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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104) 計劃上半年的進度都在掌握範圍內，本計劃預計完成下列兩

項主要工作項目：1. 提升系統解析度相關測試：修改實驗相關執行流程，對應

至新的模式解析度(T511L60)，並且重新評估改變解析度後各項參數對系統之影

響，進行單點觀測資料測試和分析，以及相關參數的敏感性測試。2. 評估資料

同化系統預報結果：評估提升模式解析度後對預報結果的影響及測試系統的穩

定度，與先前的解析度進行平行測試實驗比較，並分析預報表現；平行測試實

驗期間至少為期一個月。 

上半年計畫的執行情況已完成第一點，包括將 hybrid 系統同化流程修改對

應至高解析度(T511L60)；完成兩種天氣系統的單點測試及實際觀測同化，並與

低解析度(T319L40)結果比較，評估提升解析度後的單點觀測對分析增量的影響；

修改局地化參數、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比重的敏感度測試；並與 3dvar 同化系統

的結果比較，確認結果合理。 

 

下半年度也已完成第二點，內容包括兩組夏季(2013/07)一個月的平行測試實

驗：a.比較提升解析度在 hybrid 系統同化流程下，高低解析度不同實驗的平行預

報結果表現，以及 b.評估在高解析度情況下，改變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之比例對

預報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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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前期(103)計畫已經協助 CWB/GFS 在 GSI-Hybrid 的系統架構下，完成了混

合式(Hybrid)資料同化方法相關測試，並擴充 additive inflation 的機制，藉由增

加 NMC-metho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添加系集擾動，使得 Hybrid 資

料同化系統更加完善。今年度(104)的整體目標，將延續此 GSI-Hybrid 的系統架

構，隨著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的更新而進行不同的環境測試及修改相關的設

定：包括提升系統及系集成員的解析度，以及進行相關參數的進一步敏感性測

試，評估提升解析度對整體預報的影響。 

 

本年度的計劃目標有兩大項目： 

 

1. 提升系統解析度相關測試：修改實驗相關執行流程，對應至新的模式解析度

(T511L60)，並且重新評估改變解析度後各項參數對系統之影響，進行單點觀

測資料測試和分析，以及相關參數的敏感性測試。 

2. 評估資料同化系統預報結果：評估提升模式解析度後對預報結果的影響及測

試系統的穩定度，與先前的解析度進行平行測試實驗比較，並分析預報表現；

平行測試實驗期間至少為期一個月。 

(一) GSI資料同化系統研究現況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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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資料同化方法而言，SSI 與 GSI 本質上均為三維變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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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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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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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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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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變數平衡關係的調合，

以減低因分析之質量場與風場間的不平衡而影響預報的表現程度。 

NCEP 於 2012 年 5 月正式上線作業版本的 GSI 系統新增了混成（Hybrid）

功能，它可以經由系集產品提供給背景誤差另外一個重要分項。系集背景誤差協

方差，透過變分資料同化求得最佳解的方式，使得所求得的最佳分析場同時具有

傳統變分資料同化以及 EnKF 資料同化的雙重優點，以達成混成的目的。 

(二) EnKF GSI-Hybrid 資料同化背景及現況 

近年來資料同化技術的發展與日漸進，混成(Hybrid)資料同化系統以變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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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計算出與流

動相關(flow-dependent)的系集背景場誤差協方差（ensemble-based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結合了變分法與 EnKF 方法之優點，因此被各國重點作業中心

（如 ECMWF 及 NCEP 等）視為進階同化系統的改進方向。而系集背景誤差協

方差，透過變分資料同化求得最佳解的方式，使得所求得的最佳分析場同時具有

傳統變分資料同化以及 EnKF 資料同化的雙重優點，以達成混成的目的。NCEP

於 2012 年 5 月正式上線作業版本的 GSI 系統新增了混成(Hybrid)功能，它可以

經由系集產品提供給背景誤差另外一個重要分項。 

一個完整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必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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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央氣象局現階段已建置完 Hybrid 資料

同化系統，在 101 年度完成了單點測試並得到預期的表現；其後，在 102 年度開

始進行部分的平行測試，亦取得了預期的成效；而 103 年則是更進一步的測試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相關調整，並且擴充 additive inflation 的機制，藉由增加

NMC-metho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添加系集擾動 (perturbation)的步

驟，使得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更加完善。而在接下來的發展目標則是更進一步

測試且改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如在本年度我們針對提升解析度完成部分比

較及參數敏感度測試。 

    在 EC bogus 以及作業用觀測資料之運用之部分，前年度中央氣象局測試的

Hybrid 相關實驗中，觀測資料已使用中央氣象局實際作業所用的資料，本年度也

延續這樣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部份為 CWB/GFS 資料同化過程中一直當作觀

測資料使用的 EC bogus 資料，在 CWB/GFS 的資料同化系統中，加入 EC bogus

能夠給予預報結果明顯改善。EC bogus 的作法是擷取 ECMWF 的分析場或預報

場，用於 CWB/GFS 流程中 post 或 major 的資料同化步驟。 

EC bogus 資料的內容，包含了：(1) 200 mb 層的 U、V 風場資料；(2) 5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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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重力位高度場，以及 U、V 風場資料；(3) 700 mb 層的相對濕度資訊，以及

U、V 風場資料；(4) 850 mb 層的溫度場及相對濕度場，和 U、V 風場資料；(5) 

海平面氣壓場資料。 

 (三) Hybrid 系統架構與程序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為變分同化系統與系集卡爾曼濾波器系統所結合而成。

本研究計畫延續中央氣象局與前幾個年度的研究計畫中一直所使用的 GSI 同化

系統作為主要同化系統，並搭配 NCEP 為了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所發展的 EnKF

系統。 

GSI-Hybrid 系統與 CWB/GFS 數值模式結合的流程可以下圖表示： 

 

圖 a：GSI-Hybrid 系統與數值模式結合的流程圖，黃色部份表示與 EnKF 相

關之系統或檔案，亦代表系集成員相關步驟。綠色部份代表與 GSI 相關之

系統或檔案，亦代表主要解析度的相關步驟。紫色部份則代表 recenter 程

序。(本圖取自 Hybrid variational-ensemble data assimilation 

(HVEDAS) Daryl T. Kleist (ppt) 24 Feb, 2011) 

首先，以舊有的 3DVAR 流程說起，一開始擁有主要解析度（同時相對於系

集成員，也是較高解析度）的模式預報場，作為資料同化的初始場，依此初始場

和觀測資料作為 GSI 系統的輸入，經過資料同化的步驟後，即可得到分析場。再

將分析場給予數值模式中，則可得到下個時間的預報場，並再與觀測資料輸入至

GSI 系統中，再得到下個時間的分析場，如此週而復始。 

若進一步到 Hybrid 流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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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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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觀測資料，同時還要包括各系集成員（較低解析度）的預報場（初始場），

