能分辨

出生成網路的輸出。實驗通過兩個網路相互對抗、不

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路無法判斷生成網

路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Goodfellow et al., 2014）。 

 

 

圖 1 資料不平衡與生成對抗網路 

 

1.DCGAN 

卷積神經網絡（CNN）在電腦視覺領域被廣泛應

用，Radford等人認為傳統的GAN有一定的架構限制，

在 2015 年提出深度卷積生成對抗網絡（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DCGANs），是結合 CNN 改進傳統 GAN 的網路架構，

並實驗於圖像資料集驗證 DCGAN 生成器和鑑別器在

對抗學習中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與傳統 GAN 相比 DCGAN 是使用更穩定的架構

來訓練生成對抗網絡。除了以卷積層取代原本的全連

接層，讓生成網路與判別網路呈現對稱形狀，來提升

模型對圖像資料特徵的捕捉能力；還調整激發函數為

LeakReLU 來防止梯度稀疏、在模型架構中加入

BatchNormalization 來加快訓練速度、調整優化器為

Adam 以提升生成網路的穩定性，DCGAN 的網路架構

如圖 2 所示（Radford et al., 2016）。 

 

 

圖 2 DCGAN 網路架構（Radford et al., 2016） 

 

 

2.WGAN 

傳統 GAN 在訓練上存在穩定性不足、模式崩潰

（collapse mode）等問題。Arjovsky 等人在 2017 年提

出 Wasserstein GAN（WGAN），強調了資料分佈之間

距離的重要性，以Wasserstein距離得分取代傳統 GAN

的損失函數，以此拉近真實資料與生成資料的分布，

改善傳統使用 JS 散度（Jensen-Shannon divergence, 

JSD）、KL 散度（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KLD）

難以收斂的問題。並使用限幅常數（clipping constant）

控制權重更新在固定範圍內，不僅提升模型收斂速度，

還改善了傳統 GAN 訓練不穩定、模式崩潰問題，且

能生成多樣性的資料。（Arjovsky et al., 2017）。 

 

3.WGAN-GP 

生成對抗網絡（GAN）在資料生成上取得不錯成

效，但存在訓練不穩定的問題，Arjovsky 等人在 2017

年提出的 WGAN 成功提升了傳統 GAN 的訓練穩定

度，但仍然會發生生成樣本結果較差或無法收斂的情

況。 

Gulrajani 等人發現上述問題是來自於 WGAN 中

使用權重裁剪（控制權重更新範圍），對判別網路實施

連續性（Lipschitz）限制條件，導致權重大多落於權重

範圍的兩端，如圖 3 所示。假設將權重控制在-0.01 至

0.01 之間，結果發現大多數權重都落於兩端的-0.01 和

0.01 上。表示權重只有兩個可能值，影響神經網路的

訓練效果。同時發現控制權重於固定範圍更容易導致

梯度消失與梯度爆炸的情況發生，若權重範圍過小，

神經網路難以得到新的資訊就會產生梯度消失的問題；

而若權重範圍過大，會使每次權重新幅度龐大，導致

訓練不穩定，產生梯度爆炸的問題。 

 

 

圖 3 WGAN 固定權重範圍問題 

 

因此，Gulrajani 等人在 2017 年提出一種裁剪權

重的替代方案：梯度懲罰（gradient penalty），使用損

失函式計算每個批次中生成資料和真實資料的插值，

用以取代相同的固定權重範圍。相較 WGAN 性能更

好，並且可以在幾乎沒有超參數調整的情況下穩定訓

練各種 GAN 架構，使用 CIFAR-10 和 LSUN bedrooms

資料集，與 DCGAN、LSGAN、WGAN 相比 WGAN-

GP 擁有更好的生成效能（Gulrajani et al., 2017）。 

  



