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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海洋上層結構及混合層深度受到大氣作用以及海洋水文特徵與海流
的影響而產生變異，海水混合層會受到海水溫度及鹽度之影響而形
成不同的深度，其中溫度及鹽度又會受到大氣狀態、海洋環流、太
陽輻射等因子的影響。夏季時由於太陽輻射較強，表層吸熱快，很
快產生層化現象，再加上夏季季風較弱，海水上、下層較不易均勻
混合，所以一般而言，臺灣周邊海域的混合層厚度在夏天會比較薄
，約只有數十公尺左右。冬季時則因日照弱、強烈的東北季風使得
海水上、下層混合劇烈，因此混合層的厚度增加。由於海洋聲波的
傳遞跟海溫有密切的關係，海洋上層結構及混合層深度分布對於我
軍潛艦航行及反潛作戰至為重要。本研究將透過歷史現場觀測資料
與衛星測高技術的結合，來獲得臺灣周邊海域海洋上層溫度結構
，提供戰演訓操演、潛艦航行以及海上救難等之海象情資。如能對
於海洋上層的溫度結構以及其時空變化了解透徹，在民生方面，對
於颱風的增強、天氣的預測能夠有進一步的瞭解，另外在國防軍事
方面，了解敵我軍主要航行海域之戰場海象情資，有利於遂行臺灣
周邊海域之水面與水下作戰、後勤運補或海上緊急救難等重要戰訓
任務。

中文關鍵詞： 混合層深度，衛星測高，線性迴歸模式

英 文 摘 要 ： Taiwan is blessed to be surrounded by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ocean. However, our nation’s marine
development is still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the ocean
processes around Taiwan. Previously, Taiwan’s marine
research has been focused on in situ observations. In situ
observations of the ocean are costly, the coverage is
limited to narrow areas, and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ocean process and dynamics. Therefore,
alternative dataset other than in situ observations is in
need to understand seas around Taiwa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offer extensive and frequent measurements with
reasonable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over the vast
area, although satellite measurements are limit to the sea
surface. To retrieve the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sea
surface height anomaly (SSHA) data from satellite altimetry
is used in this study because it has been well proved that
variations in the depth of isotherm are closely related to
variations in the SSHA field. Usually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is estimated by using satellite SSHA as inputs to
ocean models or empirical methods. Currently, the NOAA/AOML
employs a two-layer reduced gravity
model together with satellite SSHA measurements to
operational estimate global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However, the model parameter used in the operation is tuned
only for the Gulf of Mexico and the Atlantic Ocean. There
is no validation to assess the accuracy in the rest of the
global oceans. In fact, sever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quality of this derived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does not work well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In
this study, we will use satellite SSHA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data as input to a two-layer reduced
gravity model, 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the most
realistic method currently, to estimate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After
estimation, we will validate the estimated results with
observational measurements from the NOAA/Global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Profile Program (GTSPP) and ARGO buoy data
sets. With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upper-ocean thermal
structure by this study, numerous
effects upon the weather,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fishery, disaster,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n be
ameliorated.

英文關鍵詞： Mixed layer depth, Satellite altimete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一）第二年之研究計畫內容與主要研究成果說明 

研究成果包括利用衛星測高技術來建立海洋水文溫度結構的線性迴歸模式（linear regression 

model），並根據此模式建立研究區域內的海洋次表層溫度結構資料庫及進行驗證。在前一期的研究結

果我們已經進行資料收集，涵蓋各種可利用的觀測及衛星遙測，在收集完成之後也進行資料整合。在

本期研究成果，我們持續定期檢查資料是否有更新，並持續整合匯入資料庫。將新的資料進行線性迴

歸模式參數的估算，並與各個相互獨立的實測資料進行驗證，並將研究區域範圍拓展台灣周邊其他海

域，而結果顯示在本模式適用於西北太平洋各區域的海域的溫度結構推估，進一步將此模式推算結果

與現階段海洋學界常用的 HYCOM (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模式輸出進行比對，結果也顯示