以供 GSI-Hybrid 系統由中間擷取流場相依的背景誤差協方差。 

至於系集成員的流程部份，則如圖中的黃色部份顯示，各個系集成員的預報

場（初始場）與觀測檔案則輸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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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再與觀測資料輸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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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週而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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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加入上小節所提到的 additive inflation，

則必須在得到新的分析場後加入，作法如上小節所述；3. 在經過 EnKF 同化與

additive inflation 後，必須要抽換掉系集成員分析場的平均，此步驟稱為 recenter，

如流程圖中右邊的紫色部份顯示。作法是在得到分析場（未加入 additive inflation）

或得到經過 additive inflation 後的分析場後，以主要解析度的分析場經過降解析

度後，取代掉這些系集成員的平均。這樣的作法可以確保各系集成員經過好幾輪

的循環後，其平均場與發展方向不會離主要解析度的分析與預報場太遠。同時，

這樣的作法也稱之為 2-way 的 Hybrid 資料同化作法，而 1-way 的作法即是不做

recenter。 

 

二、 研究方法 

(一) 調整系統解析度設定 

現階段的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主要預報模式的水平解析度是 T319 而垂直

解析度為 40 層，各個系集成員的水平解析度為 T179，垂直解析度同樣為 40 層；

使用不同的解析度主要是為了節省計算資源以及相關的儲存空間，達到電腦資源

最佳應用之設定。 

    而 NCEP 在 2012 年亦有學者研究提出，除了初始條件可以改善預報結果之

外，增加解析度也被認為是改進預報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

將對於現行作業的解析度做進一步的提升，預計將水平解析度提高至 T511，而

垂直解析度增加至 60 層。為了對應未來全球預報模式的改進計畫，我們今年度

計畫亦針對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解析度的調整，包含了程式的修改以及改

寫相關流程的設定，必須調整所有的細節並確定運行無誤。 

(二) 評估提升系統解析度之影響 

    我們預計將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的主要預報模式的水平解析度提升至 T511，

同時提升系集成員的水平解析度至 T319，而垂直解析度皆提升為 60 層；即便在

一般的情形下，提升解析度後應可對預報系統能帶來預期的正面效益，但仍然需

要實際詳細的評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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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對於提升解析度的資料同化系統，必須先進行單點觀測的個案測試，以

及相關參數的評估；在確認結果合理無誤之後，我們也需要進行為期至少一個月

的平行測試，在上一年度中，夏季的預報整體表現較好，因此，優先考慮進行夏

季的預報測試，並評估提升解析度對預報整體的影響。 

(三) 建置 NMC-method 系集擾動之資料庫 

NMC-method 最主要的概念，是使用 48 小時的預報場與 24 小時的預報場相

減，得到該時間背景場誤差的特徵；而實際運用需要準備一整年的每一天所有預

報時間之 48 小時預報減 24 小時預報，建立長期資料庫，接著再從資料庫擷取該

預報時間前後各 40 天的資料，隨機排序後再將背景場誤差的特徵加入每一組系

集組員中，達到增加擾動的效果。 

    由於提升系集成員的解析度，所以在進行 NMC-method 系集擾動步驟時所

使用的資料庫，也需要重新建置；而 NMC-method 的資料庫的內容，是使用 48

小時的預報場及 24 小時的預報場差異，得到該時間背景場誤差的特徵，必須儲

存完整一年的資料。 

    系集成員的解析度將提升至 T319L60，但是現階段並沒有相關的解析度對應，

所以我們必須選擇兩種解決方式：(1)其一是將現行預報模式 40 層的垂直解析度

外差至 60 層；但外差有較高的風險，特別是 60 層對於模式頂層有更好的處理，

由 40 層外差可能會對頂層區域產生不良的影響。(2)其二是直接使用 T319L60 進

行一整年的預報，得到自行建立資料庫所使用的資訊，但缺點則是要花費長時間

及大量的電腦資源。而本年度是選擇直接使用 T319L60 進行一整年的預報來獲

得所需的擾動。 

    另外，未來若時間允許，將針對 NMC-method 系集預報 spread 的部分做更

深入的研究，像是測試以不同區域或變數挑選 NMC-method 資料庫所造成的預

報結果差異。 

(四) 相關參數敏感性測試 

    解析度增加後對於上兩年度的相關參數的測試結論，也可能會有所變化，特

別是垂直解析度增加，先前對於模式高層誤差相對偏大的問題或許能得以解決，

所以必須評估增加解析度後，這些相關參數是否有調整的必要。 

    同時提升系集成員的解析度，也關係了個別系集成員的分析場，而能否改善

整體系集成員的品質，以致於提升系集距平表現等等，都是值得我們未來研究的

方向。 

 

三、 具體成果 

(一) 高解析度同化系統測試及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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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的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主要預報模式的水平解析度是T319，垂直

解析度為40層，各個系集成員的水平解析度為T179，垂直解析度同樣為40層；

使用不同的解析度主要是為了節省計算資源以及相關的儲存空間，達到電腦資

源最佳應用之設定。除了初始條件可以改善預報結果之外，增加解析度也被認

為是改進預報的重要因素；因此，為因應未來全球預報模式的改進計畫，我們

針對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進行解析度的調整，包含了程式的修改以及改寫相關

流程的設定細節，將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的主要預報模式的水平解析度提升至

T511，同時提升系集成員的水平解析度至T319，而垂直解析度皆提升為60層；

即便在一般的情形下，提升解析度後對於預報系統能帶來正面的效益，但仍然

需要詳細的評估測試。因此，對於提升解析度的資料同化系統，必須進行單點

觀測個案的測試，以及相關參數的評估；在確認結果合理無誤之後，才能進行

為期至少一個月的平行測試。 

 

目前我們利用已建置完成的 GSI-Hybrid 同化系統，修改轉換至高解析度的

相關流程細節，做初步的測試，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個案測試、低解析度比

較、敏感度測試以及真實測試，嘗試瞭解並確認此系統之結果是否正確，也有

助於之後實際平行測試之分析。其中，第二部分是以前期計畫之低解析度

(T319L40)同化系統做相同單點變數的結果和高解析度結果比較，以了解提升至

高解析度(T511L60)同化系統對初始場所造成的變化及影響。 

 

a. 高解析度個案測試 

為了解高解析度GSI-Hybrid同化系統對於分析增量的表現，比較高解析度

3dvar及Hybrid的單點測試結果，相關資訊如表1.1。3dvar 同化實驗單純使用統

計的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資訊；Hybrid則是利用NMC-method 添加擾動，產製

