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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Johann Doppler

• 奧地利物理學家都卜勒(Christian Johann 
Doppler,1803–1853)在1842年發現都卜勒效應

• 荷蘭氣象學家拜斯·巴洛特(Batalha de Aljubarrota)
在1845年讓一隊喇叭手站在一輛從荷蘭烏德勒支
附近疾駛而過的敞篷火車上吹奏，他在站臺上測
到了音調的改變。

• 都卜勒效應從19世紀下半葉起就被天文學家用來
測量恆星的視向速度。現已被廣泛用來佐證觀測
天體和人造衛星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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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卜勒效應(I)
• 奧地利人都卜勒(Christian Johann Doppler，

1803-1853)，在其1842年論文中曾提及物體和觀
測者的相對運動

• 當聽者向靜止聲源運動時或是一個發射聲波的波
源如正在接近你時，你所聽到的聲音頻率會比靜
止不動時所聽到的為高

• 當聽者離開靜止聲源運動或一個發射聲波的波源
如正在遠離你時，你所聽到的聲音頻率會比靜止
不動時所聽到的為低，這就稱為『都卜勒效應』
並普遍通用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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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卜勒效應(II)
• 當波源向左移動時，其左邊的頻率變得較高，而
邊右的頻率則變得較低。

• 都卜勒效應是波源和觀察者有相對運動時，觀察
者接受到波的頻率與波源發出的頻率並不相同的
現象。遠方急駛過來的火車鳴笛聲變得尖細（即
頻率變高，波長變短），而離我們而去的火車鳴
笛聲變得低沉（即頻率變低，波長變長），就是
都卜勒效應的現象，同樣現象也發生在私家車鳴
響與火車的敲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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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卜勒效應(III)

• 都卜勒效應 源頭（聲源、光源、水波
源、、、等）和觀測者有相對運動所造成
的頻率變化

• 相對運動速度接近光速時 將時間膨脹這
個因素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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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卜勒效應(IV)

• 觀察者 (Observer) 和發射源 (Source) 的頻
率關係為：

• f' 為觀察頻率，f 為發射頻率；v 為波段速
度，vo 為觀察者行進速度， vs 為發射源行
進速度。括號中分子和分母的上行運算和
下行運算分別為「接近」和「遠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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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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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rinciples behind radar 
and its Doppler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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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WR / WSR-88D

• WSR-88D (also known as NEXRAD) 
radars, which provide data to 
meteorologists for identifying, tracking, 
and predicting dangerous weather, and 

• TDWR (Terminal Doppler Weather Radar) 
which is implemented in and around 
airports, to detect wind shear and 
microbursts associated with convective 
storms and enhance the safety of air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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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the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radar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the TDWR, compared to 

the WSR-8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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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wind field calculated 
using data from two Doppler radars 

(a WSR-88D and a TD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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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rinciples behind radar 
and its Doppler version

• Scientists and forecasters have learned 
how to use these pictures of

• wind motions in storms
• even in clear air to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now and 
what's likely to happen in the next hour 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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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WR
• The TDWR is fielded at 47 of the Nation’s 

largest airports. 
• The system provides increased safety measures 

and improved runway/airfield management 
through detection and display of micro bursts, 
gust fronts, prediction of wind shifts, and 
precipitation.

• It provides hazardous weather alerts in the 
terminal area and provides advanced notice of 
changing wind conditions to permit the timely 
redirection of air traffic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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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赤臘角機場都卜勒雷達

• 探測由對流風暴引起的微爆氣流和風切，
令飛機升降時更安全。雷達站位於赤　角
東北約12 公里的大欖涌，面向機場跑道及
升降區，境觀無阻

• 機場都卜勒氣象雷達適用於機場附近雜波
眾多的環境，它利用多種方法減低雜波
雀鳥、飛機和汽車等移動目標的影響，以
便能準確地量度徑向風速及其變化，計算
低空風切。

海峽兩岸航空氣象研討
會 2008台灣

蒲金標 Chin-Piao Pu 16

香港赤臘角機場都卜勒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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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8.30雷雨從西向東橫過赤　角，機場都
卜勒雷達探測到北跑道有微爆氣流，風切強

度與地面風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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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都卜勒氣象雷達

• 1987年4月首套雷達(瑞典Ericsson) 東亞
第一套作業用之C-Band 都卜勒氣象雷達

• 參與台灣中尺度氣象實驗(TAMEX)
• 2003年 贈給中央大學 改裝為偏極化雷
達 觀測雨滴大小及雨量

• 2003年汰換 新氣象雷達 美商Baron 
Service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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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都卜勒氣象雷達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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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鋒面前風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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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鋒面抵達風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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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鋒面後風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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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鋒面抵達PPI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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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艾利颱風(A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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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颮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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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24雷達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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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 Hurricane Structures:

Jorgensen (1984)

Willoughby et al. (1984)
海峽兩岸航空氣象研討
會 2008台灣

蒲金標 Chin-Piao Pu 28

Hurricane signature on single Doppler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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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symmetric Model (Wood and Brow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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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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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ic Structure of Typhoon Alex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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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symmetr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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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 Check of Retrieved Pressure 
with Observe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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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WF

RCTP

RCMQ RCHL

RCLT

RCCK

RCKT

Taiwan Doppler Radar Network

Taiwan Mesonet

RCWF

R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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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PRCTP RCWFRCWF

90×60km

160×160km

GBVTDGBVTD

dualdual--DopplerDoppler

Typhoon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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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都卜勒氣象雷達的貢獻

• CAA radar was the key player to the success 
of TAMEX

• CAA radar has been the cradle of Taiwan’s 
radar meteorology (more than 100 papers)

• CAA radar data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tmospheric 
vortex algorithms in the world

•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CAA radar have 
been moved to NCU to form the first C-band 
polarization radar in Taiwan and open the 
next chapter of radar meteorolog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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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機場都卜勒氣象雷達可

• 觀測、追蹤和預測顯著危害天氣

• 監測機場附近雷暴雨所引發的風切、微爆
氣流

• 提高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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