4.各生成對抗網路比較 

曹仰杰等人為了測試不同 GAN 的實際性能，使

用 Fashion-MNIST 資料集與 MNIST 資料集進行對比

實驗，比較 DCGAN、WGAN、WGAN-GP 等 8 種生

成對抗網路架構（曹仰杰等，2018），各生成對抗網路

比較如表 2-1 所示。 

其中 WGAN 收斂最快，生成的圖像較清晰，與其

他模型相比，圖像的邊緣與背景易區分因為它使用權

重剪枝的方法，模型更加的穩定因此生成器能更快的

學到圖像分佈規律。 

WGAN-GP 在實際中收斂速度最慢，原因在於其

相比 WGAN 把權重剪枝改為根據判別器的輸入計算

出權重梯度，並針對梯度的範圍進行懲罰，要訓練的

參數更多，所以收斂慢，但不需要任何調整，學習率

的改變對它影響很小，模型非常穩定。 

而 DCGAN 生成的圖像更具多樣性，特別是圖像

內部的紋理與細節更豐富，適合大部分場景，是使用

率最高的模型。 

綜上所述，DCGAN、WGAN、WGAN-GP 都是在

優化方法或約束方法上改進了 GAN，並沒有改變整體

的 GAN 的結構，本質上它們都是朝著能生成更好樣

本的方向透過增加約束條件等方式去改進原始 GAN。

過去文獻實驗證實在圖像生成表現良好，所以本研究

嘗試在 DCGAN 、 WGAN 、 WGAN-GP 中加入

ConvLSTM 時空序列結構，用於提升雷達回波序列關

係之捕捉。並比較 6 個生成對抗網路（DCGAN、

DCGAN + ConvLSTM、WGAN、WGAN + ConvLSTM、

WGAN-GP、WGAN-GP + ConvLSTM）的生成效能，

並從中挑選最適合雷達回波序列生成之架構進行資料

擴增。 

 

(二)基於生成對抗網路雷達回波序列擴增方法 

推測使用降雨日訓練可以改善高雷達回波預測低

報之問題，但對於資料集中較少出現的高強度雷達回

波仍存在準確度較低之情況，希望透過深度學習的生

成對抗網路，對已挑選之降雨日進行資料擴增，再使

用原始資料與擴增資料進行模型訓練，以提升預測準

確度。 

本研究以輸入過去一小時雷達回波序列資料，預

測未來一小時雷達回波序列，建立雷達回波強度預測

模型。因此，生成雷達回波序列所需總長度為 12（時

間解析度為每 10 分鐘一筆，共二小時），以亂數生成

12 張具有時間序列之雷達回波矩陣資料，再將生成結

果與真實雷達回波序列輸入判別器，不斷訓練至生成

器能成功欺騙判別器。示意如圖 4 所示。 

 

 

圖 4 網格點選取地理位置示意圖 

 

訓練成功後，最後斷開判別器，使用生成器生成

仿真的雷達回波序列資料。將仿真序列與真實序列重

新切分時間序列長度為過去 6 筆與未來 6 筆，混合所

有序列資料作為深度學習方法之輸入，以此提升預測

準確度。 

 

(三)雷達回波預測模型之建立 

本研究使用 Shi 等人提出的卷積長短期記憶網路

（Convolutional LSTM，ConvLSTM），此方法是結合

能夠保留空間特徵的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CNN)與能夠保留時間特徵的長短期

記憶網路(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使模型

能夠學習到空間與時間的特性（Xingjian et al., 2015）。 

訓練時段為 2018 年的 6 至 8 月份，扣除 2018 年

8 月 24 日，測試時段為 2018 年 8 月 24 日 00 點 00

分。輸入、輸出矩陣大小 112x112，以過去一小時雷達

回波序列，預測未來一小時雷達回波強度，建立預測

模型，詳細參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ConvLSTM 模型參數 

ConvLSTM 模型參數 

時
段 

訓練時段 
2018 年 6 至 8 月份 

（扣除 2018 年 8 月 24 日） 

測試時段 2018 年 8 月 24 日 00 點 00 分 

輸
入 

矩陣大小 112x112 

時間序列
長度 

6 

（時間顆粒度 10 分鐘一筆） 

輸
出 

矩陣大小 112x112 

時間序列
長度 

6 

（時間顆粒度 10 分鐘一筆） 

層數 4 

節點數 32 

kernel size 3x3 

激發函數 tanh 



損失函數 RMSE 

優化器 adam 

中心點 日月潭測站 

 