36個系集成員，並且在同化過程使用包括靜態及系集成員的背景誤差協方差資

訊，這裡的高解析度Hybrid實驗設定是使用36個水平解析度為T319L60的系集成

員，且因為目前在作業上使用的比重系集背景誤差協方差比重設定為50%，因

而這裡選擇以50%的比重設定，兩組實驗之主要解析度皆為T511L60。 

 

在不同天氣系統下，同化觀測點對初始場造成的影響亦有所差異，因此設

計兩種不同天氣系統的單點觀測實驗，並添加不同觀測變數，比較在不同情況

下，3dvar 及Hybrid 同化系統的分析增量差異與合理性。 

 

DA system 3dvar GSI-Hybrid 

Background error cov. static static(50%)+ensemble(50%) 

No. of members N/A 36 

Member Reso. N/A T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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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Reso. T511 T511 

Vertical levs. 60 60 

表1.1 高解析度實驗設計組別。 

 

分別選擇鋒面和颱風二種天氣系統，表1.2所示為單點測試實驗設定，分為

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鋒面的溫度場觀測增量實驗，為放置一個溫度觀測增量

為1度C(觀測誤差0.6度C)的觀測於高度為850 mb且水平溫度梯度較大的位置

(47.5°N,15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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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蘇力(SOULIK )颱風做為

測試之天氣系統，做為風場(U)變數之單點測試實驗，於氣旋南方(17.5°N,130.0

°E)放置一個水平U風場的觀測，高度為850 mb，給予1 m/s的增量(觀測誤差0.6 

m/s)，換句話說就是嘗試給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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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variable Temperature U-wind 

Latitude / longitude 47.5°N / 159°E 17.5°N / 130°E 

altitude 850mb 850mb 

increment 1 degree C 1 m/s 

obs error 0.6 degree C 0.6 m/s 

strategy Large temp-gradient south of cyclone 

表1.2 單點測試實驗之設定差異。 

 

第一部分在鋒面的溫度觀測增量實驗中，比較 3dvar 及 Hybrid 的分析增量

結果，溫度場分析增量(圖 1.1a,b)在 Hybrid 有很明顯的流場相依(flow-dependent)

型態，與初始場溫度分布接近；3dvar 的分析增量則是均向性(isotropic)的同心圓

水平分布。另外，比較兩者的氣壓場分析增量(圖 1.1c,d)，結果顯示在 3dvar 實驗

中的增量範圍很小；Hybrid 的氣壓場分析增量則範圍明顯較大，與溫度分析增量

的分布較為相近，且會因環境風場的改變做質量場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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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T511L60 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 3dvar，下半部為 Hybrid 結果。

左半邊(a)(b)為溫度場分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溫度場(等值線)(oC)；右半邊(c)(d)為氣壓

場分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hPa)，箭頭代表水平風增量(m/s)。 

 

 

圖 1.2 T511L60 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 3dvar，下半部為 Hybrid 結果，

為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左半邊為溫度場分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溫度場(等值線)(oC)

的(a)(b)東-西剖面及(c)(d)南-北剖面；右半邊為氣壓場分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氣壓場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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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線)(hPa)的(e)(f)東-西剖面及(g)(h)南-北剖面。箭頭代表風的增量(m/s)。 

 

而分別從溫度的垂直東-西及南-北分析增量剖面來看(圖1.2a-d)，3dvar及

Hybrid皆是在低層有正的溫度分析增量，在高層(sigma層0.1-0.4)有負的溫度分

析增量；但是Hybrid在低層的增量範圍較小並且與初始溫度場分布相關，有沿

溫度梯度向西並向上傾斜的溫度增量，而高層的負增量幾乎沒有。另外，氣壓

的垂直東-西及南-北分析增量垂直剖面也顯示，Hybrid 的氣壓分析增量範圍較

3dvar大，且負的氣壓增量，也呼應南風、東風的分析增量(圖1.2e-h)。 

 

以風場分析的水平及垂直增量來看(圖1.3, 1.4)，加入單點溫度增量後因需

滿足靜力平衡及地轉風平衡，因而在此觀測點以上的壓力梯度會增加，地轉風

增強造成上層輻散；下層則為輻合，因而由觀測點以北上層會有西風增量，以

南有東風增量，下層相反。因此，3dvar的水平u、v分析增量直接呈現對稱的風

場增量型態；反觀Hybrid會考慮環境系統而給予一個合理的風場分析增量，所

以會呈現和3dvar差異較大的分布型態，在這裡的東風及南風有特別明顯且大範

圍的增量。 

 

圖 1.3 T511L60 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 3dvar，下半部為 Hybrid 結果。

左半邊(a)(b)為 u 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hPa)；右半邊(c)(d)

為 v 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箭頭代表水平風增量(m/s)。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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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T511L60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3dvar，下半部為Hybrid結果，為

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左半邊為u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

線)(hPa)的(a)(b)東-西剖面及(c)(d)南-北剖面；右半邊為v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

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的(e)(f)東-西剖面及(g)(h)南-北剖面。箭頭代表風的增量(m/s)。 

第二部分為颱風個案單點測試，從高解析度之風場(U)觀測增量實驗中，發

現 Hybrid 實驗能夠配合環境系統而給予一個較合理的風場分析增量，使得在一

個氣旋南方給予一個西風觀測增量，產生了流場相依的南風分析增量(圖 1.5d)，

進而影響到環流場，明顯看出 v 風場的分析增量呈現流場相依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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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Hybrid 實驗

在 u 風場的水平分析增量分布大致相似(圖 1.5a,b)，但使用 Hybrid 同化系統看得

出與流場相依的特徵，且修正了距離觀測點較遠的模式網格點(圖 1.5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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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3dvar 實驗之分析增

量的垂直結構不同(圖 1.6)，相較於 3dvar 實驗，Hybrid 同化系統似乎可以因為背

景流場而提供較多的訊息於分析增量。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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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T511L60 颱風個案 U 風場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 3dvar，下半部為 Hybrid 結

果。左半邊(a)(b)為 u 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hPa)；右半邊

(c)(d)為 v 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箭頭代表水平風增量

(m/s)。 

 

圖1.6 T511L60颱風個案U風場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3dvar，下半部為Hybrid 結果，

為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左半邊為u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

線)(hPa)的(a)(b)東-西剖面及(c)(d)南-北剖面；右半邊為v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

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的(e)(f)東-西剖面及(g)(h)南-北剖面。箭頭代表風的增量(m/s)。 

a) 

b) d) 

c) 

d) f) b) h) 

a) c)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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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低解析度個案測試 

