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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計畫上(101)年度已順利在 GSI 系統下加入系集預報成員以

建立混成 (Hybrid)同化系統之初步雛型。由此初步之混成

(Hybrid)同化系統所得的分析場顯示對於南半球預報有顯著的

改善。雖然系集預報成員是以簡單的時間延遲方法所產生，但

此結果已充分的顯示出 Hybrid 系統對於改善作業分析與預報

的潛力。今(102)年度計畫的整體目標，將著重在引進 NCEP 

GFS 的系集同化系統，以提供更加適當的系集成員為 Hybrid

系統之用，並完成在 CWB/GFS 模式架構下的建置與初步測

試。另外，此系統的建置將可提供 GPSRO 觀測另一個更為先

進的資料同化系統，以便探討加入與流場相依的背景誤差資訊

是否可以更加提高 GPSRO 觀測資料對於 CWB/GFS 模式的影

響。 

研究成果 

本年度計畫進度掌握十分良好，已完成以下所有工作：1. 移植

NCEP 作業版 GSI（新版 GSI）與 NCEP 作業版 EnKF 系統至

氣象局新電腦系統 Fujitsu FX10，測試、除錯並確保其結果無

誤。2. 依據 NCEP 作業架構與流程，在中央氣象局建立



EnKF-Hybrid-GSI 同化系統，並完成測試單點個案與實際個

案，與單純的三維資料同化(3DVAR)和上年度已經通過測試之

時間延遲系集成員 Hybrid 資料同化(Time Lagged Hybrid; TL)

的結果相互比較，以了解其優劣。3. 根據期中審查會議中，審

查委員的建議增加測試 beta1_inv 之敏感度，設計 beta1_inv 分

別為 0.25、0.5、0.75。 4. 分析 EnKF Updated 與 Time lagged

系集距平之差異。5. 延續上年度計畫，完成非福衛三號

(Non-COSMIC)掩星觀測資料的同化，並將其納入中央氣象局

全球模式之作業流程中。 

建議事項 

本計畫結果也顯示了 Hybrid 系統比起原本所使用的 3DVAR 來

得優越許多。但本計畫所使用的 Hybrid 方法上，比起其他氣象

作業單位還有許多可以改進的部份，以下列出數點可以改進的

方向： 

A. 有關 EnKF 系集成員 inflation 機制的改進。主要可以分為

兩個部份，其一為本計畫所使用的系集成員並沒有額外增

加 additive inflation 的機制。此部份可以參考 NCEP 的作

法，利用 NMC-method 的方法在系集成員經過 recenter 後，

再加入經過尺度微調的 NMC-method 擾動，以增加系集成

員的系集散度(spread)。其二則是可以更改本計畫中搭配

GSI 的 EnKF 系統裡面的參數，其中有一參數控制 EnKF

系統中內建的 multiplicative inflation 機制，可以將此數值

調得稍大，亦可增加系集成員的 spread。 

B. 相對於 EnKF 系集成員 spread 過小的結果，本計畫所使用

的時間延遲成員的 spread 則顯得過大。因此將來可以採取

如上述所提的機制來降低時間延遲成員的 spread以避免影

響預報表現；先求出各時間延遲成員的擾動，並且給予一

個降尺度參數，將各系集成員的擾動降低尺度到接近

EnKF 系集成員。同時，在某些模式有系統性偏差的地方，

或是當某些特別情況發生時，時間延遲成員的平均與

EnKF 系集成員的平均並不一致，使得所有成員的擾動失

真，導致 Hybrid 系統生成不良的分析場。針對此問題，建

議將時間延遲成員平均置換為 EnKF 系集成員平均，即可

解決兩組成員平均不同的狀況。 

C. 增進系集成員的數目。以目前來說，EnKF 系集成員所使

用的成員數僅為 28 個。而根據 NCEP 學者的經驗，他們

建議 EnKF 所使用的系集成員也許至少應有 32 個，但不

需要超過 80 個。因此，未來若是考慮不再使用時間延遲

成員時，增加 EnKF 系集成員的成員數是必要的。若是還

要繼續使用時間延遲成員，也必須稍稍增加 EnKF 系集成



員以滿足需求。 

D. 依據本計畫的結果來說，已經可以證明 Hybrid 系統比原本

的 3DVAR 系統要好，但是若要滿足氣象局的上線標準，

還需要進一步將氣象局使用的所有觀測資料同化進去，再

評估 Hybrid 系統的改進。這些資料包含：EC bogus 的資

料、部份未同化的 AMSUA 衛星資料、今年氣象局加入的

IASI 資料等。 

具體落實應用情形 

目前已完成移植 NCEP 作業版 GSI（新版 GSI）與 NCEP 作業

版 EnKF 系統至 Fujitsu FX10 (HPC)電腦，並已建置完成中央氣

象局 EnKF-Hybrid-GSI 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且利用測試單點個

案與全球真實個案以確保其結果無誤，並且完成多組一個月以

上的平行測試，其結果符合預期，證明 Hybrid 系統有潛力可

以改進目前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表現。 

計畫變更說明 （若有） 

落後原因 （若有） 

變更或落後之檢討

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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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計畫進度掌握十分良好，已完成以下所有工作：1. 移植 NCEP 作業版

GSI（新版 GSI）與 NCEP 作業版 EnKF 系統至氣象局新電腦系統 Fujitsu FX10，

測試、除錯並確保其結果無誤。2. 依據 NCEP 作業架構與流程，在中央氣象局建

立 EnKF-Hybrid-GSI 同化系統，並完成測試單點個案與實際個案，與單純的三維

資料同化(3DVAR)和上年度已經通過測試之時間延遲系集成員 Hybrid 資料同化

(time lagged Hybrid; TL)的結果相互比較，時間延遲系集成員 Hybrid 資料同

化所估計之分析增量，具有流場相依的特性，相較於 3DVAR 所估計之等向性的分

析增量，較符合真實誤差的描述。3.根據期中審查會議中，審查委員的建議增加

測試 beta1_inv 之敏感度，設計 beta1_inv 分別為 0.25、0.5、0.75，mixhyb25

實驗(beta1_inv = 0.25)的結果在整體表現上比另外兩組實驗更好一些。 4. 分

析 EnKF Updated 與混合(time lagged + EnKF Updated)系集距平之差異，EnKF 

Updated 之系集距平相對混合系集很明顯地較小，time lagged 與 EnKF Updated

系集平均不一致，所以導致混合系集產生異常大的系集散度。 5. 延續上年度計

畫，完成非福衛三號(Non-COSMIC)掩星觀測資料的同化，並將其納入中央氣象局

全球模式之作業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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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102)年度計畫的整體目標，在於協助中央氣象局建立起 Hybrid-EnKF 同

化系統與其架構及作業流程。上(101)年度已順利在中央氣象局加入時間延遲

(time lagged)之系集預報成員的 Hybrid-GSI 同化系統，但距離實際上真正的

Hybrid-EnKF 系統仍有一段距離。本計畫適逢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101 年(2012)

底更新其高速電腦運算系統，由原本的 IBM 系統更換為 Fujitsu FX10 系統。因

此，除了建置 EnKF 系統外，還需要將原本 IBM 電腦可以運行的新版 GSI 同化系

統移植至 Fujitsu FX10 電腦上。 

本計畫的實行中主要有三大主要方向： 

一、 移植 NCEP 作業版 GSI(新版 GSI)系統與 NCEP 作業版 EnKF 系統至

Fujitsu FX10 電腦，測試、除錯並確保其結果無誤。(附錄一、附錄二) 

二、 依據 NCEP EnKF-Hybrid-GSI 同化系統，測試單點個案與實際個案，並

進行一個月的模擬，與單純的三維資料同化(3DVAR)Hybrid(time lagged 

Hybrid；TL)的結果相互比較，以了解其優劣。 

三、 延續上年度計畫，完成非福衛三號(Non-COSMIC)掩星觀測資料的同化，

並將其納入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作業流程中。 

 

(一) GSI 資料同化系統研究現況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CWB/GFS)自 2003 年開始作業之波譜統計內插

(Spectral Statistical Interpolation；SSI)資料同化系統，但因為 SSI 資料

同化系統並不具備同化許多新的非傳統觀測資料（如衛星、雷達及剖風儀等）之

能力，於 2010 經過仔細評估後，決定引進 NCEP 所開發的格點統計內差

(Grid-point statistical Interpolation; GSI)資料同化系統取代之。此 GSI

系統不但在分析方法上對於背景場誤差具備較接近真實大氣的處理方式，同時也

具備同化更多非傳統觀測資料的能力。 

就觀測資料的同化能力而言，氣象局原本作業之 SSI 同化系統除了可同化

各種傳統觀測資料外，非傳統資料部分僅具備同化 NOAA 14 及 NOAA 15 衛星輻

射觀測的能力。2006 年 NOAA 14 衛星除役後，其就僅能同化 NOAA 15 的資料。

至於 SSI 同化系統之 GPSRO 觀測的同化，則是氣象局與國內學界（張忍成教授

研究團隊）所合作自行研發建置，其採用了兩步式方法，第一步為排除 RO 資料

但使用其他觀測的同化，第二步則僅同化 RO 資料並以第一步的分析場做為初始

猜測場，但是這種方式並非資料同化的標準作業方式，往往不被其他作業單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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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GSI 資料同化系統目前仍持續不斷的發展更新，對於新的觀測資料類別的同

化也更新得很快。GSI 系統除了具備同化舊的作業版 SSI 同化系統所能同化的

資料種類外，還具備同化 NOAA16、17、18、19 及 METOP、AQUA 等衛星的輻射觀

測資料，以及以局地折射率(local refractivity)和一維局地偏折角(local 

bending angle)觀測算子來同化 GPSRO 觀測資料的能力。 

對於資料同化方法而言，SSI 與 GSI 本質上均建基於三維變分資料同化

(3DVAR)的概念與架構來同化各種觀測資料，且都在模式定義的 sigma 面上進行

分析，其中 GSI 則還具備在 hybrid 垂直座標分析的選項。SSI 是在波譜空間

(spectral space)上進行分析，背景場誤差在波譜空間上定義，為均向的

(isotropic)及均質的(homogeneous)，緯度的變化是藉由一統計之緯度變化參數

來控制，在分析質量場與風場的平衡關係時直接應用線性平衡方程(linear 

balance equation)來維繫。相對而言，GSI 的分析是在物理網格空間

(grid-point physical space)上進行分析，其主要優勢在背景場誤差直接在物

理格點上定義，目前為緯度及高度的函數，可以是非均向性的(anisotropic)及

非均質性的(inhomogeneous)，與真實大氣特性較為接近。各分析變數間的平衡

關係除了經由統計關係維繫外，還建置了正切線性正模約束(Tangent Linear 

Normal-Mode Constraint；TLNMC)的強約束(strong constraint)項，進行變數

間平衡關係的調合，以減低因所分析之質量場與風場間的不平衡而影響模式預報

的表現程度。 

目前中央氣象局已分別利用 GSI-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配合 CWB/GFS 全球預

報模式進行一系列的研究改進。其中，利用 time lagged 的方式作為系集成員，

以提供做為 GSI-Hybrid 同化系統所需要的系集成員輸入；以及利用 EnKF 系統產

出 28 個系集成員，搭配或不搭配的 time lagged 系集成員，輸入至 GSI-Hybrid

同化系統獲得與流場相依的背景場協方差。 

 

(二) Hybrid 資料同化背景 

近年來資料同化技術的發展與日漸進，漸漸發展出四維資料同化系統(4DVAR)

與系集卡爾曼濾波(EnKF)同化方法，以及結合二者優點的混成(Hybrid)資料同化

系統。目前世界各大氣象作業中心均已將三維資料同化系統更新為以上三者之一，

因此混成(Hybrid)資料同化系統被各重點作業中心（ECMWF 及 NCEP 等）視為進

階同化系統的改進方向。為了提升中央氣象局在資料同化技術上的能力，亦急需

開始進行新一代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在 CWB/GFS 系統的測試與進一步發展

研究。 

對於三維變分與四維變分資料同化來說，這兩種方法在每一分析時窗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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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時刻所使用的背景場協方差一樣是長期統計的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但四維

