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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衛星雲圖剖析 2014 年西北太平洋上空 

發生的超級颱風 
 

劉宗平 

（元智大學光電工程系、本會會員） 

 

摘要  本文旨在增強對超級颱風的暸解和可預測性，以減少颱風過境時對人類和財產

的影響。經由結合遙感圖像和圖像處理技術，建立了一個框架，可將它用於分析 2014

年西北太平洋上空發生的七個超級颱風。通常，北半球的颱風會發生在夏季。然而，

由於近幾十年來氣候加劇地變化，使得冬季颱風發生的機率增加，並且觀測到許多的

超級颱風。從衛星雲圖所獲得颱風的 3-D 輪廓模型，可用於研究雲頂的深度分佈。結

果顯示，冷鋒和西南氣流會增強夏季和冬季的颱風強度，甚至使其成為超級颱風。同

時，冬季的超級颱風之強度要高於夏季的超級颱風。 

 

關鍵詞：衛星雲圖、超級颱風、颱風軌跡、颱風、冷鋒和西南氣流。 

 

 

一、前言 

衛星雲圖照片1所提供的數據資料，不僅可用於分析雲的結構和颱風2的動力學，而

且還可用於研究氣旋氣旋間的相互作用（亦即，藤原效應3）。本文4研究了幾種類型

的氣旋氣旋相互作用，考慮了雙颱風間的分開距離、颱風強度和颱風移動速度的變

化。當觀察氣旋對環境的影響時，可用以改進預測氣旋的軌跡和傳播。此外，超級颱

風（super-typhoon）、溫帶氣旋5（extratropical cyclone）和颶風（hurricane），都會造

成很大的人員傷亡。同時，它們伴隨著的強風、暴雨和風暴潮6（storm surge），也會

對財產造成廣泛的破壞。這表示，人們仍需繼續努力，來增進對極端天氣系統的暸

解。 

當冷氣團主動地向暖氣團推進時，就會取代暖氣團原有的位置而形成的鋒，稱其

為冷鋒（cold front）。由於冷氣團的密度較大，暖氣團的密度較小，所以冷、暖氣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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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氣象衛星雲圖照片的拍攝、傳送和接收之工作原理，請參閱參考文獻 1。 
2 在臺灣、日本等地，將氣旋中心持續風速每秒 17.2 米或以上的熱帶氣旋，均稱其為颱風。 
3 藤原效應：1921 至 31 年間，日本氣象學家藤原咲平進行一系列的水工實驗及研究。旨在解釋，當兩個

熱帶氣旋（或稱颱風）同時形成並相互靠近時，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因而得名。 
4 本文中的部分數據和圖片，源自參考文獻 2 的英文版。本文作者，是該英文版共同作者之一。 
5 溫帶氣旋：亦稱鋒面氣旋或中緯度氣旋，是一種發生在地球中緯度地區的大尺度低壓系統。 
6 風暴潮：當熱帶氣旋席捲一片巨大的水體時，強烈的風力會推動表面的水體運動，使其形成一個高出水

平面的水丘。當颱風登陸時，這個「水丘」也會推進到海岸，並深入內陸地區。這樣的水流會形成巨大而

極具衝擊力的波浪，這就是風暴潮，或稱其為風暴湧浪。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 年 12 月） 