雖然兩種解析度實驗之垂直層數以及NMC-method的資料庫皆不相同，無

法直接比較，但藉由比較高、低解析度的結果仍有助於我們理解其分析增量型

態的差異。低解析度Hybrid實驗設定是使用36個水平解析度為T179L40的系集成

員，系集背景誤差協方差比重同樣設定為50%，兩組實驗之主要解析度皆為

T319L40，如表1.3，至於單點測試的變數及位置則與高解析度設定相同，以便

於比較，詳細設定如上節表1.2。 

 

DA system 3dvar GSI-Hybrid 

Background error cov. static static(50%)+ensemble(50%) 

No. of members N/A 36 

`Member Reso. N/A T179 

Main Reso. T319 T319 

Vertical levs. 40 40 

表1.3 低解析度實驗設計組別。 

 

 同樣在第一部分為鋒面個案的單點結果，比較上一節 T511L60(圖 1.1, 1.2)

和 T319L40(圖 1.7, 1.8)溫度單點觀測增量在兩種同化系統造成的溫度及氣壓分

析增量，對 Hybrid 同化系統較為明顯的影響是：因為 T511L60 高解析度使用

的系集成員能掌握較細節的初始場資訊，使其分析增量隨流場變化較低解析度

更加明顯，也能夠在風場調整上有較好的表現，但兩者的增量分布型態大致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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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T319L40 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 3dvar，下半部為 Hybrid 結果。

左半邊(a)(b)為溫度場分析增量(色塊)(oC)與其初始溫度場(等值線)；右半邊(c)(d)為氣壓

場分析增量(色塊)(hPa)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箭頭代表水平風增量(m/s)。 

 

圖1.8 T319L40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3dvar，下半部為Hybrid結果，為

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左半邊為溫度場分析增量(色塊)(oC)與其初始溫度場(等值線)的

(a)(b)東-西剖面及(c)(d)南-北剖面；右半邊為氣壓場分析增量(色塊)(hPa)與其初始氣壓

場(等值線)的(e)(f)東-西剖面及(g)(h)南-北剖面。箭頭代表風的增量(m/s)。 

a) 

b) 

c) 

d) 

b) 

c) 

d) 

e) 

f) 

g)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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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至低解析度颱風個案之風場(U)觀測增量實驗，其增量與高解析度增量之

間有些許不同之處。例如，高解析度(圖 1.5d)比低解析度之風場(圖 1.9d)增量更

接近觀測點，表示高解析度能分析離觀測點更貼近且具有精細的尺度細節部

分。同樣地，在 u 風場分析増量的剖面(東-西及南-北)，低解析度(圖 1.10b,d)可

以比高解析度(圖 1.6b,d)分析更高層的垂直結構。 

 

圖1.9 T319L40颱風個案U風場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3dvar，下半部為Hybrid結果。

左半邊(a)(b)為u風場分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溫度場(等值線)；右半邊(c)(d)為v風場分

析增量(色塊)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箭頭代表水平風增量。 

 

a) 

b) d) 

c) 

d) f) h) b) b) 

a) c)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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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 T319L40颱風個案U風場單點測試結果。上半部為3dvar，下半部為Hybrid結果，

為分析增量垂直剖面圖。左半邊為u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場(等值線)

的(a)(b)東-西剖面及(c)(d)南-北剖面；右半邊為v風場分析增量(色塊)(m/s)與其初始氣壓

場(等值線)的(e)(f)東-西剖面及(g)(h)南-北剖面。箭頭代表風的增量(m/s)。 

 

c. 高解析度敏感度測試 

在使用Hybrid資料同化系統時，局地化參數(s_ens_h)的控制會影響同化觀測

所造成的影響範圍，若是參數設定範圍太大，會使得距離觀測點很遠的模式格點

也被修正；設定太小，又會侷限觀測影響範圍。另外，靜態背景誤差協方差及系

集背景誤差協方差的權重比例(beta1_inv)也對分析增量有所影響，因此，單點測

試實驗同樣針對這兩個重要參數做敏感度測試及分析。本實驗挑選與先前的單點

個案設定相同的鋒面個案溫度觀測增量實驗以及颱風個案的U風場觀測增量實

驗，進行改變兩種參數的敏感度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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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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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組實驗則依

此類推。 

 

由鋒面溫度單點實驗的溫度分析增量結果來看(圖1.11)，隨著beta_inv的減

少(系集背景誤差斜方差比重增加)，分析增量由均向性的同心圓增量漸轉變為

流場相依的增量型態，與初始場的溫度分布較為相近，但是從beta_inv=0.5開

始，西南邊逐漸產生負的溫度分析增量。另外，水平風場的分析增量受環境風

場影響的情形也較為明顯。 

 

而比較使用不同局地化參數(s_ens_h)的溫度分析增量，此參數數值越大，

分析增量的範圍就越大，不過位於觀測點中心附近位置的分析增量變化不大，

且使用靜態背景誤差時並不受到局地化參數的影響。而因為各觀測點影響的範

圍有限、還有系集成員的品質與數量不足所產生的樣本誤差問題，同化範圍大

的增量並不一定能正確反映真實大氣的情況，反而會增加較遠處的雜訊，所以

同化範圍不能太大。比較改變局地化參數為400 km, 800 km, 1200 km的增量範圍

顯示(圖1.11)，s_ens_h=400 km時，系集的分析增量會侷限在比3dvar增量結果還

小的範圍；s_ens_h=800 km時，所產生的溫度分析增量的範圍與3dvar的結果較

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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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鋒面個案溫度單點測試參數調整之敏感度結果，色塊代表溫度場分析增量

(oC)。參數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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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800 km、12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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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颱風個案 U 風場單點測試參數調整之敏感度結果，色塊代表 U 風場分析增量。

參數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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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局地化參數 km、1200 km。 

在颱風的U風場觀測增量敏感度實驗中(圖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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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靜態背景場誤差斜方差的比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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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減少，而使用系集背景誤差斜方差之比例逐漸增加，反映在分析增量上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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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組實驗結果得知，若背景場誤

差統計特徵只為靜態的，模式分析場將無法完整掌握這些地區的大氣資訊，而

Hybrid背景場誤差統計特徵導入了動態流場相關特性，可適時與不同時間之實

際大氣狀態互相呼應。 

 

隨著調整局地化參數由400 km增加至1200 km，分析增量的範圍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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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之系集分析增量(ensemble part analysis increment)只侷限在很小的範圍；若