變分資料同化隱含著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會有流場相依(flow-dependent)的資訊，

可以同化不同時間的觀測資料，透過模式非線性原始方程式及伴隨(adjoint)方

程式的反覆來回疊代運算，再依據誤差協方差矩陣調整模式中的變數，並且符合

模式的動力一致性。若考量到變分法中所使用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矩陣為一長時

間多樣本的統計值，隱含了模式誤差的統計特性。因此，當模式誤差影響較大時，

變分法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EnKF 系統則會受到模式誤差影響而有濾波

器發散（filter divergent）的危險，而使觀測資料無法正確發揮效用。 

因此，混成(Hybrid)資料同化系統的動機就在於為了保有變分資料同化

(Variational method)與系集卡爾曼濾波(EnKF)同化方法兩者的優點。將兩種背

景場誤差協方差混成，產生一個新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主要是以變分資料同化

系統為架構，將背景誤差協方差由原本僅使用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static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置換為同時包含靜態以及利用 EnKF 所計算出的

系集背景場協方差誤差(ensemble-based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Wang 

et al. （2005）提出在變分系統的架構下進行混成(Hybrid)同化系統分析。Wang 

et al.（2007;2008）的研究也證實了，當系集成員較少或是模式誤差較大的情

況下，這樣的系統比起單獨的 EnKF 系統更為穩健的（robust）。 

 

(三) 3DVAR-EnKF Hybrid 同化方法 

目前 GSI-Hybrid 的 EnKF 同化系統是使用 3DVAR 的方法將各種觀測資料透

過同化後得到系集成員的擴展度，但背景誤差協方差並不隨時間的變化。其公式

如下： 

′, a  

β β  

β
1
2

′ B ′ β
1
2
a L a

1
2

′ H ′ R ′ H ′  

其中，β 為靜態背景誤差之權重係數，β 為系集背景誤差之權重係數， 為

傳統 3DVAR 靜態誤差協方差， 為 Hybrid 背景誤差協方差， 為觀測誤差協方

差，B 為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R 為觀測誤差協方差，L 為控制系集背景場

協方差局地化(localization)相關係數矩陣。 ′ y Hx 為觀測向量，x 為

預報背景場，H為線性觀測算子。 

Hybrid 系統求得的分析增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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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項為與傳統 3DVAR 使用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相關的增量，第二項為系集

背景誤差協方差相關的增量。向量a 為相對於每一系集成員的擴增控制變數

(extended control variables)，k=1,…,K，k 表系集數。 

另外，靜態背景誤差與系集背景誤差之權重關係為 

1
β

1
β

1 

Hybrid 結合了 3DVAR 與 EnKF，最主要的就在於 3DVAR 系統如何使用 EnKF

方法所提供的背景誤差協方差，以及經過 3DVAR 同化過後的分析場，又如何回饋

給 EnKF 系統。 

3D-Var 之協方差為不隨時間變化的動力平衡關係，而在 4DVAR 中試圖增加

時間的概念在 GSI 同化系統中，同化窗區更符合觀測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推算

至背景誤差協方差。ENS4DVAR 之方法為第三項加入時間的概念，即是 3DVAR 

GSI-EnKF 的 Hybrid 系統之演變，並且背景誤差協方差隨時間變化的同化過程中

透過系集擾動得而到。好處是除了保有 3D 中同化輻射量及好的動力平衡關係之

外，在每一段時間皆包含非線性的 H 和 QC。未來我們期望可以基於 4DVAR 

GSI-EnKF 的 Hybrid 同化系統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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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1. EnKF 同化方法 

上一年度與本年度的研究計畫搭配GSI-Hybrid系統所使用的EnKF系統來自

NCEP，系集平方根過濾器(Ensemble Square Root Filter；EnSRF)的資料同化系

統是由Whitaker與Hamill(2002)所開發的;其與一般的EnKF相同，包含兩部份，

一組短期的系集預報和一組使用短期預報去估計背景誤差協方差的同化數據。假

設當準備好同化新的觀測資料時利用某段時間的一組系集預報來估計當時狀態。

其演算方法將 EnKF 的分析更新分為平均場更新和擾動場更新。每筆觀測資料逐

次依序同化，如此一來，同一筆觀測後更新的平均場和擾動場則用來當作同化第

二筆資料的背景場。 

EnSRF 在目前分析時刻的平均分析場 可以下式表示： 

 

表平均背景場， 表目前觀測時刻， 表線性化觀測算子。這裡，卡爾曼

增益矩陣可以表示為 ， 為觀測誤差協方差， 為增益

及所估算而得的背景誤差協方差，並不會以直接計算獲得，但與 有關的項

則表示為 

∘ ′ ′  

′ ′  

′ 為相對於 n個系集平均的第 i個系集成員擾動， 為控制影響距離範圍

的相關係數矩陣。透過上述式子來估算出一個新的平均狀態，而相對於此平均的

擾動之求法則為： 

′ ′ ′  

上式中， ′ 就是第 i個系集成員相對於分析平均狀態的分析擾動狀態更新

值，而K則根據下式求得。因觀測序列同化，故各式分析中與觀測有關的項將簡



7 
 

化為純量，因此的K計算量也極低。 

 

將每個系集x′ 加回x ，即可獲得完整的系集分析場，再用於預報模式對每

個系集成員做預報到下次分析時間。 

搭配 GSI-Hybrid 的 EnKF 系統中，內含 EnKF 方法為了避免濾波發散器所需

要的inflate機制。此系統中採行的inflate機制是multiplicative inflate ，

簡單來說，是計算系集成員經過 EnKF 同化前與同化後的擴展度(spread)，在這

邊已標準差做為 spread，將同化前的標準差減去同化後的標準差，並以同化後

的標準差做為標準化的基準，依此乘上一個參數α，再加上 1，當作是個格點的

inflate 的因子。故參數α也是會影響系集成員擴展度的要素之一。 

此外，在 NCEP 的流程中，還有一種 inflate 機制，屬於 additive inflate。

建立一個包含眾多個案的資料庫，以 NCEP 的方法來說是 1 年。做法為拿每個分

析時間前 48 小時與前 24 小時的預報結果，相減得到其預報差距，做為此分析時

間的擾動(perturbation)，每隔六小時會做 1次分析，一天有 4個分析，故一年

約有 1460 個個案。每當 EnKF 做完同化後，從資料庫中拿此分析時間的前後 60

天的擾動個案，隨機抽取與系集成員數相當的擾動個案並隨機排列，去除其擾動

個案的總平均之後，乘上一係數再加入各系集成員中，以獲得 inflate 的效果。 

 

2. Hybrid 系統流程 

Hybrid 系統流程如下圖，從流程圖的左下角出發，主要解析度的流程基本

上與 3DVAR 相當，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輸入至 GSI 系統的檔案不僅只是初始場和

觀測資料，同時還包括各系集成員(較低解析度)的預報場(初始場)，已供

GSI-Hybrid 系統中間擷取流場相依的背景誤差協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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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系集成員的流程部分，如圖中的藍色部分顯示，各個系集成員的預報場

(初始場)與觀測檔案輸入至 EnKF 系統，經過 EnKF 系統的資料同化步驟後，則可

得到各系集成員的分析場，然後再輸入至低解析度的數值模式中，得到下個時間

各系集成員的預報場，並再將觀測資料輸入至 EnKF 系統與主要解析度流程中的

GSI 系統，可得到下個時間的分析場並幫助主要解析度的 GSI 系統獲取流場相依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如此周而復始。 

其中，低解析度的系集成員流程中，有幾點需要注意：1.輸入至 EnKF 系統

的相關觀測檔案，必須要事先將各系集成員輸入至 GSI 系統中，以獲取各系集成

員與系集成員平均的觀測診斷檔，得到後再與各系集成員和其平均輸入至 EnKF

系統，方可獲得系集成員的分析場；2.若要加入 additive inflate，則必須在

得到新的分析場後加入；3.經過 EnKF 同化和 additive inflate 後，必須換掉系

集成員分析場的平均，此步驟稱為 recenter，如流程圖中右邊的綠色部分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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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體成果 

A. EnKF-Hybrid-GSI 同化系統初步測試 

    由於中央氣象局更新高速電腦從原本的 IBM 系統轉換為 Fujitsu 系統，兩者

系統的電腦環境及編譯系統有許多的不同，其中有許多建置過程及修正錯誤皆在

上個章節做了很詳細的說明，本章節是利用已建置完成的 EnKF-Hybrid 同化系統

做初步的測試，主要分為三個部分，1.個案測試、2.真實測試、3.敏感度測試;

嘗試瞭解並確認此系統之結果是否正確，並幫助往後實際平行測試之分析。 

1. 實驗設計 

   為要瞭解 EnKF-Hybrid 同化系統的表現，故設計三個實驗組(表一)，分別為

3dvar、Hybrid 3dvar-EnKF(後稱 Hybrid EnKF)和 Hybrid 3dvar-timelag(後稱

Hybrid timelag)。3dvar 實驗為單純使用傳統 3DVAR 資料同化系統，Hybrid EnKF

    表一: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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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為使用 EnKF 資料同化系統所產生的系集成員，Hybrid timelag 實驗為使用

時間延遲(time lagged)之系集成員。設計 3dvar 和 Hybrid EnK 實驗是為嘗試瞭

解使用 hybrid 同化系統對於分析增量的表現，由於先前已嘗試使用時間延遲系

集做為 hybrid 同化系統之系集成員，且此系集成員為已存在於預報作業中，故

想瞭解不同系集成員的差異對於分析增量的影響為何，以幫助往後真實個案分

析。 

    表一所示各實驗之設定差異，Hybrid timelag 使用 12 個水平解析度為 T320

之系集成員，Hybrid EnKF 則使用 20 個水平解析度為 T180 之系集成員。 

    此單點測試實驗選擇阿留申低壓做為測試之天氣系統，表二所示為單點測試

實驗設定，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溫度場觀測增量實驗，為放置一個溫

度觀測增量為 1 度(觀測誤差 0.6 度)的觀測於高度為 850hPa 且水平溫度梯度較

大的位置(52.5N,175W)，以瞭解溫度的觀測增量在各個實驗中，對於溫度場與其

他層場之分析增量變化。第二部分為風場觀測增量實驗，於氣旋南方(50.5N,168W)

放置一個水平U風場的觀測高度為500hPa給與1 m/s的增量(觀測誤差0.6 m/s)，

換句話說就是嘗試給與氣旋環流加速的觀測訊息，同樣藉由此瞭解 U 風場的觀測

增量在各個實驗中，對於風場與其他層場之分析增量變化。 

在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中，最常被討論的兩個被調整的參數，分別為權重

函數(beta1_inv)和局地化參數(s_ens_h)，此單點測試實驗同樣也針對此兩參數

圖 1. 溫度觀測增量實驗之溫度場分析增量(a,b,c 中之彩色陰影)與其溫度場(a,b,c 中之等值

線)、氣壓場分析增量(d,e,f 中之彩色陰影)與其壓力場(d,e,f 中之等值線)、水平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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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溫度觀測增量實驗之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A1-A2 為東-西剖面，B1-B2 為南-北剖面，溫度場

分析增量(a-f 中之彩色陰影)與其溫度場(a-f 中之等值線)、氣壓場分析增量(g-l 中之彩色陰影)與

其壓力場(g-l 中之等值線)、風場增量。 

做敏感度測試與分析。 

2. 實驗結果 

a. 個案測試 

I. 溫度場觀測增量實驗 

在溫度場觀測增量實驗中發現 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實驗之分

析增量的確產生與流場相依(flow-dependent)的水平分佈特性(圖 1a,b)，3dvar 

實驗則呈現傳統均向性(isotropic)的分析增量水平分佈特性(圖 1c)。另外，若

再看由溫度場產生之氣壓場分析增量(d,e,f 中之彩色陰影)，3dvar 實驗之氣壓

場分析增量則非常的小;相較於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溫度場所產生的氣壓場分

析增量則大的很多，並依照環境風場的改變做質量場的校正，而 3dvar 資料同化

系統並不會做此調整。此外若比較 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兩實驗其

使用不同之系集成員，則產生不同的分析增量之水平分佈(圖 1a,b)，溫度場分

析增量的偶極(dipole)分佈，在 hybrid EnKF 實驗較呈現東北-西南走向；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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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timelag 實驗則呈現東-西走向之偶極分佈。此差異為來自於不同系集成

