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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臺灣四周環海，舉凡國防、貿易、漁業、天然資源、民生及救災等
規劃，皆仰賴充足的海流觀測資料及完善的即時監測系統。在國際
上運用岸基高頻雷達（CODAR）測量近岸表面海流的發展已逾三十年
，其基於布拉格散射現象原理（Bragg scattering）來測量海洋表
面海流之流速與流向，所量測之海流資料廣受海洋研究人員認可與
採用。我國海軍司令部及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TORI）自民國
98年起，在臺灣沿海設置了共計17座的海洋雷達岸基雷達測流系統
（Taiwan Ocean Radar Observing System, TOROS），迄今已可提
供環臺表面海流近即時資訊。然而受限於雷達觀測技術，海洋內部
流場資料仍無法取得。傳統的海洋內部流場資訊需仰賴錨錠式或船
載式海流儀等，受限於人力及經費需求、或惡劣天氣不易出航等因
素，要藉由傳統觀測方法取得大範圍且連續的海洋內部流場資訊實
屬不易。相較之下，海洋資料同化模式具有不受外部環境影響、建
置及維護經費較低廉等特性。其可提供符合物理動力過程的海洋內
部資訊、並藉由合適的資料同化技術將觀測資料投影至數值模式內
部而增強其精準度。有鑑於海洋內部流場的即時評估對於我國各項
發展有重要價值，申請人規劃在未來三年內使用合適的海洋資料同
化技術、結合數種海表面觀測資料包含岸基雷達測流系統、海表面
浮球、錨錠式或船載式海流儀等，來建置可即時評估臺灣周遭海洋
內部流況的數值模式資料同化系統。並與海軍大氣海洋局合作，將
海洋模式資料同化系統轉移至海軍作業系統運作，增進我國既有的
海流觀測能量。

中文關鍵詞： 岸基高頻雷達、海表面風、資料同化方案、最佳化內插方法、物理
空間統計分析系統、艾克曼螺旋理論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chemes for assimilation of observed surface ocean currents
into a hydrodynamic model for seas around Taiwan. The
observed near-surface (~1m) ocean currents are derived from
High-Frequency radars (Coastal Ocean Dynamics Applications
Radar, CODAR). The proposed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for
the two-dimension surface currents is based on the
Physical-space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PSAS), which
operates directly in physical space. Preliminary twin
experiments show that a known ocean state can be reproduced
by the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of the PSAS. In addition to
the scheme that only assimilates surface current data into
the surface layer of the model, alternative scheme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for projecting surface information into
subsurface layers. These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s are
mainly based on dynamical inference methods. The CODAR-
derived current data assimilation technique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pseudo-shearing stress over the surface
layer of the model. This pseudo-shearing stress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del-predicted velocities and
the velocities observed by the CODAR. The statistical
validation of the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s will be tested



in this project. The assimilation results will be compared
with available in-situ hydrographic data and limited
subsurface mooring measurements.

英文關鍵詞： Coastal Ocean Dynamics Applications Radar（CODAR）, sea
surface wind,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optimum
interpolation, Physical-space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PSAS）, Ekman spiral theory



二、計畫內容與成果說明 

    在前期的研究項目中，我們將上層海洋流場同化技術應用於臺灣周邊海域及

日本南方海域的同化試驗，用以確認同化技術的參數設定及建置符合開放大洋及

近岸海域的適用性。在本期研究關注於將臺灣海洋雷達觀測系統（Taiwan Ocean 

Radar Observing System, TOROS）的沿海海洋動態應用雷達（Coastal Ocean 

Dynamic Application Radar, CODAR）海流資料進行同化試驗。CODAR數據由臺

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提供，具備連續性觀測臺灣週遭表面海流的特性，適合搭配

同化技術用以改善海洋即時預報模式。我們的同化成果顯示，應用 CODAR表面

海流資料經同化處理之後、可使 HYCOM 海洋模式的次表層流場模擬結果更符

合 Sb-ADCP的觀測海流。 

2.1 背景 

    在民生休憩，礦產資源，貿易和國防安全方面，沿海海洋流況是最需重視的

研究領域之一。儘管科技進步，但對於測量和模擬沿海海流仍十分艱鉅。架設及

維護錨定陣列既困難且昂貴，巡航船測仰賴適宜的天氣及足夠的人物力支援，而

海洋模式的運作需高分辨率和準確的邊界條件等需求，這些對沿海海流探測及預

報帶來巨大挑戰。近年來，可連續監測大範圍洋流的岸基高頻（HF）雷達系統的

不斷發展、為改善海流探測及預報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Paduan & Shulman, 