是將局地化參數調整成1200 km，系集分析增量分布的距離太廣，一個觀測點提

供的修正資訊居然影響到很遙遠的模式網格，明顯不合乎真實大氣運動情況。

因此，局地化參數將選擇使用800 km，能得到較合適的分析增量分布。 

 

d. 真實測試 

在完成單點增量的測試之後，大致上可以由分析增量的結果看出 Hybrid 同

化系統與傳統 3dvar 同化結果的不同。因此，嘗試加入所有觀測資料來看這兩種

同化系統造成的分析增量差異，圖 1.13 分別為 T511L60 及 T319L40 在σ=11 層

的溫度分析增量結果。 

從低解析度(圖 1.13d, e)結果可以發現，Hybrid 在分析增量上呈現比 3dvar 更

多的細節結構，有可能 3dvar 單點溫度增量範圍較廣所致(如圖 1.11)，但是兩種

同化系統產生的增量分布大致上仍是很相似的；高解析度(圖 1.13a, b)結果也有

類似的情況，但較不明顯，圖 1.13c, f 也顯示，在低解析度時，兩種同化系統增

量有較大的差異。不過，此兩種同化系統在分析增量上的差異，對於預報表現所

造成的影響，還需要透過接下來一個月的平行實驗來驗證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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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全球真實個案溫度場分析增量(σ=11)。由上到下分別為3dvar,hybrid, hybrid減去

3dvar之結果；但左側(a)(b)(c)為高解析度(T511L60)結果，右側(d)(e)(f)為低解析度

(T319L40)結果。 

e. 小結 

 在溫度及風場的觀測增量實驗中，比較3dvar及Hybrid的分析增量結果，兩

實驗的分析增量皆在Hybrid有很明顯的流場相依型態；3dvar的分析增量則是均

向性的水平分布。3dvar的風場分析增量並不考慮實際背景流場做修正，而是用

統計的靜態背景誤差斜方差，因而無法真實描述誤差特徵，而Hybrid實驗能夠

配合環境系統而給予較合理的分析增量。 

b) 

c) 

e) 

f) 

a) d) 



21 
 

 溫度場及風場單點敏感度實驗結果顯示，隨著beta_inv的減少，分析增量由

均向性的增量漸轉變為流場相依的型態，與初始場分布較為相近。若背景場誤

差統計特徵只為靜態的，模式分析場將無法完整掌握這些地區的大氣資訊，而

hybrid背景場誤差統計特徵導入了動態流場相關資訊，可與不同時間之實際大

氣狀態相呼應。 

使用不同局地化參數的溫度分析增量，參數數值越大，分析增量的範圍就

越大，比較改變局地化參數的範圍顯示，參數為800 km時，所產生的溫度分析

增量的範圍與3dvar的結果較為相近，為較合適的分析增量分布。 

在真實測試中，兩種解析度的Hybrid 同化系統，產生的分析增量在全球分

布上一致，但Hybrid皆比3dvar的分析增量產生更多細節的資訊。不過，仍需再

以平行實驗的結果來驗證Hybrid同化系統的表現。 

 

(二) 高/低解析度平行測試及分析 

    在完成不同天氣系統的單點及敏感度測試之後，我們確認了高解析度同化

系統的分析增量分布及其隨不同參數的變化以及與低解析度的分析增量差異，

但是仍無法判定不同分析增量與高、低解析度系統的預報表現關係。所以接下

來我們以夏季一個月(2013/07)的平行測試檢視高、低解析度的預報表現，比較

實驗結果以及分析。 

    我們進行兩組平行測試實驗，兩組皆是Hybrid資料同化系統，使用36組

EnKF系集成員，並加入NMC-method擾動，調整靜態與系集背景誤差之權重參

數 (beta1_inv)為 0.5，觀測資料皆與作業相同，分別為高解析度(T5hyb50)及低

解析度(T3hyb50)的實驗，主要是用以檢視提高解析度對 Hybrid資料同化系統

的影響，兩實驗各項設定比較參照列表(表2.1)。 

     

實驗代稱 DA系統 系集組員 beta1_inv EC bogus 觀測資料 添加擾動 主解析度 

T5hyb50 Hybrid 36 (EnKF) 0.5 有 與作業同 NMC T511L60 

T3hyb50 Hybrid 36 (EnKF) 0.5 有 與作業同 NMC T319L40 

表2.1 本章節中兩組實驗的各項主要設定比較。 

 

a. 實驗結果分析 

    我們選擇較具有代表性的分層和資訊，在500mb上的高度場距平相關、

850mb上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和300mb上的風場均方根誤差的五天預報時序變化

(圖2.1)，分析兩組實驗在夏季(2013/07)的結果與預報表現；並用整體平均比較

兩組實驗分別在南北半球的表現(表2.2)。結果顯示，高度場距平相關在南北半

球兩實驗平均來說差異不明顯，隨時序變化各有優劣；而850mb溫度場的部

分，T5hyb50在北半球有較好表現，但在南半球時，卻在大部分的時間區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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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比T3hyb50有更大的誤差，這部分還需再做進一步的確認；至於300mb的風

場結果，兩實驗差異不大，但平均而言T3hyb50的誤差相對較小。 

 

 

圖2.1 兩組實驗(T5hyb50和T3hyb50) 一個月期間 (2013/07)五天預報的500mb高度場距

平相關、850mb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和300mb風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由上而

下)。a、c、e為北半球的結果；b、d、f為南半球的結果。 

 

 500mb -ACH  850mb –FRT 300mb –FRU 

NH  T5hyb50 0.835169 3.25775 9.24994 

T3hyb50 0.836526 3.34048 9.18207 

SH  T5hyb50 0.841389 4.0245 11.9822 

T3hyb50 0.840494 3.73823 11.7608 

表 2.2 為 2013/07 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 5 天預報 500mb 高度場距平相關、850mb 溫度場

均方根誤差和 300mb 風場均方根誤差之月平均比較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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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溫度場和風場在熱帶區域的表現(圖2.2)，T5hyb50的溫度場均方根誤差

整體來說皆較T3hyb50好，但是差異不大；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則是以T5hyb50較

大些，和南北半球的結果相差不多。 

    

a) b) 

c) d) 

e) f) 



23 
 

 

圖2.2 為兩組實驗在熱帶地區的五天預報850mb溫度場及300mb風場均方根誤差之時序

變化。 

        

 

圖2.3 為夏季(2013/07)在北半球(左)及南半球(右)在500hPa 高度場距平相關各預報時間

的平均值與差異圖，橫軸為預報時間。上圖紅色實線為T5hyb50，藍色實線為

T3hyb50；下圖藍色實線為T5hyb50減去T3hyb50的差異值，方框表示95%信心區間。 

 