69 

相遇時，冷氣團會插到暖氣團的下方，進而迫使暖氣團抬升。在上升的過程中，空氣

會逐漸地冷卻。倘若暖氣團中含有大量的水汽，則會形成降水的天氣。反之，若水汽

含量較少，便會形成多雲的天氣。 

在對超級颱風的研究中，其中一項是經由颱風與西太平洋冷鋒間的相互作用，來

報導冬季超級颱風的形成。有些學者認為，冷鋒是較冷氣團的前沿，以便在冷鋒和颱

風環流間可施加較大的溫度梯度7（gradient）。因此，當颱風與冷鋒間發生相互作用

時，可觀察到颱風的增強，這導致 2013 年的 Haiyan 颱風和 2014 年的 Hagupit 颱風增

強了能量8，並演變成超級颱風。通常，當風速達到 185 km / h（壓力為 926 hPa9）或更

高時，將其定義為超級颱風。 

2014 年是一個「特別年」，它發生了八次超級颱風，其中七個影響到東亞國家

（即菲律賓、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使得這些國家遭受到極端的天氣破壞。這

七個超級颱風，就是 Neoguri（7 月 7 日，930 hPa），Rammasun（7 月 18 日，935 

hPa），Halong（8 月 3 日，920 hPa），Phanfone （10 月 2 日，935 hPa），Vongfong 

（10 月 8 日，900 hPa），Nuri（11 月 3 日，910 hPa）和 Hagupit（12 月 4 日，905 

hPa）。 

傳統上，颱風多發生在北半球的夏季。然而，近幾十年來受到氣候變化和全球暖

化的衝擊，增加了冬季颱風的發生，並且觀察到許多的超級颱風。在上述的超級颱風

中，三個發生在夏季（即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四個則出現在冬季（即

Phanfone, Vongfong, Nuri 和 Hagupit）。在此，即針對這七個超級颱風的分佈和輪廓的

實質響應，進行研究和剖析。 

 

二、夏季超級颱風的雲圖分析 

為了檢視 2014 年的七個超級颱風，根據颱風發生的季節，先將它們分為兩組。第

1 組為夏季超級颱風，其為 Neoguri（7 月）、Rammasun（7 月）和 Halong（8 月）。 

第 2 組為冬季超級颱風，其為 Phanfone（10 月）、Vongfong（10 月）、Nuri（11 月）

和 Hagupit（12 月）。其次，利用多功能運輸衛星(multi-functional transport satellite, 

MTSAT)所記錄表面雲的紅外圖像，來產生颱風的 3-D 輪廓模型，以期檢查雲頂特徵

的深度分佈。 

在第 1 組中，三個夏季超級颱風的衛星雲圖之時間序列為：Neoguri（7 月 2 日

12:00 - 7 月 13 日 06:00），Rammasun（7 月 9 日 06:00 - 7 月 20 日 00:00）和 Halong

（7 月 27 日 18:00 - 8 月 15 日 00:00）。經由檢查這些圖像，可以確定是否會發生超級

颱風，以及西南氣流如何影響颱風的相互作用。在圖 1 中，繪出了三個夏季超級颱風

的軌跡，即軌跡 1（向西）和軌跡 2（向北）。軌跡 1 是連接起點和第一轉折點10

                                                           
7 梯度是一個向量，它表示某純量函數（如溫度、壓力…）在空間某點處的方向導數或方向斜率。在空間

某點處，沿著溫度梯度的方向，可取得溫度的空間函數在該方向上的最大變化率。 
8 有關此項觀點和論述，請參閱參考文獻 3。 
9 帕斯卡（pascal, 簡記 Pa, 簡稱帕），是國際單位制（SI）的壓力單位，1 Pa = 1 牛頓/平方米。氣象上，

常用百帕（(hectopascal, 簡記 hPa, 1 hPa= 100 Pa）、千帕（kilopascal, 簡記 kPa）。 
10 在函數圖形中，當曲線上點之切線斜率剛好改變符號時，即稱該點為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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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point）的路徑，該轉折點朝著具有傾角θ1的緯度傾斜。軌跡 2 是連接第一轉

折點和第二轉折點的路徑，該路徑以傾角θ2向軌跡 1 傾斜。 

在此圖中，可觀察到颱風 Halong 的起點 （12N / 152E）、第一轉折點（15N / 

135E）和第二轉折點（19N / 130E），其中軌跡 1 的傾角θ1約為 13，軌跡 2 的傾

角θ2約為 40。軌跡 1 和軌跡 2 間的頂點，就是颱風的轉折點。可用以決定超級颱風

形成的轉折點，它位在 15–20N 和 110–135E 間的最小壓力區（即圖中的灰色三

角形）內。運用 Halong 的資料，可以得知近似出軌跡 1 的傾角θ1為 13和軌跡 2 的傾

角θ2為 40。 

 

 

 

 

 

 

 

 

 

 

 

 

圖 1夏季超級颱風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的軌跡。 

 

圖 2（a）−（c）分別顯示了超級颱風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 的雲圖，它們

的中心位置分別位於 7 月 7 日的 00:32, 7 月 18 日的 06:32 和 8 月 3 日的 00:32。來自表

面雲圖中雲頂深度之溫度分佈，顯示了颱風在垂直方向上的變化。颱風的 3-D 輪廓模

型，是利用 2-D 雲圖和颱風在垂直方向上的變化來建構的。圖 2（a）（c）中所示的

颱風圖像，可用於繪製颱風的 3-D 輪廓模型。具有傾斜 50、旋轉 45的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 等颱風的 3-D 輪廓，分別如圖 3（a）（c）所示。 