員對於誤差特性的描述不同所致，故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之系集成員的選擇需

要特別注意。 

就東西(A1-A2)與南北(B1-B2)剖面來看 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之

分析增量有相似的垂直結構(圖 2)，擁有一個向渦旋中心傾斜的正的溫度分析增

量，伴隨著西南側有負的溫度分析增量，相較於 3dvar 低層出現一個橢圓形之正

的溫度分析增量分佈，高層(sigma 層 0.15-0.3 附近)出現負的溫度分析增量(圖

2e,f)，而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在高層並沒有類似的溫度分析增量之分佈。因

溫度場增量所產生之氣壓場分析增量，在 3dvar 實驗中非常的少，然而在兩個

hybrid 實驗卻產生相較於 3dvar 實驗較大的氣壓場分析增量，並且呈現出渦旋

中心低壓加深，渦旋外部氣壓增加的壓力調整;換句話說，這樣的調整就是增加

了渦旋的氣壓梯度力，也同樣的呼應了有較強的風場調整。同樣的 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實驗在垂直分佈上與水平分佈一樣，分析增量的結構有明顯

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會如何影響預報，又或哪一個的分析增量分佈較為正確，這

需要後續的研究以及一個月的真實平行測試來驗證及分析。 

 

 

圖 3. 風場觀測增量實驗之 u風場分析增量(a,b,c 中之彩色陰影)與 v風場分析增量(d,e,f 中之彩色

陰影)與其氣壓場(等值線)、水平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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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風場觀測增量實驗之分析增量垂直頗剖面圖。A1-A2 為東-西剖面，B1-B2 為南-北剖面，u

風場分析增量(a-f 中之彩色陰影)與 v風場分析增量(g-l 中之彩色陰影)其氣壓場(等值線) 

II. 風場觀測增量實驗 

在風場觀測增量實驗中發現 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實驗能配合環

境系統而給予一個合理的風場分析增量，使得在一個氣旋南方給予一個東風觀測

增量(圖 3d,e)，能夠得到在氣旋東方有一個南風分析增量，也就是加強了氣旋

的環流風速，然而 3dvar 實驗所呈現的風場分析增量為非考慮實際背景流場所做

的修正，也突顯出使用預先設置的背景誤差斜方差，並不能真實的描述誤差的特

徵。3dvar、Hybrid EnKF 和 Hybrid timelag 實驗在 U 風場的水平分析增量分佈

大致相似，但使用 Hybrid 同化系統會使距離觀測點很遠的模式網格點也被修正

(圖 3a,b)，故局地化參數的控制就顯得重要。 

在風場觀測增量實驗，東西與南北剖面顯示Hybrid-EnKF與 Hybrid- timelag

之分析增量有相似的垂直結構(圖4);相較於3dvar實驗而言,Hybrid同化系統似

乎可以因為背景流場相依特性而提供較多的訊息於分析增量(圖 4)。 

b. 實際測試 

   上一個小節已完成了個案測試，並且從分析增量的角度來瞭解 hybrid 同化

系統的特性，本小節從真實測試來試圖瞭解將所有的觀測資料放進資料同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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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個同化方法之分析增量的分佈(圖 5)為何，從圖 5 溫度場之分析增量可以

大致上瞭解，相較於 3dvar 系統，Hybrid EnKF 與 Hybrid timelag 有較多細節

的結構，然而三種同化方法之大尺度分析增量卻有相似的結構，這些小尺度的溫

度場分析增量，對於預報表現會有怎樣的影響，需要接下來透過一個月的平行實

驗來驗證，若仔細比較 Hybrid-EnKF 與 3dvar 的差值結構和 Hybrid- timelag

與 3dvar 的差值結構(圖 5d,e)，兩者的差異在很多區域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別

是在相較於北半球觀測資料較少的南半球區。同樣的也顯示不同系集成員對於誤

差的描述不同，故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之系集成員的選擇需要特別注意。 

c. 敏感度測試 

  敏感度測試實驗是為要瞭解靜背景誤差斜方差(static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與系集背景誤差斜方差(ensembl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在代價函數(coast function)中所使用之權重比例，以及局地化參數

(localization)對於分析增量的敏感度。本實驗與先前個案測試一樣使用兩個不

 
圖 5. 全球真實個案溫度場分析增量。a)3dvar、b)hybrid EnKF、c)hybrid timelag 實驗、d) hybrid 

EnKF 減去 3dvar、e) hybrid timelag 減去 3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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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觀測增量的實驗，分別為溫度場觀測增量，另一為 U風場觀測增量，其設定皆

與先前單點個案測試相同。 

在溫度場與 U 風場觀測增量實驗中，隨著 beta1_inv 由 1.0 遞減至 0.0

表示在代價函數中之背景誤差斜方差，使用靜背景場誤差斜方差的比例逐漸

減少，而使用系集背景誤差斜方差之比例逐漸增加，反應在分析增量上隨著

 
圖 6. 溫度場參數調整敏感度測試。行由上而下分別為 beta1_inv 等於 1.0、0.75、0.50、0.25、

0.00。列由左至右為局地化參數分別為 40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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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1_inv 由 1.0 遞減至 0.0，其結構也由類似於 3DVAR 資料同化系統所得

之分析增量結構逐漸轉換成流相依的分析增量結構。 

隨著調整局地化參數由 400 增加至 1200，分析增量的範圍逐漸擴大，但

若是將局地化參數調整成 400，系集代價函數(ensemble cost function,Je)

所控制之系集分析增量(ensemble part analysis increment)只侷限在很小

 
圖 7. U 風場參數調整敏感度測試。行由上而下分別為 beta1_inv 等於 1.0、0.75、0.50、0.25、0.00。

列由左至右為局地化參數分別為 40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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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若是將局地化參數調整成 1200，系集分析增量分佈的太廣，一個觀

測點居然會影響到很遙遠的模式網格，顯得不合乎真實大氣情況，經過敏感

度測試實驗，發現若選擇 beta1_inv 為 0.5，局地化參數設定為 800，其分

析增量較符合過去之經驗，故選用此設定於一個月的平行測試實驗。 

3. 小結 

在 Hybrid-EnKF 實驗較呈現東北-西南走向，而在 Hybrid-timelag 實驗則呈

現東-西走向之偶極分佈，此差異來自於不同系集成員對於誤差特性的描述不同

所致，故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之系集成員的選擇需要特別注意。 

Hybrid-EnKF 與 Hybrid-timelag 實驗能夠配合環境系統而給予一個合理的

風場分析增量，使得在一個氣旋南方給予一個東風觀測增量(圖 3d,e)，能夠得

到在氣旋東方有一個南風分析增量，也就是加強了氣旋的環流風速，然而 3dvar

實驗所呈現的風場分析增量為非考慮實際背景流場所做的修正，也突顯出使用預

先設置的背景誤差斜方差並不能真實的描述誤差的特徵。 

相較於3dvar同化系統，Hybrid-EnKF與Hybrid-timelag有較多細節的結構。

此三種同化方法之大尺度分析增量有相似的結構，然而這些小尺度的溫度場分析

增量，對於預報表現會有怎樣的影響，需要接下來透過一個月的平行實驗來驗

證。 

經過敏感度測試實驗，研究發現若選擇 beta1_inv 為 0.5，局地化參數設定為

800，其分析增量較符合過去之作業經驗，故選用此設定進行一個月的平行測試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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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nKF-Hybrid-GSI 資料同化系統平行測試 

 

    經由上一小節單點測試的結果，我們能夠初步理解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的

特性，以及相對於現行只有 3DVAR 架構下的系統能掌握的優勢；為了能進一步理

解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對現行系統能提供的改善程度，又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成

果，則需要實際平行測試加以驗證。 

 

a.系集成員來源說明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結合了變分資料同化與系集卡爾曼濾波(EnKF)同化方

法兩者。主要以變分資料同化系統為架構，將背景誤差協方差由原本僅使用靜態

背景誤差協方差 （static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置換為同時包含靜

態以及利用 EnKF 所計算出的系集背景場協方差誤差（ensemble-based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因此，一個完整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必須

是結合 EnKF 系統與已擴充 Hybrid 相關項於價值函數的變分資料同化系統。 

    目前我們所使用的系集成員有來自系集卡爾曼濾波系統所提供的 28 組系集

成員，而 NCEP 則是使用 EnKF 所產製的 80 個系集成員，就 NCEP 的作法來說，我

們考量 28 組成員數量或許無法滿足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所需，因此加入了以

time lagged 的方式作為系集成員的來源。此方法即是由分析時刻的前 6至 72

小時，先以每 6小時為間距取其由該時刻預報至分析時刻的預報場，如此可額外

得到共 12 組系集成員；再加上由系集卡爾曼濾波系統所提供的成員，總共為 40

組成員，如此一來就有足夠的系集成員提供給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測試。 

 

b. 實驗設計 

    進行平行測試的實驗有兩組：第一組實驗使用所有 40 組系集成員，包含源

自 EnKF 系集的組員以及模式 time lagged 方式所產生的成員，將實驗名稱命名

為 Mix-hybrid (後簡稱為 mixhyb)。而第二組則是僅選擇模式 time lagged 產生

的 12 組成員(實驗簡稱為 timelag-hyb)；由於產生 EnKF 系集組員相較 time 

lagged 系集組員更為複雜，需要較多的電腦資源支持，所以我們選用這組實驗

的目的，是想了解在使用最少計算資源的條件下，呈現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相

較 3DVAR 能帶來多少正面效益。 

    而延續上一小節的研究結果，我們調整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的局地化參數

(localization, s_ens_h)為 800 公里，權重函數(beta1_inv)調整為 0.5，也就

是設定靜態背景場斜方差誤差與系集成員所提供的背景場斜方差誤差各為 50%；

在此條件下，將上述兩組實驗與現行 3DVAR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為期一個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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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的平行測試。 

        

c.實驗結果分析 

    分析一個月平行測試的結果，我們先討論南北半球的 5天高度場距平相關，

分別在 300mb、500mb 和 850mb 三個垂直分層上的時間序列變化情形(圖 8.) 。

北半球在三個分層上的高度場距平相關，都能看到 mixhyb 和 timelag-hyb 相較

newgsi 的預報表現較佳，雖然仍然有少數時間點是低於 newgsi，但大部份的時

間都有較高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整體而言在北半球三個垂直分層上，都能提升

0.01 的正面貢獻。而相對於北半球，可以看到南半球改善的部分更為顯著，300mb、

500mb 和 850mb 分層上相較於現行 3DVAR 作業系統都能改善 0.03 左右。進一步

分析 mixhyb 和 timelag-hyb 之間的差異，可以發現 mixhyb 的表現雖較佳但差異

並不大，顯示 timelag-hyb 也能給予一定程度的正面效益。 

 

圖 8. 三組實驗(newgsi、timelag-hyb 和 mixhyb)一個月期間(2012 年 12 月)的

5 天高度場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a、c、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

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接下來比較三組實驗在南北半球的溫度場(圖 9.)和風場(圖 10.)的均方根

誤差。北半球在三個高度上溫度場和風場的均方根誤差，mixhyb 和 timelag-hyb

兩組實驗與 newgsi 相比較低，溫度場均方根誤差降低了約 0.1 至 0.15，風場均

方根誤差在 300mb、500mb 上降低約 0.4，在 850mb 上也減少了 0.2。南半球風場

和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降低則更為顯著，溫度場部分降低約 0.2，風場均方根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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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則減少了 0.7，850mb 減少了 0.4。對應高度場距平相關的分析結果，都顯示

在南北半球部分，更新為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相較現行 3DVAR 系統能給予更好

的預報表現。 

圖 9. 三組實驗(newgsi、timelag-hyb 和 mixhyb)一個月期間的溫度場均方根誤

差時間序列圖。a、c、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

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圖 10. 為三組實驗(newgsi、timelag-hyb 和 mixhyb)一個月期間的風場均方根