    比較在南北半球夏季的每一日預報的月平均表現(圖2.3)，分析在500mb上

的高度場距平相關；結果顯示，預報結果在北半球區域一至四天時，T5hyb50

有相對較好的預報表現，但到第五天的預報分數就稍微比T3hyb50差一些些；

而在南半球區域則是在一至五天預報，T3hyb50都有相對較好的預報表現，且

兩者差異皆能通過95%的信心區間。在南北半球區域在一至五天的預報表現，

兩實驗正好呈現相反的趨勢，在第五天的預報結果反而差異不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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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兩組實驗在夏季垂直各層南北半球的預報表現，五天預報高度場距平

相關的結果(圖2.4a, b)：北半球的部分在100mb以上，T3hyb50有明顯較好結

果；在150mb至200mb區間則是T5hyb50表現較為突出，但對照同一區間的溫度

及風場均方根誤差，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而在南半球區域的垂直變化，兩

實驗間的差異較不明顯，不過在200mb至400mb的區間內，T3hyb50有相對較好

的表現，同時也可對應至這段區間內有較小的溫度及均方根誤差。 

 

    而從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圖2.4c, d)中我們能明顯看到，T5hyb50在北半球

100mb至300mb誤差明顯比T3hyb50大，至70mb以上皆小於T3hyb50；南半球也

有類似的趨勢，除此之外，在南半球T5hyb50平均除高層之外，溫度場誤差皆

較T3hyb50大。比較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圖2.4e, f)，T5hyb50在南北半球70mb以

上皆有較小的誤差，以下則反之。比較各圖的差異分布，可以發現在100mb以

下，高解析度結果呈現較大的偏差，但在100mb以上，高解析度卻相對皆有改

善的情況。另外，在熱帶地區的預報表現(圖2.5)，T5hyb50的溫度場、風場的均

方根誤差也是在高層70mb以上較小；在100-300mb附近卻有明顯較大的誤差，

和南北半球垂直平均分布有相似的結果。 

 

    結果顯示，使用Hybrid資料同化系統在高、低解析度實驗於夏季的預報表

現，平均而言T3hyb50呈現較T5hyb50好一些的分數表現，但是明顯在高層時，

T5hyb50呈現對預報誤差有較好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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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為兩組實驗垂直各層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及風場的均方根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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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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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圖。右側則是代表 T5hyb50 和 T3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圖2.5 為兩組實驗在熱帶地區垂直各層的5天預報溫度場及風場的均方根誤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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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hyb50和T3hyb50實驗差

值之95%信賴區間。 

e) f) 

c) d)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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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兩實驗在緯向平均垂直各層溫度場及風場的5天預報減去分析場的結

果，以及和NCEP的結果對照(圖2.6)，兩組實驗因為使用了不同版本的預報模

式，預報偏差的區域分布其實不太相同。在溫度場的部分，T5hyb50雖然在南

極上層的暖偏差減少了，但是在其他區域都比T3hyb50有較大的偏差，可能因

為高解析度較能夠解析細節部分的變化情況。不過比較特別的是在南極極區近

地附近出現明顯的暖偏差，是在前期低解析度實驗計畫的結果中，在夏季半球

才會出現的情形，對照850mb風場誤差的時序變化(圖2.1)，這部分可能是造成

T5hyb50在南半球誤差明顯的來源。在風場的部分，與NCEP的表現比較，最明

顯的差異集中在高層，T5hyb50的表現較弱。 

 

 
圖2.6 為夏季兩組實驗和NCEP的5天預報減去分析場在垂直各層的溫度場及風場之緯

向平均差異量垂直分布。圖a、c、e依序為NCEP、T5hyb50和T3hyb50之溫度場垂直分

布。圖b、d、f依序為NCEP、T5hyb50和T3hyb50之風場垂直分布。 

 

    針對在垂直緯向剖面圖看到的結果分析(圖2.6)：(1)因T5hyb50實驗在南極

極區近地附近出現明顯的暖偏差，以及對照850mb溫度場誤差之時間序列(圖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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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在整個月都有明顯較大誤差，因此，我們另外檢視兩實驗的溫度場預報

誤差在850mb的全球分布差異，結果發現集中在南緯60-90度之間的暖偏差分布

在全球高緯區域 (圖2.7a)，且對照下節T5hyb25的結果，在低層的高緯地區也有

類似的現象(圖3.6)，但T3hyb50實驗並無此現象，推測可能因為不同版本的預報

模式而造成此差異。(2)針對在T3hyb50實驗中看到的南極高層附近的暖偏差，

比較在30mb上的溫度及風場預報減去分析場的差異水平分布(圖2.8)，結果顯示

在全球的高層，T5hyb50的溫度、風場偏差都較小，而T3hyb50則是在高層南緯

60-90度之間及全球都有明顯的溫度及風場偏差。 

 

圖2.7 兩組實驗(T5hyb50和T3hyb50)在850mb上，各自五天預報場分別減去分析場的結

果，時間為夏季(2013年07月)的平均。a、b為T5hyb50實驗，c、d為T3hyb50實驗，e、f

為NCEP結果，圖左為溫度誤差，圖右為風場誤差。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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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兩組實驗(T5hyb50和T3hyb50)在30mb上，各自五天預報場分別減去分析場的結

果，時間為夏季(2013年07月)的平均。a、b為T5hyb50實驗，c、d為T3hyb50實驗，e、f

為NCEP結果，圖左為溫度誤差，圖右為風場誤差。 

 

b、小結 

    由夏季一個月的結果，我們發現兩組不同解析度的Hybrid實驗是以T5hyb50

在高層皆有較小的溫度及風場誤差，但是同時對照卻發現在低層有較大的溫度

偏差問題存在；而T3hyb50則相反，在高層有明顯的溫度和風場誤差。 

    兩組實驗造成的預報分數表現結果整體而言差異不大，但是以平均來看，

T3hyb50的低解析度實驗呈現較好的結果，顯示T5hyb50雖然改善了高層的誤

差，但是在低層仍有其他影響因素，造成整體預報表現的分數改善不大。 

    在本節的高低解析度實驗比較中，存在了水平、垂直解析度及預報模式不

同的變因，因而無法釐清兩種解析度差異的真正問題，也無法顯現提升解析度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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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效應，因此在高解析度的Hybrid資料同化系統中，尚有許多可以調整的

部份。 

 

(三) 高解析度權重函數(beta1_inv)調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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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選擇最適當的比重，進

行了接下來的平行測試。 

a.實驗設計 

    我們調整二組權重函數(beta1_inv)實驗測試，分別為 0.25 和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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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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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組實驗則依此類推。 

    本實驗我們單純使用 EnKF 所產生的系集組員條件下，選用 beta1_inv 為 0.25

及 0.5二組權重函數來分析系集組員的品質，檢視觀測資料是否能正確發揮效用。

二組實驗的代稱為 T5hyb25 (beta1_inv 為 0.25)和 T5hyb50 (beta1_inv 為 0.5)，將

此二組實驗進行一個月(2013 年 7 月)的平行測試。 

 