圖 2. 三個夏季超級颱風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的雲圖照片，對應的拍攝時間分

別為：（a）7月 7日 00:32，（b）7月 18日 06:32和（c）8月 03日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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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個夏季超級颱風的三維輪廓模型，（a）Neoguri，（b）Rammasun 和（c）Halong。 

 

在圖 3 中，圖像內每一個像素 P（x, y, h）的強度均可用來建模，它是表面雲圖像

中相鄰像素的空間座標（x, y）和溫度（h）的函數。對於直角坐標（x, y, h）而言，其

係將雲圖像投影在 xy 平面上，並沿著 h 軸的高度來顯示得自表面雲圖像之雲頂溫度。

xy 平面上的 2-D 雲圖，係以千米為單位來進行標示。在表面雲之圖像中，雲頂在垂直

方向（即 h 軸的方向）的比例，係採用溫度（°C）來表示，其範圍由−77°C 到+20°C。 

溫度−77°C 是雲頂表面的最低溫度（白色），而+20°C 則是海水表面的溫度（深

色）。超級颱風係由主體和各個斑點所組成，其中主體覆蓋的範圍，可以利用溫度為

−40°C 的等值線(contour)來決定。利用圖 2（a）−（c）中所示超級颱風的俯視圖，分

別從中抽取出 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 三個颱風的颱風眼，如圖 4（a）−（d）所

示。由於紅外檢測器在−77°C 下係處於飽和的狀態，因此這些圖像可顯示出超級颱風

的最高強度。圖中的白色區，即代表飽和的區域。 

 

圖 4 三個夏季超級颱風的颱風眼，（a）Neoguri,（b）Rammasun 和（c）Halong。 

 

三、冬季超級颱風的圖像分析 

在第 2 組中，四個冬季超級颱風的衛星雲圖之時間序列分別為：Phanfone（9 月

28 日 06:00 - 10 月 8 日 00:00）， Vongfong（10 月 2 日 12:00 - 10 月 16 日 12:00）， 

Nuri（10 月 10 日 00:00 - 11 月 7 日 06:00）和 Hagupit （11 月 30 日 12:00 - 12 月 12 日

06:00）。這些颱風行進的軌跡，繪製在圖 5 中。可形成超級颱風的轉折點，係位在北

緯 10°–20°和東經 133°–138° 的最小壓力區（圖中的灰色三角形）內。從圖 5 可以察觀

到，颱風 Vongfong 的起點（7.5°N / 162°E）、第一轉折點（18°N / 132°E）和第二轉折

點（29°N / 1270°E），其中軌跡 1 的傾角為 θ1（20°），軌跡 2 的傾角為θ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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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冬季超級颱風 Phanfone, Vongfong, Nuri 和 Hagupit 軌跡。 

 

圖 6 四個冬季超級颱風

Phanfone、Vongfong、Nuri

和 Hagupit 的雲圖照片，相

應的拍攝時間各為：（a）10

月 3日 21:32，（b）10月 8

日 12:32，（c）11月 3日

00:32和（d）12 月 4日

12:32。 

 

 

圖 7 四個冬季超級颱風

的三維輪廓模型，（a）

Phanfone,（b）Vongfong, 

（c）Nuri 和（d）

Hagu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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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利用圖 6（a）-（d）中所示的颱風圖像，可繪製颱風的 3-D 輪廓模型。具

有傾斜 50、旋轉 45的 Phanfone、Vongfong、Nuri 和 Hagupiit 等颱風的 3-D 輪廓，分

別如圖 7（a）-（d）所示。利用圖 6（a）-（d）中所示超級颱風的俯視圖，分別從中

抽取出 Phanfone, Vongfong, Nuri, 和 Hagupit 等颱風的颱風眼，如圖 8（a）-（d）所

示。 

 

 

 

 

 

 

 

 

 

 

 

 

 

 

四、結果與討論 

根據上述的 2-D 雲圖和 3-D 輪廓模型，可以找出第 1 組颱風（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和第 2 組颱風（Phanfone, Vongfong, Nuri, 和 Hagupit）的各項特徵，茲分

別列示在表 1 和表 2 中。在這兩個表中，分別列出了各個超級颱風的特徵，即壓力，

主體覆蓋範圍、飽和區、颱風眼尺寸、傾角 θ1和 θ2和位置（N /E）。 

 

 

 

 

 

 

 

 

 

 

 

 

 

 

 