(四)雷達回波模型評估標準 

1. 臨界成功指數 

氣象預報上，驗證預報是否準確的評估標準較常

是以臨界成功指數(Critical Success Index，CSI)為基準，

此標準是 Schaefer 在 1990 年提出（Schaefer, 1990），

在不同的雷達回波強度門檻下以發佈預報和實際觀測

結果的混淆矩陣為基礎做計算，如表 2 所示，其中 a

和 d 皆表示命中(Hits)，b 為預報錯誤(False Alarms)，

c 為漏報(Misses)，而 CSI 預報準確度判斷如公式(1)： 

 

表 2 混淆矩陣 

實際觀測與預報組合 

觀測(O) 

預報(P) 
O≥th O<th 

P≥th 命中(a) 誤報(b) 

P<th 漏報(c) 命中(d) 

註：th = 回波強度門檻值 

 

CSI =
𝑎

𝑎+𝑏+𝑐
 (1) 

 

2. 均方根誤差 

本研究使用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作為模型的修正依據，機器學習領域中多以

RMSE 當作回歸模型的評估標準，RMSE 越趨近於零

表示預測結果與實際值的差距越小、模型的預測能力

越好，如下公式(2)： 

 

RMSE = √
1

𝑚
∑ (𝑦𝑡 − �̂�𝑖)

2𝑚
𝑖=1  (2)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經由挑選降雨日後，輸入生成對抗網路的高強度

雷達回波序列筆數為 3575 筆，矩陣大小 112x112，使

用六種生成網路結構：DCGAN、DCGAN + ConvLSTM、

WGAN、WGAN + ConvLSTM、WGAN-GP、WGAN-

GP + ConvLSTM，每個生成對抗網路均經過 30000 次

訓練後斷開判別網路，再透過亂數輸入生成網路，各

隨機生成 3000 筆雷達回波序列資料，比較其生成品

質、訓練時間、資料分布。 

各生成網路實驗結果比較如圖 5 所示。第二欄為

各生成網路經過 30000 次訓練所需的訓練時間，第三

至五欄為隨機亂數生成一筆序列資料的前三張結果圖

示化。結果顯示 DCGAN 生成的結果均為亂數資料，

無法生成雷達回波序列；DCGAN + ConvLSTM 收斂

速度過於緩慢，僅能生成模糊的雷達回波圖像，不具

有時間序列關係；WGAN 能生成較 DCGAN + 

ConvLSTM 細緻的圖像，但不具有時間序列關係，同

時也不符合雷達回波的大氣規則； WGAN + 

ConvLSTM 能生成具有時間關係的序列資料，但生成

序列不符合雷達回波的大氣規則；WGAN-GP 能生成

擬真的雷達回波圖像，但不具有時間序列關係；

WGAN-GP + ConvLSTM 能生成擬真的雷達回波序列

資料。 

 

圖 5 實驗結果 

生成網路 
訓練時間

（秒） 
T+1 T+2 T+3 

DCGAN 11633 

   

DCGAN 

+ 

ConvLSTM 

23263 

   

WGAN 20002 

   

WGAN 

+ 

ConvLSTM 

44838 

   

WGAN-GP 19463 

   

WGAN-GP 

+ 

ConvLSTM 

44474 

   

 

綜上所述，在本實驗所選之生成對抗網路中，僅

WGAN-GP + ConvLSTM 能生成具時間序列關係的擬

真雷達回波資料。因此，後續實驗將使用 WGAN-GP 

+ ConvLSTM 為生成網路。 

訓練時段為 2018 年 6 至 8 月份（扣除 2018 年 8

月 24 日），測試時段為 2018 年 8 月 24 日 00 點 00 分，

輸入、輸出矩陣大小為 112x112，輸入過去一小時的時

間序列，預測未來一小時的雷達回波序列。加入生成

序列預測模型的 RMSE 為 4.9552（優於僅使用 2018

年 6 至 8 月份為訓練時段的 RMSE 為 5.0354）。CSI 結

果如圖 6 所示，紅線為訓練時段 2018 年 6 至 8 月份

模型的預測結果 CSI；藍線為訓練時段 2018 年 6 至 8

月份加入生成序列模型的預測結果 CSI。在門檻值 35

時，加入生成序列預測模型的 CSI 值明顯優於僅使用



2018 年 6 至 8 月份為訓練時段模型，且在門檻值 40

以下 CSI 值均能保持 0.2，具有預報技術。 

 