實驗代稱 DA系統 系集組員 beta1_inv EC bogus 觀測資料 

T5hyb50 Hybrid 36 (EnKF) 0.5 有 與作業同 

T5hyb25 Hybrid 36 (EnKF) 0.25 有 與作業同 

表 3.1 本章節中兩組實驗的各項主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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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二組實驗(T5hyb50 和 T5hyb25)一個月期間 (2013 年 7 月)的 500mb 高度場距平

相關、850mb 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和 300mb 風場時間序列圖(由上而下)。a、c、e 為北

半球的結果；b、d、f 為南半球的結果。 

 

a.實驗結果分析 

分析二組實驗在南北半球的 5 天預報 500mb 高度場距平相關、850mb 溫度

場的均方根誤差和 300mb 風場時間序列圖的預報表現(圖 3.1)；在南北半球二組

實驗的差距甚小，在不同的時間個案表現也都是互有優劣，從 5 天預報 500mb 高

度場距平相關的結果上來看，發現以 T5hyb50 的預報表現較 T5hyb25 更好一些，

北半球區域有超過 0.01 的提升；南半球區域也提升 0.05 左右。 

    比較二個實驗的 850mb 溫度場及 300mb 風場(圖 3.1)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變化，與 500mb 高度場相關距平的結果對照，二組實驗的差距也是非常小，北

半球 850mb 溫度場均方根誤差的差距約 0.04 左右，300mb 風場均方根誤差的差

距僅在 0.5 以內；而南半球的部分則有顯著的差異，850mb 溫度場均方根誤差的

差距約 0.2 左右，300mb 風場均方根誤差的差距約在 1.0；整體上是以 T5hyb50

的預報表現較佳。 

 

 500mb -ACH  850mb -FRT 300mb -FRU 

NH  T5hyb50 0.835169 3.25775 9.24994 

T5hyb25 0.82173 3.3022 9.46235 

SH  T5hyb50 0.841389 4.0245 11.9822 

T5hyb25 0.79123 4.20743 12.9854 

表 3.2 為北半球和南半球的 5 天預報 500mb 高度場距平相關、850mb 溫度場均方根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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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和 300mb 風場均方根誤差之月平均比較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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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地區的 850mb 溫度場及 300mb 風場的均方根誤差(圖 3.2)，與南北半球

的情形類似，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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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mb 溫度場的差距僅在 0.01 以內，300mb 風場均方根誤差在二組實驗間的差

距也只有 0.04，顯示二組實驗對於熱帶地區的預報表現相差甚小。 

 

 

圖 3.2 為二組實驗(T5hyb50 和 T5hyb25)一個月期間在熱帶地區的(a)850mb 溫度場及

(b)300mb 風場之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的結果。 

 

TP 850mb -FRT 300mb –FRU 

T5hyb50 1.5074 5.74846 

T5hyb25 1.50928 5.79043 

表 3.3 為熱帶地區的5天預報850mb溫度場和300mb風場均方根誤差的月平均比較，紅

色標記則是預報表現較佳的實驗。 

 

再比較500hPa高度場距平相關在各預報天數間之二實驗的差異， T5hyb50 

與 T5hyb25相比，其ACH 隨著預報天數越來越差，無論在南、北半球高度上

都有此現象。對照南、北半球的結果發現 T5hyb25相較於 T5hyb50表現較差，

尤其南半球可明顯看出T5hyb50改善的程度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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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北半球(左)及南半球(右)在500hPa 高度場距平相關各預報時間的平均值與差異

圖，橫軸為預報時間。上圖紅色實線為T5hyb50，藍色實線為T5hyb25；下圖藍色實線

為T5hyb50 減去T5hyb25 的差異值，藍色方框表示95%信賴區間。 

 

除此之外，我們也對照垂直各層分布的結果，二組實驗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

平相關在南北半球垂直各層的分布情形(圖 3.4)，不論南北半球皆是 T5hyb50 的

表現較好，尤其在 70mb 以下更為明顯；接下來從溫度場的均方根誤差，我們可

以知道 T5hyb50 溫度場均方根誤差在北半球垂直各層都比 T5hyb25 小，而南半

球只有高層(20mb 以上) 以 T5hyb25 的表現較好，整體來說，T5hyb50 的溫度場

均方根誤差小於 T5hyb25，也就是靜態背景場誤差協方差比重較大的 T5hyb50 有

較好的表現。另外，風場均方根誤差的垂直分布，在北半球二組實驗(T5hyb25 及

T5hyb50)的預報各有好壞，其結果皆是 T5hyb50 的誤差較小。熱帶地區的溫度場

均方根誤差在 100mb 至 1000mb 間極為相似(圖 3.5)，但在高層以 T5hyb25 的預

報較好，而風場均方根誤差的差異不大，整體來說是 T5hyb50 的結果比 T5hyb25

來的好，尤其是 300m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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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為二組 bata 實驗垂直各層的 5 天預報高度場距平相關、溫度場及風場的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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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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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圖。右側則是代表 T5hyb25 與 T5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圖 3.5 為二組 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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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hyb25 與

T5hyb50 實驗差值之 95%信賴區間。 

 

若分析緯向平均垂直各層溫度場及風場之差異量， T5hyb50 實驗與 NCEP

和 T5hyb25 實驗與 NCEP 之差值可看出二者溫度場之差值分布類似，皆有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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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冷、下層偏暖的情況；再比較二個實驗(T5hyb50 和 T5hybC25)與 NCEP 之風場

的差值， 可以發現二者分布明顯不同，T5hyb25 實驗與 NCEP 之差異量在南緯

60 度至 90 度區間為暖偏差區，但 T5hyb50 實驗與 NCEP 之差異量則沒有此現

象。 

 

 

圖 3.6 為 NCEP 和二個實驗(T5hyb50 及 T5hyb25)和的 5 天預報減去分析場在垂直各層

的溫度場及風場之緯向平均差異量垂直分布。圖 a、c、e 依序為 NCEP、T5hyb50 實驗、

T5hyb25 實驗之溫度場垂直分布。圖 b、d、f 依序為與 NCEP、T5hyb50 實驗、T5hyb25

實驗之風場垂直分布。 

 

b.小結 

    我們評估二組實驗 (T5hyb25 和 T5hyb50)在南北半球的預報結果得知

T5hyb50 實驗的表現比 T5hyb25 來的更好，而在熱帶地區二實驗之預報表現則相

當接近，最終是以 T5hyb50 實驗的結果在整體表現上比 T5hyb25 實驗更好一些。

這二組實驗的差別只在於權重函數的調整，T5hyb50 實驗的靜態和動態背景場誤

差協方差的權重函數(beta1_inv)比重各半，而這樣的調整方式在本實驗中的



35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中有較好的預報表現。 

 