2004）。 HF雷達系統使用 3至 30 MHz的無線電波來量測海流，並可繪製從海

岸往外延伸 60 km的流況，其空間解析度約為 1至 3 km（Graber et al., 1997）。

在使用較高頻率進行測量時（如 5 MHz）時，一些岸基雷達系統可能會達到 200 



km的範圍，但是空間解析度會降低至 5-10 km（Barrick, 2003）。與時常旋轉以確

定方位的微波天線相比，高頻雷達的接受天線為保持靜止，其量測的海面洋流方

位依賴兩種方法進行確認：測向（direction-finding）雷達系統與波束賦形（beam-

forming）雷達系統（又稱相控陣列雷達）（Roarty et al., 2019）。其中常見的測向

雷達如 SeaSond 的沿海海洋動態應用雷達（Coastal Ocean Dynamic Application 

Radar, CODAR）為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Taiwan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ORI）

的臺灣海洋雷達觀測系統（Taiwan Ocean Radar Observing System, TOROS）採用

的雷達類型。TOROS系統建置於 2009年並於 2015年完成環台雷達站點設置，

總計包含 12個 5MHz測站以及 6個 13/24 MHz測站。此外於 2017年於屏東枋

寮設置 13MHz 測站用以改善屏東沿海至小琉球之間的海流觀測，以及 2018 年

於澎湖白沙設置 5MHz測站用以改善離岸風電的海流常時監測。 

    岸置高頻雷達的應用為連續觀測臺灣周圍的表面海流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

案。然而，由於雷達技術的局限性，仍難以實現對海洋內部流場的大規模連續

觀測。大規模連續海洋內部流場數據的收集和預測主要依靠海洋數值模式。雖

然海洋模式的時空解析度和正確性的與時俱進，與測量結果相比仍有改進的空

間。藉由高頻雷達提供的觀測數據進行海洋模式的資料同化，是當前國際發展

近岸海洋流場數值預報的重心之一（Roarty et al., 2019）。高頻雷達觀測能提供

給資料同化的物理量除了海表面流場（Paduan & Shulman, 2004）之外也包含了

波浪（Waters et al., 2013）、海表面風（Kirincich, 2016; Wyatt, 2018）等等。這

些物理量的同化處理對於改善海洋模式準確度有重要幫助。例如 Paduan and 

Shulman（2004）的研究指出，藉由將 CODAR表面海流資料同化至海洋數值模

式可改善模擬誤差。 



    本期研究使用基於 Paduan and Shulman（2004）的次表層投影同化技術來

將 CODAR海流數據同化至 HYCOM再分析數據。結果顯示 HYCOM與 Sb-

ADCP觀測數據之間的差異明顯減少，使 HYCOM的模擬結果更接近於觀測。 

 

圖 1，臺灣海洋雷達觀測系統之測站地理位置（方框）以及觀測範圍（粉色）。

圖片提供自 TORI

（https://www.tori.narl.org.tw/TORI_WEB/CTORI/Core_Facility/CODAR/)。 

https://www.tori.narl.org.tw/TORI_WEB/CTORI/Core_Facility/CODAR/


 

2.2 研究成果 2.2.1 CODAR同化技術架構 

    三組海流資料被應用於CODAR同化模式，包含CODAR岸基雷達、HYCOM

再分析資料以及Sb-ADCP船測資料。其中CODAR資料時間範圍為2013年1月至

2017年2月，HYCOM再分析資料（Glbv0.08）的時間範圍為1994年至2015年，Sb-

ADCP的資料範圍為1991年至2013年3月。本研究選取三組資料皆有數據的期間，

1993年1月至1993年3月，進行CODAR海流資料同化試驗，共計有25341筆Sb-

ADCP剖面資料被用來執行同化（圖2）。另CCMP衛星觀測風場資料被應用來計

算艾克曼深度。CODAR同化技術架構改良自Paduan and Shulman（2004），其主

要方程式為： 

𝛿𝑢(𝑧) = 𝑒𝑥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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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𝑒
) [𝛿𝑢𝑠 𝑐𝑜𝑠 (−