誤差時間序列圖。a、c、e為北半球的結果；b、d、f為南半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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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高度場距平相關在熱帶地區的參考性較低，所以我們比較熱帶地區的溫

度場和風場的均方根誤差時序變化情形。從圖中(圖 11.)我們可以發現 mixhyb

和timelag-hyb兩組實驗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在300mb、500mb和850mb分層上，

相較 newgsi 實驗減少約 0.05 至 0.07，風場均方根也降低 0.3 至 0.4 左右。綜

合南北半球和熱帶區域的預報結果來看，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都表現得較佳。 

 

 
圖 11. 為三組實驗(newgsi、timelag-hyb 和 mixhyb)一個月期間在熱帶地區的

風場和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a、c、e 為溫度場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風場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為了要更深入的理解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在垂直上的預報表現，我們分析

三組實驗在這一個月內平均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均方根

誤差及風場均方根誤差，並且輔以 mixhyb 與 newgis 預報結果相減的統計檢驗評

估之 95%信心區間，能夠檢查兩組實驗之間的差距分佈情況。 

    比較南北半球垂直各層的高度場相關距平分佈(圖 12.a,b)，與時間序列的

預報表現結果相呼應，mixhyb及timelag-hyb實驗相較newgsi的預報表現更佳，

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提升的較明顯，200mb至1000mb區間平均增加了0.03，

北半球也有 0.01 的增幅。分析南北半球溫度場(圖 12.c,d)及風場(圖 12.e,f)

的均方根誤差，平均都有降低，顯示更新為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能改善現行的

3DVAR 資料同化系統。 

 

    不過我們特別注意北半球高層部分(50mb 以上)，發現此處 mixhyb 及

timelag-hyb 的高度場距平相關較低，而對照溫度場和風場均方根誤差垂直分佈，



22 
 

也能看到這兩組實驗有特別大的均方根誤差。我們推測的原因是與模式季節、模

式高層物理有所偏差本身有關，模式在冬半球高層模擬存在一個 bias，這也許

便是造成此現象的主因，因為兩組實驗都有使用來自於模式 time lagged 方式產

生的 12 組成員，所以便會在冬半球高層造成部分偏差。南半球部分就沒有這個

現象，風場及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在所有垂直分層都是降低的。 

    

 
圖 12.為三組實驗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及風場均的方根

誤差。圖 a、c、e依序為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風場的均方根誤差

垂直分佈。圖 b、d、f 依序為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風場的均方根

誤差垂直分佈圖。右側則是代表 mixhyb 與 newgsi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分析熱帶地區的溫度場及風場均方根誤差垂直分佈情形(圖 13.)，結果除了

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在 30mb 處較大之外，其餘的高度相較 newgsi 的預報都是降低

的，風場均方根誤差的部份則所有垂直分層平均都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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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為三組實驗熱帶地區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溫度場及風場均的方根誤差。圖

a為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圖 b為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右側則是代表 mixhyb 與

newgsi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綜合一系列的分析結果，進一步確認了更新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後，確實

能夠改善現階段單純 3DVAR 架構下的資料同化系統的預報表現;從時間序列變化

以及模式各層的平均垂直分佈情形，比較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和風

場的均方根誤差，都能看到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有較佳的預報表現。 

    而比較 timelag-hyb 實驗與 mixhyb 實驗的預報結果並沒有明顯的差異，相

比 newgsi 都表現得較好；由於 timelag-hyb 的系集成員只有來自於模式 time 

lagged 方式產生的 12 組成員，而即便如此也能比現行資料同化系統的預報表現

好，這代表著我們就算僅使用較少的計算資源下，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也能發

揮本身的優勢，改善現階段全球預報模式的資料同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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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集成員來源測試 

 

    現階段我們所使用的 Mix-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共有 40 組系集組員，成員的

來源是由 EnKF 所產生的 28 組成員，但是考慮 28 組成員不足，又額外增加 12

組由模式time lagged方式所產生的組員。不過time lagged方式所產生的組員，

有可能因為模式本身的問題，造成所有組員對同一地區都產生相同的誤差；亦或

者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模式，在只有預報時間不同的條件下，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程

度的系集擴展(spread)。我們為了進一步檢查兩種不同來源的組員，對於整個

mix-hybrid 的影響狀況，以及探討 12 組 time lagged 成員對模式的實際貢獻，

是否只需要 28 組 EnKF 成員就足以表現 Hybrid 的優勢，進而僅使用 28 組 EnKF

成員，都是我們所關切的問題，所以便進行了接下來的平行測試比較。 

 

a.實驗設計 

    我們將實驗分為兩組，一組則是沿用上一小節 Mix-hybrid 的結果(實驗代稱

為 mixhyb50)，使用所有 40 組系集成員，包含了 EnKF 和 time lagged 兩種來源；

而另一組實驗代稱為 enkfhyb，僅使用由 EnKF 所產生的 28 組成員，而背景場誤

差協方差權重與 mixhyb 設定相同，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和由系集組員的貢獻

都是 50 %，其餘設定也是完全一樣的，在只有系集組員不同的條件下，同樣進

行為期一個月(2012 年 12 月)的平行測試。 

 
圖 14. 為 mixhyb50 和 enkfhyb 兩組實驗在一個月期間(2012 年 12 月)的 5 天高

度場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a、c、e為北半球的實驗結果；b、d、f為南半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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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b.實驗結果分析 

    分析南北半球在三個垂直分層上的5天高度場距平相關的時序變化(圖14.)，

mixhyb50 和 enkfhyb 在北半球的差距並沒有很明顯，mixhyb50 實驗在 500mb 上

高度場距平相關高出 0.003，在 300mb 上也僅差異 0.005，不過整體來看還是

mixhyb50 比 enkfhyb 實驗的表現更好一些；南半球的部分也是 mixhyb50 的高度

場距平相關較佳，但平均也只提升 0.003 之內的幅度。 

    同樣比較溫度場(圖 15.)及風場(圖 16.)的均方根誤差在兩個實驗的差異，

與高度場距平相關的分析結果類似，雖然差異不大，但 mixhyb50 平均的預報表

現依然是較好一些；mixhyb50 實驗的南北半球溫度場均方根誤差較小，差距在

0.01 以內，風場的差距則是在 0.02 以內。 

    熱帶地區的溫度場和風場的均方根誤差時序變化情形，從圖中(圖 17.)顯示

mixhyb50 實驗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在 300mb、500mb 和 850mb 分層上，與 enkfhyb

實驗相比少約 0.03 至 0.05，風場均方根誤差少 0.2 至 0.3 左右。綜合所有區域

的時間序列變化情形來評估預報表現，mixhyb50比起enkfhyb是更具有優勢的。 

 

 

圖 15. 為 mixhyb50和 enkfhyb實驗在一個月期間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a、c、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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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為 mixhyb50和 enkfhyb實驗在一個月期間的風場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

a、c、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

500mb、850mb 上的結果。 

 

 

圖 17. 為 mixhyb50和 enkfhyb實驗一個月期間在熱帶地區的風場和溫度場的均

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a、c、e為溫度場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



27 
 

d、f 為風場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進一步的分析兩組實驗在垂直分佈上的預報表現(圖 18.)，在北半球的 5天

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 enkfyb 整體的平均表現是較

mixhyb50 來的低，但在北半球高層(50mb 以上)的預報是較 mixhyb50 好，同時對

照風場和溫度場的表現，均方根誤差也是比 mixhyb50 低；這裡推測原因與上一

小節相同，我們認為是氣象局GFS模式在此處的bias有關，造成使用由模式time 

lagged 方式產生的系集成員對這個部份都有偏差，而影響到高層的預報表現。 

    南半球的垂直分佈在高層部分就沒有此現象，對於高度場距平相關的比較是

mixhyb50 更好一些，不過由 95%信心區間的範圍較廣而且分佈於正負之間，我們

也能得知兩組實驗的預報表現在南半球是相當接近的；而風場以及溫度場均方根

誤差的分佈情形來看，enkfhyb 實驗都更高一些，顯示 mixhyb50 的結果較佳。 

 
圖 18.為 mixhyb50 和 enkfhyb 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及

風場均的方根誤差。圖 a、c、e 依序為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風場

的均方根誤差垂直分佈。圖 b、d、f 依序為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

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垂直分佈圖。右側則是代表 enkfhyb 與 mix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熱帶地區的預報分析與南北半球相似(圖 19.)，mixhyb50 在熱帶地區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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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及風場的均方根誤差都是低於 enkfhyb 的結果，不過高層(50mb 以上)卻是

以 enkfhyb 的表現較好，這現象在上一小節的結果(newgsi、timelag-hyb、mixhyb)

中並沒有看到，這一部分仍需要再釐清。分析完整體的實驗結果後，發現在僅使

用 EnKF 所產生的系集組員條件下（enkfhyb），表現是不如兩種系集來源都加入

的 mixhyb50 實驗，我們認為這說明了時間延遲系集組員在當前的條件下，依然

有保留的必要。 

 

 

圖 19.為 mixhyb50 和 enkfhyb 實驗熱帶地區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溫度場及風場

均的方根誤差。圖 a為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圖 b為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右側則

是代表 enkfhyb 與 mix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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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權重函數(beta1_inv)調整測試 

 

    經由前面數個小節的平行測試後，綜合時間序列和垂直平均預報結果來看，

都代表著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確實具有提升模式預報表現的能力，能夠改善現

階段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CWB/GFS)的資料同化系統。而透過與單獨使用 EnKF

系集成員的實驗比較，分析兩種不同來源的系集成員對資料同化系統的影響程度，

我們認為模式 time lagged 方式所產生的組員目前依然有保留的必要性。在確認

了這些分析結果之後，接下來則需要對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更進一步的調

整，希望能找出最適合當前的設定，提供最佳的正面效益。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能夠調整背景場誤差協方

差的比重，混合來自於變分方法所產生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static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以及來自 EnKF 系集成員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

（ensemble-based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使得系統同時能維持變分

方法的穩定性，和系集組員的流場相依（flow-dependent）特性；而如何調整靜

態和動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的權重函數(beta1_inv)，進而選擇最適當的比重，

我們進行了接下來的平行測試。 

 

    a.實驗設計 

    我們調整三組權重函數(beta1_inv)實驗測試，分別為 0.25、0.5 和 0.75

進行比較。beta1_inv 代表的含意為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占所有背景場誤差協

芳差的比重，也就是調整 beta1_inv 為 0.25，即是變分方法產生的靜態背景場

誤差協方差占 25%，而由系集組員提供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占 75%，另外兩組實

驗則依此類推。 

    選用這三組權重函數，是個別代表系集組員所提供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較高、

平均和較少比重的三種設定，而根據實驗比較的結果，也能夠一定程度的分析系

集組員的品質。若是系集成員提供較高的權重且預報表現也是較好的，這也意味

著 EnKF 系統能有效掌握天氣特性，使觀測資料正確發揮效用。三組實驗的代稱

為 mixhyb25 (beta1_inv 為 0.25)、mixhyb50 (beta1_inv 為 0.5)和 mixhyb75 

(beta1_inv 為 0.75)，將此三組實驗進行一個月(2012 年 12 月)的平行測試，其

中 mixhyb50 則是與前兩小節的實驗設定相同，能當作與另外兩組實驗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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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三組實驗(mixhyb50、mixhyb75 和 mixhyb25)一個月期間(2012 年 12 月)

的 5 天高度場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a、c、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b.實驗結果分析 

    分析三組實驗在南北半球的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在300mb、

500mb 和 850mb 上的預報表現(圖 20.)；在南北半球三組實驗的差距甚小，在不

同的時間個案表現也都是互有優劣，因此我們以列表方式比較整體平均(表三.)，

從結果上來看，發現 mixhyb25 的預報表現較另外兩組更好一些，北半球區域有

0.002 以內的提升；南半球區域相較 mixhyb50 則提升 0.005 左右。而 mixhyb75 

 

ACH - N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0.844481 0.861201 0.860378 

mixhyb75 0.842344 0.858372 0.856112 

mixhyb25 0.845844 0.862821 0.859854 

 