圖 8 四個冬季超級颱風的

颱風眼，（a）Phanfone,

（b） Vongfong（c）Nuri

和（d）Hagupit。 

表 2 在第 2組中，四個冬季超級颱風 Phanfone, 

Vongfong, Nuri和 Hagupit 的特徵。 

 

表 1 在第 1組中，三個夏季超級颱風

Neoguri、Rammasun 和 Halong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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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超級颱風中，Neoguri, Rammasun 和 Halong 等颱風的平均壓力為 928 hPa。

在冬季超級颱風中，Phanfone, Vongfong, Nuri 和 Hagupit 等颱風的平均壓力為 911 

hPa。運用−40°C 溫度等值線的輪廓，可決定出主體的覆蓋範圍，該輪廓大約位於超級

颱風的中央部分。前已提到。因紅外檢測器在−77°C 處於飽和狀態，故白色飽和區

（超級颱風的頂部）顯示超級颱風的最低溫度。 

高對流層(upper-troposphere)的外流(outflow)是冷氣流，而中緯度地區的外流一般則

是暖氣流。冷鋒屬於高對流層的外流，而西南氣流就是中緯度外流的一種。因此，夏

季中較強的西南氣流，使得夏季超級颱風的平均主體覆蓋面積（1 40 000 km2）要高於

冬季超級颱風的平均主體覆蓋面積（11 000 000 km2）。冬季的強冷鋒所形成冬季超級

颱風的平均飽和面積（6100 km2），會高於夏季超級颱風的平均飽和面積（4200 

km2）。前述的颱風眼之輪廓，包括颱風眼的大小和眼牆。從圖 4 和圖 8 可以觀察到，

七個超級颱風形成了較強的氣旋。對於夏季和冬季的超級颱風而言，其颱風眼的平均

大小分別為 140 km 和 128 km。 

在兩組超級颱風的軌跡中，軌跡 1（向西）和軌 2（向北）之間的頂點，即為颱風

的轉折點。關於軌跡 1 的傾角θ1（13）和軌跡 2 的傾角θ2（40），係採用表 1 中

Halong 颱風的數據來近似的。由於冷鋒影響的緣故，致使冬季超強颱風的傾角θ1較小

於夏季超強颱風的傾角，而且前者的範圍（10–26）較窄於後者的範圍（13–

40）。在轉折點之後，冬季超級颱風和夏季超級颱風兩者間的傾角θ2 分別在（25–

65）和（−35至 50）的較大範圍內變化。因此，冬季超級颱風的位置位在較窄的區

域（15–20N / 105–135E）內，而夏季超級颱風則分佈在較寬的區域（11–19N 

/ 132–138E）內。 

 

五、結論 

緯度 20N 可能是超級颱風發生的邊界，它可建構颱風行進軌跡的轉折點。超級颱

風的軌跡大致由兩條路徑組成，其中第一條路徑向西移動，而第二條路徑則向北傾

斜。在兩條路徑間的轉折點處，會形成超級颱風。與夏季超級颱風相比，冬季超級颱

風展現出較高的軌跡傾角和較高的強度。 

在夏季，西南氣流會增加超級颱風的強度。然而，在冬季，冷鋒和西南氣流都會

增加超級颱風的強度。當冷鋒和西南氣流通過西北太平洋上空時，氣象衛星的雲圖照

片可以用來剖析控制超級颱風強度的因素。因此，冷鋒和西南氣流的現像以及對颱風

的影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總結而言，本文整合了遙感影像和圖像處理技術，來研究西北太平洋上空發生的

超級颱風。雖然 2014 年的超級颱風是一個特例，但利用衛星雲圖所發展出的 3D 輪廓

模型，可用於剖析颱風的深度分佈和強度，並可改進對超級颱風的預報。對於某些區

域內在夏季和冬季所發生的超級颱風而言，檢視颱風強度的增強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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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ability of 

super-typhoon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humans and property when typhoons transit. 

Combined with remote sensing image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hat c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seven super-typhoons that occurred over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in 2014. Usually, the typho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ccurs 

during the summer. Surprisingly, due to the intensified climate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the 

chances of winter typhoons have increased and many super-typhoons have been happened in 

2014. The 3-D profile model of the typhoon obtained from the satellite cloud image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depth distribution of the cloud to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d fronts and 

southwest airflows can enhance the typhoon intensity in summer and winter, and even make it 

a super-typhoon. In addition, the intensity of the super-typhoon in winter is higher than the 

super-typhoon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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