𝑧

𝐷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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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𝑢為東西向流速、𝑣為南北向流速、𝑧為深度、𝐷𝑒為艾克曼深度。𝛿𝑢𝑠為CODAR

與HYCOM海表面東西向流速之間的差異，𝛿𝑣𝑠則為南北向流速的差異。

𝛿𝑢(𝑧)為東西向海流修正項、𝛿𝑣(𝑧)為南北向海流修正項，艾克曼深度計算公

式根據Stewart（2008）為：  

𝐷𝑒 =
7.6

√sin|𝜑|
𝑈10                           （3）  

其中𝜑為緯度，𝑈10為海表面10米高的風速。  



    同化前置處理為將CODAR以及HYCOM海流資料線性內插至

Sb-ADCP觀測點的經緯度，HYCOM海流資料再進一步線性內插至

Sb-ADCP的深度軸座標。後續以每日為間距，將同時存在Sb-ADCP

、CODAR及HYCOM數據的測量點帶入方程式（1~3）進行投影計

算。運算過程中如遇到CODAR數據相較於HYCOM更不符合ADCP

觀測值時，此測量點的同化投影將忽略不計。  

 

圖2，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的HYCOM上層15米海流（顏色）、CODAR

流場（向量）以及Sb-ADCP測量點（藍點）。 



2.2.2 CODAR同化結果 

    圖3為經由CODAR投影同化後的其中一組海洋流場垂直剖面之結果。其中綠

色、藍色及紅色點線分別表示HYCOM、CODAR投影同化（CODAT-A）以及Sb-

ADCP的流場資料，藍色三角形為CODAR觀測到的海表面流場資料。左圖為東西

向流速、右圖為南北向流速。從結果可以觀察到原始的HYCOM的數據與Sb-

ADCP測量數據有明顯差異，其中東西向流速約誤差約45 cm/s，南北向流速約誤

差約120 cm/s。經過CODAR表面海流投影同化處之後，可觀察到相較於HYCOM

原始數據（綠線），同化後的數據（藍線）更接近ADCP觀測結果（紅線）。例如

表層30米的東西向流速及南北向流速誤差分別減少了42%及36%。此結果支持

CODAR投影同化技術有助於海洋數值模式的模擬更加符合觀測結果。 

    圖4為收集研究區域內所有經過投影同化處理後的剖面資料、進行沿深度軸

的相關性分析。其中紅色線為CODAR投影同化數據與Sb-ADCP數據的相關係數

，藍色線為HYCOM原始數據與Sb-ADCP數據的相關係數。左圖為東西向流速、

右圖為南北向流速。其中右圖結果可以觀察到CODAR投影同化數據的相關係數

分析（紅色線）在各個深度均優於HYCOM原始數據（藍色線），表明了CODAR

投影同化可以改善HYCOM模擬結果的南北向流速誤差。然而，從左圖可以觀察

到HYCOM原始數據的相關性分析（藍色線）優於CODAR投影同化數據，暗示投

影同化技術在修正HYCOM東西向流速誤差較不適用。考量CODAR的海流資料

偶有不符合Sb-ADCP觀測數據的情形發生，CODAR投影同化技術也許受限於

CODAR資料誤差所致。例如，圖5呈現2013年2月24日，位於119.7924°E及

21.9268°N的數據，其中CODAR海流資料（藍色三角形）測量到的向西流況約為



15 cm/s，然而HYCOM（綠線）與Sb-ADCP（紅線）的數據分別約為4.5 cm/s及3.5 

cm/s，類型情形也發生在南北向流速的數據比對（右圖）。這類CODAR的表面海

流數據相較於HYCOM原始數據更不符合Sb-ADCP觀測結果，此特定CODAR海

流資料用來投影同化預期無法改善模式模擬結果。基於上述假設，我們將CODAR

的表面海流數據較不符合Sb-ADCP觀測結果的數據忽略不予採計，僅保留

CODAR海表面流速介於HYCOM以及Sb-ADCP數據之間的案例進行投影同化。

圖6顯示，在忽略CODAR海流誤差較大的數據之後，其投影同化結果不論在東西

向流速或者南北向流速界皆可以良好改善HYCOM模擬結果。其中東西向流速的

改善約從相關係數0.6增加至0.8，南北向流速約從0~0.5增加至0.8。 

    總結本研究藉由應用臺灣海洋雷達觀測系統的CODAR海表面流場資料，對

HYCOM進行投影同化處理。同化結果與Sb-ADCP觀測結果進行比對，確認了

CODAR海表面流場投影技術的應用有助於改善海洋數值模式的模擬誤差。 



 