ACH - S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0.79051 0.819967 0.815292 

mixhyb75 0.791555 0.821369 0.814841 

mixhyb25 0.797437 0.825532 0.8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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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為北半球和南半球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月平均比較，為三組實驗在

三個垂直分層的結果，紅色標記則是預報表現較佳的實驗；上半部份為北半球，

下半部份為南半球。 

 

的預報表現則是不如 mixhyb50，也顯示若由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提供較高的

比重，對於此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是較為不適當的設定。 

 

 

圖 21. 為三組mixhyb實驗在一個月期間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a、c、

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

850mb 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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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為三組 mixhyb 實驗在一個月期間的風場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a、c、

e為北半球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南半球在 300mb、500mb、

850mb 上的結果。 

 

FRT - N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3.2766 2.96227 2.51407 

mixhyb75 3.30705 2.9838 2.5279 

mixhyb25 3.2661 2.97362 2.532 

 

FRT - S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2.77444 2.57538 2.45024 

mixhyb75 2.77281 2.57811 2.42812 

mixhyb25 2.72248 2.55443 2.46685 

表四. 為北半球和南半球 5天預報溫度場均方根誤差的月平均比較，為三組實驗

在三個垂直分層的結果，紅色標記則是預報表現較佳的實驗；上半部份為北半球，

下半部份為南半球。 

 

FRU - N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5.82871 8.21656 11.3908 

mixhyb75 5.8552 8.26993 11.5057 

mixhyb25 5.75906 8.23758 11.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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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 - SH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5.23003 7.00295 10.445 

mixhyb75 5.22185 6.98745 10.3931 

mixhyb25 5.17098 6.91468 10.3905 

表五. 為北半球和南半球 5天預報風場均方根誤差的月平均比較，為三組實驗在

三個垂直分層的結果，紅色標記則是預報表現較佳的實驗；上半部份為北半球，

下半部份為南半球。 

 

    比較三個實驗的溫度場(圖 21.)及風場(圖 22.)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變化，

與高度場相關距平的預報結果對照，三組實驗的差距也是非常小，北半球溫度場

均方根誤差的差距僅有 0.01，風場的差距也在 0.1 以內，南半球的部分也是相

同的結果。同樣使用條列方式比較溫度場及風場均方根誤差的月平均值，整體上

仍然是以 mixhyb25 的預報表現較佳。 

 

    熱帶地區的溫度場及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圖 23.)，與南北半球的情形類似，

三組實驗間的差距不明顯，單獨時間個案比較起來也是互有領先，溫度場的差距

僅在 0.01 以內，風場均方根誤差在三組實驗間的差距也只有 0.05，顯示三組實

驗對於熱帶地區的預報表現相差甚小，以條列方式比較三組實驗間的月平均差距

(表六.)，可以看到熱帶地區以mixhyb25和mixhyb75實驗有較低的均方根誤差。 

    不過這些比較僅代表 850mb、500mb 和 300mb 的預報表現，我們還需要垂直

各層分布的結果進行相互對照，才能選擇三組實驗中最適合 Hybrid 資料同化系

統的權重函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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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為三組 mixhyb 實驗(mixhyb50、mixhyb75 和 mixhyb25)一個月期間在熱

帶地區的風場和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a、c、e為溫度場在 300mb、

500mb、850mb 上的結果；b、d、f為風場在 300mb、500mb、850mb 上的結果。 

 

FRT – TP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1.03366 1.00546 1.07281 

mixhyb75 1.03847 1.00091 1.07108 

mixhyb25 1.02964 1.01697 1.07377 

 

FRU – TP 850mb 500mb 300mb 

mixhyb50 2.95914 3.71159 5.60705 

mixhyb75 2.99249 3.71149 5.62492 

mixhyb25 2.9282 3.72959 5.64067 

表六. 為熱帶地區 5天預報溫度場和風場均方根誤差的月平均比較，為三組實驗

在三個垂直分層的結果，紅色標記則是預報表現較佳的實驗；上半部份為溫度場

均方根誤差，下半部份為風場均方根誤差。 

 

    比較三組實驗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在南北半球垂直各層的分佈情形

(圖 24.)，北半球部份的各實驗間的差距較小，mixhyb25 的高度場距平相關在

100mb 至 300mb 間比 mixhyb50 低，但 300mb 至 1000mb 間則高於 mixhyb50，整體

來說是持平的表現；溫度場和風場的部分也是三組實驗的垂直分佈都非常相似，

但注意到溫度場距平相關在北半球高層(50mb 以上)的分佈，能看到三組實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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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為三組 mixhyb 實驗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及風場

均的方根誤差。圖 a、c、e依序為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風場的均

方根誤差垂直分佈。圖 b、d、f 依序為南半球的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風場

的均方根誤差垂直分佈圖。右側則是代表 mixhyb25 與 mixhyb50 實驗差值之 95%

信賴區間。 

 

 

圖 25.為三組 mixhyb 實驗在熱帶地區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溫度場及風場均的方

根誤差。圖 a為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圖 b為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右側則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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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hyb25 與 mix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相對顯著的差異，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大小排列依序是 mixhyb25、mixhyb50、

mixhyb75，也就是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比重較大的 mixhyb75，在此區域有較

好的表現，顯示先前提到的 time lagged 方式產生的系集組員在模式高層產生的

偏差，也會隨著權重函數大小程度加入並影響模式的預報表現。南半球的高度場

距平相關則是 mixhyb25 有較佳的預報表現，同時對照風場及溫度場的表現，均

方根誤差也比 mixhyb50 低。熱帶地區的溫度場和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亦差異不

大，mixhyb25 的調整在整體上表現較好。 

 

    c.小結 

    我們評估三組實驗(mixhyb25、mixhyb50、mixhyb75)在不同地區、不同高度

上的綜合預報表現，最終是以 mixhyb25 實驗的結果在整體表現上比另外兩組實

驗更好一些。這三組實驗的差別只在於權重函數的調整上，mixhyb25 實驗的背

景場誤差協方差占大部分的比重是 EnKF 系集成員所貢獻的，而這樣的調整方式

在我們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中有最佳的預報表現。由 EnKF 系集成員提供大部

份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比重，能使 CWB/GFS 模式有較好的預報結果，這也能顯示

系集成員的品質是符合預期的，使觀測資料正確的發揮效用，藉由資料同化系統

改善 CWB/GFS 模式的預報。 

    雖然調整 beta1_inv 為 0.25 是我們初步選擇最適當的參數，但仍然有不少

討論的空間，也能嘗試將權重函數調整為更高比重的系集成員貢獻，甚至是將靜

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完全捨棄，都是值得探討的方向。所以接下來本年度的目標，

則是希望能夠藉由參考這些調整資訊，對現階段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

更全面的測試，並且改善需要擴充的部份，以完善此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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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系集散度分析 

a. 前言 

一般來說，一組系集可以利用系集平均 (ensemble mean )和各系集成員的

距平(perturbation)兩個分量(component)來表示，然而各個系集發散的程度，

可以透過計算標準差來定量地表示。下面為 GSI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中的代價

函數，系集距平直接影響分析增量之估計，透過極小化代價函數的過程，可以找

到最佳的α ，由系集背景誤差估計之分析資量為∑ α 。 ，α 則可被視

為每個系集成員的權重， 則是各系集成員的距平。本研究主要想瞭解所使用之

系集距平特性如何?而系集距平又如何影響預報表現? 

J ′,α
1
2

′ B ′ 1
2

α α

1
2

′ H ′ ′ H ′  

′ ′ α 。  

1 1
1 

,  分別為靜背景誤差與系集背景誤差之權重函數， ′為總分析增量 (靜背

 

圖 26. mixhyb25 實驗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a)北半球、(b)熱帶、(c)全球、(d)

南半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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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誤差協方差與集背景誤差協方差所估計之分析增量)，α 為延伸控制變數，

為系集距平，  相關矩陣(局地化系集距平)。

 

b. 分析與討論 

   圖 26、27、28 和 29 分別為 mixhyb25、muxhyb50、mixhyb75 和 enkfhyb 實驗

區域平均溫度系集散度時間序列圖。由此四圖可以發現三組 mixhyb 實驗

(mixhb25、mixhyb50、mixhyb75)時間序列之垂直分佈非常相似，由此可見調整

beta1_inv 並不會對於系集散度(spread)有較大的影響，雖然在運行的過程中，

不斷地將系集平均更新為高解析度分析場。另外，吾人發現 mixhyb 在北半球高

層有很大的溫度系集散度，且南、北半球的分佈不一致，北半球低層相較於南半

球也有較大的系集散度，就全球區域來看，除了高層以外，大多介於 0.6-0.7

之間。enkfhyb 實驗相對 mixhyb 實驗很明顯地較小，大多介於 0.2-0.4 之間;與

mixhyb 實驗較不同的是，南、北半球的分佈較為相似。整體來說，enkfhyb 實驗

之溫度場系集散度，在時間和垂直分佈上較為均勻。  

   此外，mixhyb 實驗中發現 2012 年 12 月 18 日這一天低層出現很大的溫度散

度，將來自EnKF與 time lagged的系集分別繪製其系集平均與系集距平(未示)，

經過分析之後發現，這兩個來自不同來源的系集其系集平均差異甚大，北極地區

地面溫度之系集平均差異可以高達二十度，若是將此兩組系集組合成為一組，就

會呈現類似於雙峰分佈，因而使其溫度散度變得很大，也破壞了系集距平的水平

 

圖 27. mixhyb50 實驗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a)北半球、(b)熱帶、(c)全球、(d)

南半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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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垂直的結構，進而使得溫度場預報誤差增加(未示)，這也表示，若想要將多組

系集組合成為一組，確定彼此之間的系集平均差異是必要的過程。 

    以時間平均之水平分佈結構來，比較 enkfhyb(圖 31)與 mixhyb(圖 30)，

mixhyb 在上、下邊界有較大的系集散度，尤其是模式頂層北半球有很大的溫度

散度，模式底層則南、北兩極有較大的溫度散度，大致上 enkfhyb 的溫度散度較

為均勻，並沒有區域或邊界上較不一致的分佈。兩個實驗都在熱帶地區都呈現較

小的溫度系集散度。 

    接下來，進一步分析 mixhyb 模式層頂有較大溫度散度分佈的原因，首先分

別來檢視不同來源的系集所呈現的系集平均與系集距平(圖 32、33) 。EnKF 來

源的系集距平分佈成員之間的差異不會太大，但 time lagged 來源之系集距平，

相反地其系集成員彼此之間的差異較大；兩個不同來源的系集平均同樣不一致，

若將兩系集平均相減(圖 32)，則可以看到北半球有較大的差異，

南半球差異較小，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模式頂層，溫度場在北半球區域有較大

的系集散度，若是將兩組不同系集平均的系集組合成為一組系集，這會使得這組

新的系集產生異常大的系集距平，並且不能正確地表現誤差統計特性，故未來此

策略需做調整，也就是將兩個不同來源的系集直接放入 GSI hybrid 系統是需要

被修正。建議可以在放入 GSI hybrid 系統之前，將不同系集平均置換成一致的

系集平均，故以藉此避免產生不真實的系集距平。另外，是否要繼續使用 Time 

 

圖 28. mixhyb75 實驗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a)北半球、(b)熱帶、(c)全球、(d)南

半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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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ged 來源的系集，且其是否能真實地表現誤差統計特性，這個問題值得再做

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最後此研究想瞭解預報表現與系集散度的分佈有什麼相關性?(圖 24、25、

26、27、36)預報表現的部分，北半球高層(50 hPa 以上) mixhyb 溫度場誤差大

於 enkfhyb，這表示相對地來說，mixhyb 所使用的系集其系集散度太大並且沒有

辦法正確的估計背景誤差，因而使得預報表現比 enkfhyb 要來的差。南半球高層

(50-150 hPa)enkfhyb 溫度場誤差較 mixhyb 大，這似乎又表示在此區域，enkfhyb

的系集散度不夠大又或水平分佈結構較 mixhyb 來的不夠理想。另外還發現

enkfhyb 之系集散度都偏小，這也就可能是 enkfhyb 預報表現不佳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知系集距平的大小與分佈是同樣的重要，因此未來會不斷的針對系集距平