本研究使用模式結果與 HYCOM 模式的溫度結構資料更好，以下針對研究成果做一簡要的說明。 

1.1 研究進度及成果 

首先收集 2000 年至 2014 年共 15 年約 44459 筆 Argo 垂直剖面探測資料（圖 1.1），並與海表面高

度異常值進行與線性迴歸模式分析而得到迴歸係數，再利用 2015 年的 SSHA 之一至十二月資料帶入

迴歸係數得到估算的溫度剖面資料。我們隨機選取 Argo 溫度剖面資料、線性迴歸所估算的溫度剖面

資料以及 HYCOM 模式之溫度資料進行比對。使用 HYCOM 模式資料進行比對是由於此模式同化了

許多實測資料，其中包含 Argo 浮標資料，因此理論上應相當接近 Argo 資料。但經比對後發現線性

迴歸估算的溫度資料比 HYCOM 表現得更好，在各個月份資料的比對皆得到同樣的結論（圖 1.2 至圖

1.5）。 

本研究進一步將 1993 至 2015 年各月份的 SSHA 對應其經緯度代入公式（1）及公式（2）估算

1993 至 2015 年完整的空間和時間分布水溫剖面資料，並評估各個月分利用線性迴歸所推算之氣候平

均 20℃等溫線深度（D20）和 26℃等溫線深度(D26)，與 WOA01 氣候平均進行比對（圖 1.6 至圖 1.17），

分析結果指出各個月分的迴歸估算的結果與 WOA01 觀測結果相當一致，精準度大都小於 10 公尺。

本研究成果顯示線性迴歸模式估算的海洋水文資料比海洋同化模式（HYCOM）更接近實測結果，且

與實測結果的不同溫度深度（D20 和 D26）的誤差可以控制在個位數範圍內。 

（二）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的海洋上層垂直溫度剖面主要是透過衛星測高技術來獲得。利用衛星的優點是可以得到高



時空解析度並涵蓋整個海洋的表水溫度輪廓。但是，衛星遙測技術本身並不能量測海表面以下的性質；

因此，我們利用過去大量的歷史海洋實測溫度資料先去建立一個線性迴歸模式。透過這個模式則可以

從測高衛星測量到的海水面高度異常（Sea Surface Height Anomaly, SSHA）來估計水下的溫度變化（Pun 

et al. 2014）。 

2.1 研究資料 

2.1.1 Argo 浮標溫度資料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溫度剖面資料為 Argo 浮標的實測資料。Argo 為可自動及即時地量測海表面至

海面下約 2000 公尺深度的溫度、鹽度之浮標，目前已有超過 3000 組浮標運作，是全球測量海水表層

至次表層溫度及鹽度的最大計畫。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時間為 2000 年至 2016 年，範圍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1.2 WOA01 資料庫 

本文所使用之氣候平均溫度資料為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之國家海洋資料中心（National 

Oceanic &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Center, NOAA/NODC）所提供的世

界海洋資料圖集（World Ocean Atlas 2001, WOA01）資料，WOA01 資料庫除了有實測的溫度資料外，

還包含了鹽度、溶氧量等其他參數資料，時間解析度有年平均氣候資料、季平均氣候資料及月平均氣

候資料，空間解析度則為 1/4°×1/4°。本文採用月平均氣候資料，範圍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1.3 AVISO 海表高度異常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海表高度異常資料（SSHA）為法國 AVISO（Archiving Valid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atellite Data in Oceanography）所提供。AVISO 是一個整合 Topex/Poseidon、ENVISA、ERS-1、ERS-

2、EnviSat、Jason-1、Jason-2 等多顆衛星資料，透過互相修正及比對而得的資料庫。其資料分為接近

即時（Near Real Time, NRT）與延遲時間（Delayed Time, DT）兩種類型，NRT 可提供即時性之海表

面高度資料，而 DT 雖然不能即時性的提供資料，但由於經過了校正，因此資料更為精確。本研究所

採用的是 DT 的 all-sat-merged 系列海表面高度資料，此系列整合了多顆衛星資料，具有更佳的準確

性，其空間解析度為 1/4°×1/4°，時間解析度為日資料，資料時間為 1993 年至 2015 年，範圍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1.4 混合層深度資料 

由美國海軍實驗室（United States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U.S. NRL）所提供之混合層深度資料

（mixed layer depth），其時間解析度為月平均氣候資料，其空間解析度為 1°×1°，本文中採用的範圍

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1.5 OISST 海表面溫度資料 

採用 NOAA/NODC 的海表面溫度資料（Optimum Interpolatio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OISST），

此組資料是來自不同平台（衛星、船測及浮球資料）相互統整並經由最佳化內插後所得的網格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版本為 version 2.0，其空間解析度為 0.25°×0.25°，時間解析度為日資料，採用的資料

時間為 1993 年至 2015 年，範圍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1.6 HYCOM 模式資料 