圖3，2013年2月25日，位於121.0969°E及22.0021°N的次表層海流投影同化結果。

綠色、藍色及紅色點線分別表示HYCOM、CODAR投影同化以及Sb-ADCP的流場

資料，藍色三角形為CODAR觀測到的海表面流場資料。左圖為東西向流速、右

圖為南北向流速。 



 

圖4，CODAR投影同化數據與Sb-ADCP觀測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紅線表示

CODAR投影同化數據與Sb-ADCP數據之間的相關係數，藍線表示HYCOM原始

數據與ADCP數據之間的相關係數。左圖為東西向流速，右圖為南北向流速。 



 

圖5，2013年2月24日，位於119.7924°E及21.9268°N的次表層海流投影同化結果。

綠色、藍色及紅色點線分別表示HYCOM、CODAR投影同化以及Sb-ADCP的流場

資料，藍色三角形為CODAR觀測到的海表面流場資料。左圖為東西向流速、右

圖為南北向流速。 

 



 

圖4，CODAR投影同化數據與Sb-ADCP觀測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移除了CODAR

數據相較於HYCOM更不符合Sb-ADCP數據的剖面資料。紅線表示CODAR投影

同化數據與Sb-ADCP數據之間的相關係數，藍線表示HYCOM原始數據與Sb-

ADCP數據之間的相關係數。左圖為東西向流速，右圖為南北向流速。 

2.2 研究資料 

a 臺灣海洋雷達觀測系統（Taiwan Ocean Rader Observing System, TOROS） 

此觀測系統由國家實驗研究院的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提供（

www.tori.narl.org.tw）。TOROS基於美國的沿海海洋動態應用雷達（Coastal Ocean 

Dynamic Application Radar, CODAR）SeaSonde 岸基高頻雷達系統。具大面積近



海覆蓋度、連續觀測、長距離探測能力等特性。TOROS系統自2009年開始架設、

於2015年完成環島佈站目標，總計包含12個5MHz測站以及6個13/24 MHz測站。

本研究取得的資料時間範圍為2013年1月至2017年2月，空間範圍為116°E至125°E

，21°N至26.5°N。時間解析度為每日一筆，空間解析度為0.1度。 

b 船載式都卜勒流剖儀（Sb-ADCP）海流資料 

此資料由臺灣海洋資料庫提供（www.odb.ntu.edu.tw）。此Sb-ADCP系統為美國RDI

公司（Teledyne RD Instruments）所製造，具備長距離模式（long-range mode）及

高精度模式（High-precision mode）。前者又稱寬帶模式，可探測的海流深度較深

，精度較高。後者又稱窄帶模式，可探測的海流深度較淺，精度略減。本研究取

得的資料可用空間範圍為116°E-125°E及19°N-28°N、時間範圍從1991年至2013年

3月，深度範圍為0至500米。 

c 混和座標海洋模式再分析資料（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HYCOM） 

該模式由美國海軍DoD超級運算資源中心（Navy DoD Supercomputing Resource 

Center, Navy DSRC）運行，數據提供自https://www.hycom.org/dataserver/gofs-

3pt1/reanalysis，版本為GLBv0.08網格的GOFS 3.1 reanalysis（Bleck, 2002）。空間

解析度為1/10˚，時間解析度為每日一筆，空間範圍涵蓋全球，時間範圍為1994年

1月至2015年12月。 

d 交互校準多重衛星風場資料（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CCMP） 

此資料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提供，

其使用Variational Analysis Method方法，結合了多組衛星風場資料來產生高解析



度（0.25度）的風場產品（Atlas et al., 2011）。可用的時間範圍1987至今，空間覆

蓋率為全球，時間解析度包含6小時一筆及每月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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