做較仔細的調整，例如加入 additive inflation、調整 time lagged 系集距平

到較適合的大小、增加系集成員數目…等方式。 

 

c. 小結 

三組mixhyb實驗(mixhb25、mixhyb50、mixhyb75)時間序列之垂直分佈非常相似，

由此可見調整 beta1_inv 並不會對於系集散度有較大的影響。mixhyb 在北半球

高層有很大的溫度系集散度(spread)，且南、北半球的分佈不一致，北半球低層

相較於南半球也有較大的系集散度，就全球區域來看，除了高層以外，大多介於

0.6-0.7

 

圖 29. enkfhyb 實驗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a)北半球、(b)熱帶、(c)全球、(d)南

半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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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enkfhyb 實驗時間平均之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圖 30. mixhyb25 實驗時間平均之溫度場系集散度分布。2012 年 12 月 1 日 00Z 至 12

月 29 日 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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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enkfhyb 實驗相對 mixhyb 實驗很明顯地較小，大多介於 0.2-0.4 之間，

與 mixhyb 實驗較不同的是，南、北半球的分佈較為相似。 

 

  若想要將多組系集組合成為一組，確定彼此之間的系集平均差異是必要的過程，

目前將兩個不同來源的系集直接放入 GSI hybrid 系統的方式是需要被修正。建

議可以在放入 GSI hybrid 系統之前，將不同系集平均置換成一致的系集平均，

故以藉此避免產生不真實的系集距平。 

   系集距平的大小與分佈是同樣的重要，因此未來會不斷的針對系集距平做較

仔細的調整。  

 

 

 

圖 32. Mixhyb25 實驗溫度場系集平均與系集距平。模式第 40 層。Member 1-28。2012 年

12 月 18 日 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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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Mixhyb25 實驗 EnKF updated(member1-28)溫度場系集平均減去 Time 

lagged(member29-40)系集平均。模式第 40 層。2012 年 12 月 18 日 18Z。 

 

圖 33. Mixhyb25 實驗溫度場系集平均與系集距平。模式第 40 層。Member 29-40。

2012 年 12 月 18 日 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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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Mixhyb25 實驗溫度場系集平均與系集距平。模式第 40 層。2012 年 12 月 18 日 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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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Mixhyb25實驗區域平均之溫度場方均根誤差及95%統計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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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同化 RO 觀測之觀測誤差調整 

此部份是延續上一年度之研究，在本年度上半年所接續的研究成果。觀測誤

差對於同化系統的表現影響極為重要，它代表著觀測值相對於真實值的不確定性。

且觀測誤差均是基於無偏差（unbiased）之假設，由初始猜測值與觀測的差來求

得。由此可知，觀測誤差的準確度和產生初始猜測值的模式預報是息息相關。 

由於CWB/GFS模式系統同化GPSRO折射率觀測，除了同化COSMIC 掩星資料，

也增加了同化非福衛三號 GPSRO 觀測資料。目前，CWB/GFS 模式所使用的 GPSRO

觀測資料已將部分非福衛三號衛星的 GPSRO 觀測加以編號，並處理成和福衛三號

觀測相同格式，適合納入 GSI 同化系統進行同化。新增的衛星資料包括有：

MetOP-A-1（satid: 003）、MetOP-A-2（satid: 004）、MetOP-A-3（satid: 005）、

Oersted（satid: 040）、Champ（satid: 041）、Gras（satid: 401）、Grace-A

（satid: 722）、Grace-B（satid: 723）、SUNSAT（satid: 800）、SAC-C（satid: 

820），增加的資料點分布圖比較如圖所示（圖 37）；在增加大量資料的情形下，

若要適當地描述出這些觀測的誤差結構，需要再進行調整以及測試。 

在 GSI 系統中，觀測誤差是以下列式子來表示： 

   1 21
, [ ( )]

_ ( )
i i O i factor l

repe gps i
  -1O  

-1O 為觀測誤差協方差矩陣，假設各個觀測間均無相關，則僅有矩陣對角線

元素有值，其中 _ ( )repe gps i 為權重函數， ( )factor l 為各模式層標準化觀測數量

 

圖 37. COSMIC 資料(左)以及增加 GPSRO 資料後(右)的觀測資料點分布圖。此為 2011 年 12 月 7

日零時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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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數，為模式層內觀測觀測數量倒數的平方根。不同地區的權重函數如下，非

熱帶地區的權重函數為： 

1/|exp 1.321 0.341 ∗ H 0.005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0km 以下為： 

1/|exp 1.18 0.058 ∗ H 0.025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0km 以上為： 

1/|exp 2.013 0.060 ∗ H 0.0045 ∗ H | 。 

此權重函數位於分母自然指數內的多項式為統計 NCEP/GFS 模式初始猜測值

與觀測差所估算而得的統計曲線，以 4階多項式近似法（Polynominal 

approximation）所求得的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高度函數。上式中，H為

觀測所在的高度，單位是公里。 

而根據 NCEP 的調整經驗顯示，GPSRO 觀測資料之標準化加權觀測增量標準

差最好是落在 1.2~1.4 之間，這樣的大小較容易使得觀測增量有顯著的貢獻；但

考量應用於不同的系統時，此數值是否適用，則需要再進一步的探討。因此我們

透過固定標準差的大小，重新調整權重函數。 

系統表示標準化加權觀測增量標準差的式子如下： 

STD 選定的標準差 ，
_

 

因此我們能推導出： 

_
	 	  

藉由上式可得知，我們可以將觀測增量的標準差控制在選擇的範圍，然後再

藉由模式輸出初始猜測值與觀測差，使用多項式曲線擬合的方式，重新調整權重

函數。我們輸出在北半球冬季（2011 年 12 月）的觀測誤差增量隨高度的分布，

並且選擇了三個不同的標準差，分別為為 1.0、1.3、1.5（MD1_0、MD1_3、MD1_5），

並使用多項式曲線擬合近似，重新調整推導出權重函數。 

新的權重函數調整如下，標準差為 1.0，在非熱帶區域為： 

1/|exp 1.0806 0.2518 ∗ H 0.002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下為： 

1/|exp 1.6170 0.1148 ∗ H 0.0146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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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上為： 

1/|exp 13.539 1.8733 ∗ H 0.0946 ∗ H 0.0014 ∗ H | 。 

 

調整標準差為 1.3，在非熱帶區域為： 

1/|exp 0.8182 0.2518 ∗ H 0.002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下為： 

1/|exp 1.3546 0.1148 ∗ H 0.0146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上為： 

1/|exp 13.801 1.8733 ∗ H 0.0946 ∗ H 0.0014 ∗ H | 。 

 

調整標準差為 1.5，在非熱帶區域為： 

1/|exp 0.6751 0.2518 ∗ H 0.002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下為： 

1/|exp 1.2115 0.1148 ∗ H 0.0146 ∗ H | ， 

熱帶地區高度 12km 以上為： 

1/|exp 13.944 1.8733 ∗ H 0.0946 ∗ H 0.0014 ∗ H | 。 

其隨高度的分布情形如圖所示（圖 38）。 

 

圖 38. 非熱帶地區(左)及熱帶地區(右)觀測誤差斜方差矩陣之權重函數(repe)。紅色實線為只同

化 COSMIC 資料，綠色虛線為標準差 1.0，紫色虛線為標準差 1.3，藍色虛線為標準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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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多項式擬合調整權重函數 

我們選用三組不同的標準差調整權重函數，針對冬季（2011 年 12 月）和夏

季（2012 年 7 月），個別模擬一個月的時間，並將現行只同化 COSMIC 資料的模

擬（CSMC）作為控制實驗提供對照的背景，再進行一系列的分析與討論。 

檢視標準化觀測增量(亦即(O-B)/R，觀測值與背景值的差除以觀測誤差)三

組實驗和COSMIC的垂直分布特性（圖39），就 COSMIC標準化觀測增量平均來看，

在 10 公里以下均為負偏差，10 公里以上均為些許正偏差；而熱帶地區垂直變異

 

圖 39-1. CSMC 實驗標準化觀測增量(亦即(O-B)/R，觀測值與背景值的差除以觀測誤差)統計分析

圖。實心圓點為平均值，空心圓點為標準差，十字為觀測數量。圖 a、c、e為夏季北半球、南半

球、熱帶區域的分布情形；圖 b、d、f為冬季北半球、南半球、熱帶區域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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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然而北半球與南半球垂直變異就不顯著。分析調整標準差擬合多項式權重

函數的實驗，標準差為 1.0、1.3、1.5 的標準化觀測增量在垂直上的分布變異不

明顯，觀測增量能控制在調整的數值上。但是北半球夏季的低層，此三組實驗都

產生了較大的偏差，這裡推測原因為由於調整的資料是選用冬季的觀測誤差增量，

所以用於調整夏季時的權重函數較為不適應。總體來看，調整標準差擬合多項式

的方法，標準化觀測增量的分佈能如預期所希望的表現，因此可接著進行下一步

 

圖 39-2. MD1_5 實驗標準化觀測增量(亦即(O-B)/R，觀測值與背景值的差除以觀測誤差)統計分

析圖。實心圓點為平均值，空心圓點為標準差，十字為觀測數量。圖 a、c、e為夏季北半球、南

半球、熱帶區域的分布情形；圖 b、d、f為冬季北半球、南半球、熱帶區域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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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 

   經由調整觀測誤差協方差矩陣之權重函數後，分析三組實驗在冬季與 COSMIC

的同化結果比較(圖 40)，在北半球冬季選取 500 百帕的五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

關，只有標準差為 1.5 的實驗預報得分略高於 COSMIC，其餘兩組實驗都有變差

的情形：而在南半球冬季則是標準差為 1.3 和 1.5 能維持一樣的預報得分。熱帶

地區的表現，顯示標準差為 1.0、1.3 和 1.5 都有不錯的改善。手動經驗調整權

重函數的模擬結果，在 500 百帕上三個區域的預報得分都是略微變差。由於熱帶

地區僅採用高度場距平相關不足以代表完整的資訊，因此另外分析了熱帶地區風

場的五天預報均方根誤差，輔以預報得分的結果比較；三組實驗在冬季時的均方

根誤差都高於 COSMIC 的結果，但是標準差為 1.3 和 1.5 的誤差較小。 

分析三組實驗在這一個月垂直各層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及統計檢驗評

估之 95%信心區間（圖 41）；標準差為 1.0 的實驗，在三個區域的預報距平相關

垂直變化，都與同化 COSMIC 的結果相差不大，甚至有小幅度的變差。標準差為

1.3 的實驗在南半球冬季的 100 百帕至 500 百帕的預報表現有所改進，但是在北

半球冬季的得分卻下降，這部分與我們所預期的有所差異，由於調整權重函數是

基於北半球冬季的資料，因此是希望在此區域的預報得分能趨向改善；熱帶地區

的表現則是對應 500 百帕部分的分析，相較於 COSMIC 的同化結果得分有較明顯

的增加。標準差調整為 1.5 時，則是能發現在南半球及北半球的非熱帶區域，預

報得分都能有小幅的上升，而熱帶地區也是有明顯的改善。熱帶地區的風場均方

根誤差的分析，標準差為 1.0 的結果在垂直上與 COSMIC 類似；而另外兩組實驗

圖 40. 三組實驗冬季(2011 年 12 月)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和風場均方根誤差在 500 百帕上的

時間序列圖。圖 a、b、c 依序為南半球、北半球和熱帶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圖 d為風場的

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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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 500 百帕附近的誤差和 COSMIC 接近，但其他層都呈現減少誤差的現象。