    從目前的結果來看，使用過多來自系集成員的背景場誤差權重，卻沒有得到

較好的結果，之後，也會檢視系集成員之好壞，嘗試使用不同來源的系集成員或

回頭檢視所使用系集成員的可能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方向。而調整 beta1_inv

為 0.5 是我們初步選擇最適當的參數，接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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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善此資料同化系統。 

 

(四) 系集散度分析 

系集平均 (ensemble mean)和各系集成員的距平(perturbation)兩個分量

(component) 用以描述一組系集的特徵，然而各個系集發散的程度，可透過計

算標準差來定量地表示。以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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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k，由系集背景誤差估計之分析增量為∑ (αk。𝐱k
e)K

k=1 ，αk則可被視為每個系集

成員的權重，𝐱k
e則是各系集成員的距平。 

J(𝐱f
′ , α) = 𝛽𝑓

1

2
(𝐱f

′)
T
B
−1(𝐱f

′) + 𝛽𝑒
1

2
(α)T𝐋−1(α) +

1

2
(𝐲o

′ − H𝐱t
′ )
T
𝐑−1(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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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𝐱t
′ = 𝐱f

′ + ∑ (αk。𝐱k
e)K

k=1   

1

𝛽𝑓
+

1

𝛽𝑒
= 1 

𝛽𝑓, 𝛽𝑒 分別為靜態背景誤差與系集背景誤差之權重函數，𝐱t
′為總分析增量 (靜

態背景誤差協方差與系集背景誤差協方差所估計之分析增量)，αk為延伸控制變

數，𝐱k
e為系集距平，𝐋 相關矩陣(局地化系集距平)。 

 

    在前節實驗中，調整增加系集背景誤差協方差的比重並沒有對實驗帶來明

顯的正面效應，因此，本節以實驗中系集距平的表現，與先前的分析結果進行

對照及討論，希望能了解系集成員在實驗中造成的可能問題。 

 

    對平行測試實驗，在系集散度上的表現進行討論及結果分析。Beta1_inv 權

重函數是調整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中靜態及動態背景場誤差的百分比權重，而

T5hyb50 及 T5hyb25 兩組實驗的設定差異，僅在於不同的權重函數。在前期計

畫結果中顯示，不同 Beta1_inv 權重函數對系集散度的影響並不大，在本節討

論中，除了再次確認這樣的結論以外，也分析 Beta1_inv=0.25 這組實驗的散度

分布情形，進一步了解在前節分析中 T5hyb25 實驗結果較差的可能原因。 

 

    討論溫度場及風場散度的緯度垂直分布情形，兩組實驗的平均的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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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無論是分布情形或是數值大小都是非常相近，主要的系集散度多集中

在噴流區域，另外注意到兩組實驗的溫度在頂層都有明顯的散度分布，風場也

有類似現象但不明顯，比較兩者是以 T5hyb25 有略大的散度分布。因此，我們

針對 T5hyb25 實驗，以不同的平面層檢視溫度及風場系集距平的分布(圖 4.2)，

發現在模式頂層南半球有相當大的溫度系集散度，風場也在模式頂層南半球有

相對較大的散度，推測我們在納入更多系集成員的訊息之後，模式頂層過大的

系集散度可能對模式的分析及預報有所影響。 

 

 

圖 4.1 為兩組實驗溫度場及 U 風場散度的緯度平均分布，時間是 2013 年 07 月平均，

圖左為 T5hyb25，圖右為 T5hyb50 的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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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為 T5hyb25 實驗不同 sigma 分層(由下至上分別為 1, 10, 30, 40,59 層)的系集散

度水平分布情形，時間是 2013 年 07 月平均，圖左為 u 風場結果，圖右為溫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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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本年度的計畫的主要內容，是將 EnKF GSI-Hybrid 同化系統解析度配合氣

象局未來提升解析度的作業發展，修改實驗相關執行流程，將同化系統由

T319L40 提升至 T511L60 對應的解析度，並進行 T511L60 同化系統的評估與測

試。在本年度的測試實驗中，除了單點觀測資料測試和分析外，並以夏季

(2013/07)一個月的平行測試，搭配系統參數的改變來比較分析提升解析度的結

果。 

 

    在單點測試實驗中，3dvar的風場分析增量並不考慮實際背景流場做修正，

而是用統計的靜態背景誤差斜方差，因而無法真實描述誤差特徵，而Hybrid實

驗能夠配合環境系統而給予較合理的分析增量。另外，隨著beta_inv的減少，分

析增量由均向性的增量漸轉變為流場相依的型態，與初始場分布較為相近；使

用不同局地化參數的溫度分析增量，參數數值越大，分析增量的範圍就越大，

參數為800 km時，所產生的溫度分析增量的範圍與3dvar的結果較為相近，為較

合適的分析增量分布。在真實測試中，兩種解析度的Hybrid 同化系統，產生的

分析增量在全球分布上一致，但Hybrid皆比3dvar的分析增量產生更多細節的資

訊。其後，我們以平行實驗的結果來驗證其表現。 

 

    在高、低解析度單點的測試中，兩者呈現類似的增量分布，只是高解析度

會呈現較細節的結果。而在夏季一個月的平行測試結果顯示，高解析度實驗在

高層有比低解析度較好的誤差修正，但是整體分數和低解析度結果差異不大，

反而以低解析度的平均結果較好。未來將針對冬季一個月做平行測試，以檢視

在不同季節造成的結果差異。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其中一項重要的權重參數，就是調整靜態及動態背景

場誤差的百分比；我們選擇 25%和 50%的靜態背景場誤差進行敏感性的測試，

最終無論是南北半球的預報表現，都是 50%有較好的結果，也表示當我們增加

了各種的觀測資料時，或許有重新評估的必要性。此外這也說明一點，系集成

員的品質若不夠好，則不適合使用過多來自系集成員的背景場誤差權重，所以

我們的系集成員來源及品質也許都有再改善的空間。 

 

     從實驗結果分析，也發現我們的系統存在一些尚須解決的問題。以下則是

列出未來需要改進的地方：未來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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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個。而根據 NCEP 學者的經驗，他們建議

EnKF 所使用的系集成員應再增加一倍。想藉由增加系集組員數量的實驗，嘗

試使用較大的系集數目，進而得到更好的分析場，因此，未來考慮增加一倍

EnKF 系集成員的成員數，總共是 72 個成員數做測試。另外，由於我們發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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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spread 過大的情形，為了減少高層 spread 過大造成對分析與預報的影響，接

下來可以調整垂直層權重，針對高層降低權重的方向做進一步的調整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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