 

圖 6 模型泛化能力測試平均 CSI，水平軸為回波值 dBZ。 

 

模型預測結果，矩陣以日月潭觀測站為中心向外

延伸 112x112 進行預測。如圖 7 所示，依序為 2018 年

8 月 24 日 00 點 10 分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01 點 00

分，每 10 分鐘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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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全臺雷達回波預測結果 

 

在訓練資料中加入生成序列能有效提升預測準確

度，代表生成序列對於預測準確度具有正向影響。為

符合實際預報範圍（涵蓋臺灣本島與鄰近海域），後

續實驗將擴大輸入資料範圍至 512x512。 

 

四、結論與建議 

 

雷達回波預測會因為缺乏高強度回波的訓練資料

而導致低報問題的發生，本研究提出使用生成對抗網

路對高強度雷達回波時空序列進行資料擴增。 

第一，以日月潭測站周圍 112x112 比較六種生成

對抗網路（DCGAN、DCGAN + ConvLSTM、WGAN、

WGAN + ConvLSTM 、WGAN-GP 、WGAN-GP + 

ConvLSTM）的生成效能。分析雷達回波生成結果和

比較資料分布，挑選出最適生成網路 WGAN-GP + 

ConvLSTM。因為，WGAN-GP 可以透過 wassertein 距

離拉近生成資料與真實值的分布，再結合動態權重區

間調整使生成模型更加穩定；ConvLSTM 可以幫助建

立時空序列關係，所以兩者結合可以得到最好的生成

結果。 

第二，加入降雨生成序列應能改善資料不平衡，

所以使用 WGAN-GP + ConvLSTM 擴增 3000 筆序列

資料混合原始資料，建立 ConvLSTM 雷達回波強度預

測模型。實驗結果加入生成資料，在高強度雷達回波

35～45dBZ 範圍，準確度較原始訓練資料提升了

23.38%，驗證時空序列資料擴增能提升預測準確度。

同時，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生成對抗網路對雷達回波

時空序列資料擴增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對於未來研究改進方向，分為資料面、模型面進

行說明： 

1.資料面 

擴大預報範圍至 512x512，複雜度增加模型訓練

需要更多資料量，同時加入更多高強度雷達回波資料

有助於改善資料不平衡，提升預測準確度。增加更多

年份的降雨資料，提升生成序列的多樣性，在資料量、

模型參數上取得平衡，預測結果的改善是可以預期的。 

2.模型面 

在生成對抗網路方面，本研究為驗證雷達回波時

空序列資料擴增可行性，僅使用基於傳統 GAN 的改

進方法（DCGAN、WGAN、WGAN-GP）。可以討論

TP-GAN、SRGAN、DeblurGAN 等其他圖像生成改進

方法，是否提升雷達回波時空序列資料生成效能。 

在雷達回波強度預測模型中，本研究所使用的

ConvLSTM 演算法具有時空序列特徵的捕捉能力，但

模型架構較為簡單預測能力有限。可以討論較複雜的

PredRNN、PredRNN++、MIM 等時空序列預測模型，

是否提升雷達回波強度的預測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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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echo intensity prediction based on ConvLSTM and G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eep learning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radar echo prediction, bu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ten have the problem of radar echo underreporting. Among the common solutions,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is most suitable for radar echo data augmentation.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relevant literature discussing how to generate data from radar echo sequences. 

This research uses a deep learning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to build a generative model 

for radar echo data from 2014 to 2019 rain days. Compare the generation performance of DCGAN, 

DCGAN + ConvLSTM, WGAN, WGAN + ConvLSTM, WGAN-GP, WGAN-GP + ConvLSTM, and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generation network to amplify radar echo data, and then generate sequence 

hybrid real radar The echo is used as a training set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generating radar echo 

sequence dat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1) WGAN-GP + ConvLSTM can generate realistic radar echo 

sequence data. (2) Adding the generated sequence to the training dat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The above results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generating the radar echo sequence 

data for th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Keywords: deep learning, radar echo predictio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data augm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