整體而言，在冬季時綜合評估是表現最好的實驗是標準差為 1.5 的調整結果。 

接著是夏季三個實驗的預報得分在 500 百帕上的五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

分析（圖 42），標準差為 1.0 和 1.3 在北半球夏季的結果類似，得分相較 COSMIC

來的低，只有標準差 1.5 的預報得分小幅增加。三組使用固定標準差擬合權重函

數的實驗，在南半球夏季的預報得分都下降。熱帶地區夏季三組實驗的調整都是

具正面的影響，不過提升的幅度是以標準差為 1.5 的實驗最為明顯。夏季熱帶的

風場五天預報均方根誤差分析，除了標準差為 1.0 的實驗之外，其餘兩組都有改

善，減少了預報的均方根誤差，特別是標準差為 1.5 最為明顯。 

垂直各層的分布上，標準差 1.0 和 1.3 的結果在夏季的表現類似（圖 41 ），

在非熱帶地區的得分相較 COSMIC 來得略低，但是在熱帶地區的垂直結構則有顯

著的改善，從95%的信心區間顯示各層的得分都大於僅同化COSMIC資料的結果。

標準差為1.5在夏季則是顯示非熱帶地區的預報得分略高於COSMIC的同化結果，

南半球夏季高度在 200 百帕至 700 百帕的預報得分提升較為顯著；在熱帶區域的

正面影響也是最大的。分析夏季熱帶風場均方根誤差的垂直分布情形（圖 41），

三組實驗的差異不大，95%信心區間皆顯示 200 百帕以上誤差增加，300 百帕高

圖 41. 三組實驗冬季(2011 年 12 月)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和風場均方根誤

差。圖 a、b、c依序為南半球、北半球和熱帶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圖 d為風場的

均方根誤差。圖右側是代表 MD1_5 與 CSMC 實驗差之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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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下誤差減少的同化結果。 

綜合冬季及夏季三組實驗與同化COSMIC資料的結果，發現是以標準差為1.5

的調整結果最為理想，雖然區分季節及地區的預報表現，標準差為 1.5 的調整未

必都是正面影響最大的，但標準差 1.5 的調整也並沒有負面的影響預報結果，都

是維持相同和小幅增益的效果。 

b. 南北半球區分調整權重函數 

在上一小節藉由多項式擬合調整權重函數後，發現是以調整標準差為 1.5

的實驗，其同化的模擬結果無論在冬季和夏季都是四組實驗中最理想的調整方式，

因此我們調整標準差為 1.5，分別在南北半球輸出冬季的觀測誤差增量隨高度的

分布，在同樣利用多項式擬合近似的方式調整出新的權重函數，分別就南北半球

的非熱帶區域個別處理。此實驗（Hemi1_5）與標準差為 1.5 的實驗（MD1_5）相

比，差異在於南半球非熱帶區域增加了新的權重函數，與北半球採用不同的函數，

希望能夠較為合理的描述兩個區域個自的觀測誤差特性；此為調整南半球非熱帶

地區的權重函數： 

1/|exp 0.7287 0.2691 ∗ H 0.0025 ∗ H |	  

而熱帶地區則是與標準差為 1.5 的權重函數相同。兩組實驗同樣模擬冬季一

 

圖 42. 三組實驗夏季(2012 年 7 月)垂直各層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和風場均方根誤差。圖

a、b、c 依序為南半球、北半球和熱帶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圖 d為風場的均方根誤差。

圖右側是代表 MD1_5 與 CSMC 實驗差之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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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時間（2011/12），再分別比較在所有區域中的預報表現。 

分析北半球冬季 500 百帕的五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分析（圖 43），Hemi1_5

實驗預報表現較差，由垂直分布和 95%信心區間的情形也是相同的結果；分析南

半球和熱帶區域也都是原先的 MD1_5 實驗表現較好，分開南北半球的權重函數，

就冬季的預報表現反而是負面的影響；也藉由這個調整的結果也顯示，由於

CWB/GFS 模式能將南北半球的氣象場相互傳遞而影響至全球，所以沒有辦法單獨

的將區域簡單的分開處理，必須要更多的測試與合理的調整方法。 

c. 小結 

由於福衛三號可接收的資料日益減少，將非福衛三號的衛星資料加入同化系

統是未來的方向，但是再加入新的衛星資料的同時，也勢必進行調整測試才能合

適的描述觀測誤差的結構，因此我們藉由調整觀測誤差的權重函數，希望能找出

最適合 CWB/GFS 模式系統的方式。 

調整的方法是選定標準化加權觀測增量的標準差大小，利用多項式曲線擬合

圖 43. MD1_5 和 Hemi1_5 實驗在冬季(2012 年 11 月)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和風場均方

根誤差在 500 百帕上的時間序列圖和垂直各層的分布。圖 a、c、e 依序為南半球、北半球和

熱帶在 500 百帕上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圖 b、d、f 為垂直各層的 5天預報高度場距

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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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反推算出權重函數。由於 NCEP 的經驗分析，標準差落在 1.2 至 1.4 時，

對觀測資料的影響較好，所以我們選擇標準差為 1.0、1.3、1.5 三組實驗，共三

組實驗，並與現行只同化福衛三號資料作為對照，進行冬季和夏季兩個季節各一

個月的模擬。 

綜合比較三組實驗的結果發現，冬季和夏季都是以 MD1_5 的調整結果最為理

想，相較於 CSMC 實驗，在南北半球的非熱帶區域五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分析

都是維持相同甚至略好的模擬結果，在熱帶地區也是領先另外兩組實驗，提供最

大的正面貢獻；輔以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分析也是相同的結果，MD1_5 實驗的均方

根誤差也是較小的。 

在選定適合的標準差大小後，也對於南北半球的權重函數進行調整，實驗是

將南北半球的非熱帶區域分開，使用兩組不同權重函數處理；但就 Hemi1_5 實驗

的結果發現，冬季部分在三個區域的表現，都不如原先 MD1_5 的模擬結果，因此

最終我們仍然選擇 MD1_5 的調整方案。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之後，我們選擇標準差為 1.5 的調整，但是仍然有不少部

分可以在進行討論；包括調整為更大的標準差是否也是正面的貢獻，同時南北半

球使用不同的權重函數時，可能需要更為縝密的測試考量；此外也可以將夏季冬

季分開使用不同的權重函數，都是未來能再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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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Hybrid-EnKF 與 Hybrid-timelag 實驗能夠配合環境系統而給予一個合理

的風場分析增量，然而 3dvar 實驗所呈現的風場分析增量為非考慮實際背景流場

所做的修正，也突顯出使用預先設置的背景誤差斜方差並不能真實的描述誤差的

特徵。相較於 3dvar 同化系統，Hybrid-EnKF 與 Hybrid-timelag 可提供較多細

節的結構，此三種同化方法之大尺度分析增量皆有相似的結構。經過敏感度測試

實驗，發現若選擇 beta1_inv 為 0.5，局地化參數設定為 800，其分析增量較符

合過去之經驗，故選用此設定進行一個月的平行測試實驗。 

使用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後，確實能夠改善現階段單純 3DVAR 架構下的資

料同化系統的預報表現，從時間序列變化以及模式各層的平均垂直分佈情形，比

較 CWB/GFS 模式之 5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和風場的均方根誤差，都能

看到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有較佳的預報表現。而比較 timelag-hyb 實驗與

mixhyb 實驗的預報結果並沒有明顯的差異，相比 newgsi 都表現得較好；由於

timelag-hyb 的系集成員只有來自於模式 time lagged 方式產生的 12 組成員，

而即便如此也能比現行資料同化系統的預報表現好，這代表著我們就算僅使用較

少的計算資源下，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也能發揮本身的優勢，改善現階段

CWB/GFS 全球預報模式的資料同化系統。 

綜合所有區域的時間序列變化情形來評估預報表現，mixhyb50 比起 enkfhyb

是更具有優勢的。熱帶地區的預報分析與南北半球相似(圖 19.)，mixhyb50 在熱

帶地區的溫度場以及風場的均方根誤差都是低於 enkfhyb 的結果，不過高層

(50mb 以上)卻是以 enkfhyb 的表現較好，僅使用 EnKF 所產生的系集組員條件下

（enkfhyb），表現是不如兩種系集來源都加入的 mixhyb50 實驗，我們認為這說

明了時間延遲系集組員在當前的計算資源條件下，依然有保留的必要。 

我們評估三組實驗(mixhyb25、mixhyb50、mixhyb75)在不同地區、不同高度

上的綜合預報表現，最終是以 mixhyb25 實驗的結果在整體表現上比另外兩組實

驗更好一些。雖然調整 beta1_inv 為 0.25 是我們初步選擇最適當的參數，但仍

然有不少討論的空間，也能嘗試將權重函數調整為更高比重的系集成員貢獻。 

三組 mixhyb 實驗的溫度系集散度(spread)之垂直分佈與時間序列都非常相

似，由此可見調整 beta1_inv 並不會對於系集散度有較大的影響。mixhyb 在北

半球高層有很大的溫度散度，且南、北半球的分佈不一致，北半球低層相較於南

半球也有較大的散度，就全球區域來看，除了高層以外，大多介於 0.6-0.7 之間；

enkfhyb 實驗相對 mixhyb 實驗很明顯地較小，大多介於 0.2-0.4 之間，與 mixhyb

實驗較不同的是，南、北半球的分佈較為相似。若想要將多組系集組合成為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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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彼此之間的系集平均差異是必要的過程，目前將兩個不同來源的系集直接放

入 GSI hybrid 系統的方式是需要被修正的，建議可以在放入 GSI hybrid 系統之

前，將不同系集平均置換成一致的系集平均，故以藉此避免產生不真實的系集距

平。系集距平的大小與分佈是同樣的重要，因此未來會不斷的針對系集距平做更

仔細的調整。 

   由於福衛三號可接收的資料日益減少，將非福衛三號的衛星資料加入同

化系統是未來的方向。經過一系列的分析之後，我們選擇標準差為 1.5 的調整，

但是仍然有不少部分可以在進行討論；包括調整為更大的標準差是否也是正面的

貢獻，同時南北半球使用不同的權重函數時，可能需要更為縝密的測試考量；此

外也可以將夏季冬季分開使用不同的權重函數，都是未來能再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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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來展望 

從各大氣象作業單位與學術研究單位的研究中，可以明顯看出 Hybrid 資料

同化方法比起傳統的 3DVAR 方法有非常大的改進，同時比起較先進的 4DVAR 或

EnKF 同化方法在技術上也相對簡單。相對於 4DVAR 來說，Hybrid 不需要發展預

報模式的伴隨模式，使得資料同化系統上的維護更為方便。相對於 EnKF 來說，

Hybrid 亦不需要有那麼多的系集成員即可滿足需求。以氣象作業單位來說，未

來資料同化的發展趨勢將會以 Hybrid 系統為主。 

而本計畫結果也顯示了Hybrid系統比起原本所使用的3DVAR來得優越許多。

但本計畫所使用的 Hybrid 方法上，比起其他氣象作業單位還有許多可以改進的

部份，以下列出數點可以改進的方向： 

A. 有關 EnKF 系集成員 inflation 機制的改進。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其一

為本計畫所使用的系集成員並沒有額外增加 additive inflation 的機制。

此部份可以參考 NCEP 的作法，利用 NMC-method 的方法在系集成員經過

recenter 後，再加入經過尺度微調的 NMC-method 擾動，以增加系集成員的

系集散度(spread)。其二則是可以更改本計畫中搭配 GSI 的 EnKF 系統裡面

的參數，其中有一參數控制 EnKF 系統中內建的 multiplicative inflation

機制，可以將此數值調得稍大，亦可增加系集成員的 spread。 

B. 相對於 EnKF 系集成員 spread 過小的結果，本計畫所使用的時間延遲成員的

spread 則顯得過大。因此將來可以採取如上述所提的機制來降低時間延遲

成員的 spread 以避免影響預報表現;先求出各時間延遲成員的擾動，並且給

予一個降尺度參數，將各系集成員的擾動降低尺度到接近 EnKF 系集成員。

同時，在某些模式有系統性偏差的地方，或是當某些特別情況發生時，時間

延遲成員的平均與 EnKF 系集成員的平均並不一致，使得所有成員的擾動失

真，導致 Hybrid 系統生成不良的分析場。針對此問題，建議將時間延遲成

員平均置換為 EnKF 系集成員平均，即可解決兩組成員平均不同的狀況。 

C. 增進系集成員的數目。以目前來說，EnKF 系集成員所使用的成員數僅為 28

個。而根據 NCEP 學者的經驗，他們建議 EnKF 所使用的系集成員也許至少應

有 32 個，但不需要超過 80 個。因此，未來若是考慮不再使用時間延遲成員

時，增加 EnKF 系集成員的成員數是必要的。若是還要繼續使用時間延遲成

員，也必須稍稍增加 EnKF 系集成員以滿足需求。 

D. 依據本計畫的結果來說，已經可以證明 Hybrid 系統比原本的 3DVAR 系統要

好，但是若要滿足氣象局的上線標準，還需要進一步將氣象局使用的所有觀

測資料同化進去，再評估 Hybrid 系統的改進。這些資料包含：EC bogus 的

資料、部份未同化的 AMSUA 衛星資料、今年氣象局加入的 IASI 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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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再看遠一點，則 Hybrid 系統則不僅能與 3DVAR 系統結合，將來還可與