本文使用全球混合座標系海洋模式（HYCOM）之溫度資料，此模式使用了海軍耦合海洋資料同

化系統（Navy Coupled Ocean Data Assimilation, NCODA）同化了衛星高度計之海表面高度資料、實測

海表溫資料、Argo floats 以及浮球資料，並採用 GLBu0.08 中的 90.9、91.0 及 91.1 三組資料，其空間

解析度為 1/12°×1/12°，時間解析度為日資料，本文所使用的時間為 2013 至 2015 年，範圍為經度 122°E

至 180°，緯度 4°N 至 15°N。 

2.2 研究方法 

利用鉅量 Argo 浮標的實測海洋剖面，我們將先建立了一個 0.25°×0.25°並具有空間變化的西北太

平洋線性迴歸模式，預計可以估計出 26 層的等溫線深度變化，從 29°C 等溫線深度（D29）到 4°C 等

溫線深度（D4）。在每一個 0.25°的格點，將會搜尋以此格點為中心，10°經度 × 5°緯度範圍內的 Argo

溫度剖面資料來進行海水面高度異常，對每一個等溫深度變化（D29 到 D4）的線性迴歸。估算海洋

溫度剖面之方法為利用 Argo 的等溫線深度及最接近 Argo 位置之 WOA01 氣候平均溫度資料的等溫

線深度兩筆資料之差值，與 SSHA 海表面高度建立迴歸法，其公式如下： 

𝛥𝐷𝑖 = 𝐷𝑖 − 𝐷𝑖, 𝑖=29,…,4                  （1） 

𝛥𝐷𝑖 = 𝑎(𝑥,𝑦,𝑚,𝑖) × 𝜂(𝑥,𝑦,𝑡) + 𝑏(𝑥,𝑦,𝑚,𝑖)          （2） 



Di 為 Argo 等溫線深度，𝐷𝑖為 WOA01 氣候平均之等溫線深度，i 為 4 至 29°C，𝜂為 SSHA 海表

面高度資料（x,y 為經緯度，m 及 t 為月份，i 為溫度，a 為迴歸曲線斜率，b 為迴歸曲線截距）。由公

式（1）和（2）可得迴歸係數 a 及 b，將 SSHA 代入公式（2），得 ΔDi後再代入公式（1）可得 4°C

至 29°C 等溫線深度（Di），將此等溫線深度曲線加上 OISST 海表面溫度資料以及 NRL 所提供的混

合層深度資料，可得估算之海水溫度剖面資料。



 

圖 1.1 2000 至 2014 年各月份迴歸資料筆數



 

圖 1.2 春季（3 至 5 月）線性迴歸、HYCOM 與 Argo（實測）溫度資料比對圖。

圖中橫軸為溫度，縱軸為深度，藍線為 Argo 溫度剖面資料，紅線則為線性迴歸

估算而得的溫度剖面資料，綠線為 HYCOM 模式溫度資料。  



 

 

圖 1.3 夏季（6 至 8 月）線性迴歸、HYCOM 與 Argo（實測）溫度資料比對圖。

圖中橫軸為溫度，縱軸為深度，藍線為 Argo 溫度剖面資料，紅線則為線性迴歸

估算而得的溫度剖面資料，綠線為 HYCOM 模式溫度資料。  



 

圖 1.4 秋季（9 至 11 月）線性迴歸、HYCOM 與 Argo（實測）溫度資料比對圖。

圖中橫軸為溫度，縱軸為深度，藍線為 Argo 溫度剖面資料，紅線則為線性迴歸

估算而得的溫度剖面資料，綠線為 HYCOM 模式溫度資料。  



 

圖 1.5 冬季（12 至 2 月）線性迴歸、HYCOM 與 Argo（實測）溫度資料比對圖。

圖中橫軸為溫度，縱軸為深度，藍線為 Argo 溫度剖面資料，紅線則為線性迴歸

估算而得的溫度剖面資料，綠線為 HYCOM 模式溫度資料。



 

圖 1.6 1993 至 2015 年 1 至 2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個

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7 1993 至 2015 年 3 至 4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個

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8 1993 至 2015 年 5 至 6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個

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9 1993 至 2015 年 7 至 8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個

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0 1993 至 2015 年 9 至 10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1 1993 至 2015 年 11 至 12 月的 26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

各個月份的 WOA D26(上)、迴歸估算的 D26(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2 1993 至 2015 年 1 至 2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3 1993 至 2015 年 3 至 4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4 1993 至 2015 年 5 至 6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5 1993 至 2015 年 7 至 8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6 1993 至 2015 年 9 至 10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各

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圖 1.17 1993 至 2015 年 11 至 12 月的 20 度 C 等溫線的深度。由上而下分別為

各個月份的 WOA D20(上)、迴歸估算的 D20(中)、以及兩者差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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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1 碩士班學生畢業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計畫將歷史資料與衛星測高技術結合，來獲得臺灣周邊海域上層溫度結構
，此海
溫結構可對颱風強度作出預測，也會對潛艦的航行安全形成重大影響，正確的
資訊
才可確保潛艦的機動性和航行安全，並能更有效的偵察、監視和掌握敵軍之行
蹤
，進而作出正確適當的部署和防衛。可靠的海況資訊也可以協助相關單位經濟
發展
與救災。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國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