4DVAR 結合，並且利用系集成員的概念取代 4DVAR 所需要的伴隨模式，並且在一

開始可以提供 4DVAR 一個與流場相依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此一方法則稱之為

Hybrid 4D-EnVAR。前面的 Hybrid 代表可以藉由 EnKF 系統之系集成員提供流場

相依的背景場誤差協方差，後面的 EnVAR 則表示可以利用系集成員提供時間上的

資訊，以取代 4DVAR 所需要的伴隨模式。幸運的是，GSI 的發展單位即 NCEP 也

正在 GSI 的架構上發展此一方法，因此中央氣象局未來可以繼續在 GSI 的系統架

構上不斷增進資料同化的能力，得到更佳的分析場，配合氣象局全球(CWB/GFS)

模式的改進，期待能有更好的預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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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錄一 

GSI 系統需要修正的程式，修正前與修正後如下所示。黑色部分為原有的程

式，紅色部分則為新增的部分，刪除線部分則為修改原程式的結果。 

 m_rerank.f90 包 含 其 中 rerank_2in1r4_, rerank_3in1r4_, 

rerank_4in1r4_, rerank_1in2r4_, rerank_1in3r4_, rerank_1in4r4_, 

rerank_2in1r8_, rerank_3in1r8_, rerank_4in1r8_, rerank_1in2r8_, 

rerank_1in3r8_, rerank_1in4r8_ 各函式，均需要修正： 

function rerank_2in1r4_(i2) result(i1) 
    implicit none 

   real(r_single),dimension(:,:),target,intent(in):: i2 
   real(r_single),pointer,dimension(:):: i1 
  interface 
   function rerank_hack_2in1r4_(ln,i2) result(i1) 

     use kinds, only: r_single,i_kind 
        implicit none 
        integer(i_kind),intent(in) :: ln 
        real(r_single),dimension(:,:),target,intent(in):: i2 
        real(r_single),pointer,dimension(:):: i1 
       end function rerank_hack_2in1r4_ 
    end interface 
      i1 => rerank_hack_2in1r4_(size(i2),i2) 
    i1(1:size(i2)) => i2 

end function rerank_2in1r4_ 
 

 ncepgfs_io.f90 

subroutine read_gfs(mype) 
… 
  use kinds, only: i_kind,r_kind 
  use gridmod, only: hires_b,sp_a,sp_b 
  use guess_grids, only: ges_z,ges_ps,ges_vor,ges_div,& 
         ges_u,ges_v,ges_tv,ges_q,ges_oz,& 
         ifilesig,nfldsig 
  use gsi_metguess_mod, only: gsi_metguess_bundle 
  use gsi_bundlemod, only: gsi_bundlegetpointer 
  use mpeu_util, only: die 
  use gridmod, only: lat2,lon2,nsig 
  implicit none 
 
  integer(i_kind),intent(in   ) :: mype 
 
  character(24) filename 
  integer(i_kind):: it,iret 
  real(r_kind),pointer,dimension(:,:,:):: ges_cwmr_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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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r_kind),target,allocatable,dimension(:,:,:) :: 
ges_cwmr_it_fx10 
  integer ii,jj,kk 
  allocate(ges_cwmr_it_fx10(lat2,lon2,nsig)) 
  ges_cwmr_it_fx10=0. 
   
!   If hires_b, spectral to grid transform for background 
!   uses double FFT.   Need to pass in sp_a and sp_b 
 
    if (hires_b) then 
… 
 
subroutine read_gfs(mype) 
… 
! Get pointer to could water mixing ratio 
 call gsi_bundlegetpointer 
(gsi_metguess_bundle(it),'cw',ges_cwmr_it,iret) 
 if (iret/=0) call die('READ_GFS','cannot get pointer to cwmr, iret 
=',iret) 
 
 write(filename,100) ifilesig(it) 
100   format('sigf',i2.2) 
 call read_gfsatm(filename,mype,sp_a,sp_b,& 
               ges_z(1,1,it),ges_ps(1,1,it),& 
               ges_vor(1,1,1,it),ges_div(1,1,1,it),& 
               ges_u(1,1,1,it),ges_v(1,1,1,it),& 
               ges_tv(1,1,1,it),ges_q(1,1,1,it),& 
               ges_cwmr_itges_cwmr_it_fx10,ges_oz(1,1,1,it),iret) 
 
 do kk=1,nsig 
  do jj=1,lon2 
   do ii=1,lat2 
    ges_cwmr_it(ii,jj,kk)=ges_cwmr_it_fx10(ii,jj,kk) 
   enddo 
  enddo 
 enddo 
 deallocate(ges_cwmr_it_fx10) 
 
… 
 
 
 ratlib.f90 

subroutine read_files(mype) 
… 
  allocate(time_atm(nfldsig,2),time_sfc(nfldsfc,2)) 
  allocate(time_nst(nfldnst,2)) 
  time_nst=0.0 
  if(nst_gsi > 0) then  ! nst application is an option 
     irec=i_missing 
     do i=0,max_file-1 
        write(filename,'(''nstf'',i2.2)')i 
        inquire(file=filename,exist=fexist) 
        if(fexist) then 
           nfldnst=nfldnst+1 
           irec(nfldnst) = i 
        e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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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do 
     if(nfldnst==0) then 
        write(6,*)'0 nst fields; aborting' 
        call stop2(170) 
     end if 
     allocate( fcst_hr_nst(nfldnst) ) 
     fcst_hr_nst(:) = irec(1:nfldnst) 
     !allocate(time_nst(nfldnst,2)) 
  end 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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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nKF 系統需要修正的程式，修正前與修正後如下所示。黑色部分為原有的

程式，紅色部分則為新增的部分，刪除線部分則為修改原程式的結果。 

 readsatobs.f90 

subroutine get_num_satobs(obspath,datestring,num_obs_tot,id) 
… 
 if(data_chan0(n)%qcmark < 0. .or. data_chan0(n)%errinv < 
errorlimit & 
                           .or. data_chan0(n)%errinv > errorlimit2 
& 
                           .or. indxsat == 0) cycle chan 
  if (associated(data_extra0)) then  
   if(data_extra0(1,n)%extra <= 0.001_r_kind .or.  & 
      data_extra0(1,n)%extra > 1200._r_kind  .or. & 
      abs(data_chan0(n)%tbobs) > 1.e9_r_kind) cycle chan 
  else  
    if(abs(data_chan0(n)%tbobs) > 1.e9_r_kind) cycle chan  
  endif  
nkeep = nkeep + 1 
… 
 
subroutine get_satobs_data(obspath, datestring, nobs_max, h_x, 
h_xnobc, & 

 x_obs, x_err, x_lon, x_lat, x_press, x_time, x_channum, 
& 

x_errorig, x_type, x_biaspred, x_indx,id,id2) 
… 
  iunit = 7 
  iunit2 = 17 
  lretrieval=.false. 
  npred_radiag=npred 
  lverbose=.false. 
  nobs = 0 
  nn = 0 
  twofiles = id /= id2 
  do nsat=1,nsats_rad 
… 
 
 
subroutine get_satobs_data(obspath, datestring, nobs_max, h_x, 
h_xnobc, & 

x_obs, x_err, x_lon, x_lat, x_press, x_time, x_channum, 
& 

x_errorig, x_type, x_biaspred, x_indx,id,id2) 
… 
  if(data_chan1(n)%qcmark < 0. .or. data_chan1(n)%errinv < 
errorlimit & 

                      .or. data_chan1(n)%errinv > errorlimit2 
& 
                           .or. indxsat == 0) cycle chan 
  if (associated(data_extra1)) then  
    if(data_extra1(1,n)%extra <= 0.001_r_kind .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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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_extra1(1,n)%extra > 1200._r_kind  .or. & 
      abs(data_chan1(n)%tbobs) > 1.e9_r_kind) cycle chan 
  else  
    if(abs(data_chan1(n)%tbobs) > 1.e9_r_kind) cycle chan  
  endif  
nkeep = nkeep + 1 
… 
 
subroutine get_satobs_data(obspath, datestring, nobs_max, h_x, 
h_xnobc, & 

x_obs, x_err, x_lon, x_lat, x_press, x_time, x_channum, 
& 

x_errorig, x_type, x_biaspred, x_indx,id,id2) 
… 
  x_errorig(nobs) = header_chan1(n)%varch**2 
  nn = nn + 1 
  x_err(nobs) = (1._r_kind/data_chan1(n)%errinv)**2 
  if (associated(data_extra1)) then  
    x_press(nobs) = data_extra1(1,n)%extra 
  else  
    x_press(nobs) = 0  
  endif  
… 
 
 read_diag.f90 

subroutine 
read_radiag_data(ftin,header_fix,retrieval,data_fix,data_chan,dat
a_extra,iflag ) 
… 
if (header_fix%iextra == 0) then 
!     read(ftin,IOSTAT=iflag) old_data_fix, data_tmp 
     read(ftin,IOSTAT=iflag) fix_tmp, data_tmp 
     if (iflag .ne. 0) go to 901  
else 
!     read(ftin,IOSTAT=iflag) old_data_fix, data_tmp, data_extra 
     read(ftin,IOSTAT=iflag) fix_tmp, data_tmp, data_extra 
     if (iflag .ne. 0) go to 901         
endif 
… 
endif 
901 continue  
deallocate(data_tmp, fix_tmp) 
     
end subroutine read_radiag_data 

 

 gridio_gfs.f90 

subroutine readgriddata(nanal,grdin,qsat) 
… 
if (sighead%idvc .eq. 0) then ! sigma coordinate, old file format. 
      ak = zero 
      bk = sighead%si(1:nlevs+1) 
else if (sighead%idvc == 1) then ! sigma coordinate 
      ak = zero 
      bk = sighead%vcoord(1:nlevs+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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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 (sighead%idvc == 2 .or. sighead%idvc == 3) then ! hybrid 
coordinate 
      bk = sighead%vcoord(1:nlevs+1,2)  
      ak = 0.01*sighead%vcoord(1:nlevs+1,1)  ! convert to mb 
else 
      print *,'unknown vertical coordinate type',sighead%idvc 
      call stop2(23) 
end if 
… 

 

 gridinfo_gfs.f90 

subroutine readgriddata(nanal,grdin,qsat) 
… 
if (sighead%idvc .eq. 0) then ! sigma coordinate, old file format. 
      ak = zero 
      bk = sighead%si(1:nlevs+1) 
else if (sighead%idvc == 1) then ! sigma coordinate 
      ak = zero 
      bk = sighead%vcoord(1:nlevs+1,1) 
else if (sighead%idvc == 2 .or. sighead%idvc == 3) then ! hybrid 
coordinate 
      bk = sighead%vcoord(1:nlevs+1,2)  
      ak = 0.01*sighead%vcoord(1:nlevs+1,1)  ! convert to mb 
else 
      print *,'unknown vertical coordinate type',sighead%idvc 
      call stop2(23) 
end if 
ptop = ak(nlevs+1) 
! When sighead%idvc = 1 (sigma vertical coordinate) , ptop should be 
specified. 
ptop = 1.0 
… 

 

 fftpack.f90 
subroutine i_factor ( n, ifac ) 
… 
 implicit none 
! 
  integer i 
  integer ifac(15) 
  integer j 
  integer n 
  integer nf 
  integer nl 
  integer nq 
  integer nr 
  integer ntry 
! 
  ifac = 0 
  ifac(1)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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