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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太平洋雙眼牆特殊颱風個案-蘇力颱風(2013)之探討 

楊憶婷
1  

摘要 

2013 年蘇力颱風第 1 次雙眼牆結構生成時，強度為 Saffir–Simpson 

hurricane wind scale 的 category 4，共維持 25 小時；第 2 次雙眼牆結

構生成時，蘇利颱風強度為 category 2，並且維持 34 小時。兩次雙眼牆

結構生成期間，均出現大的 moat(內外眼牆中間的弱對流區)和外眼牆，從

第 1 次雙眼牆生成期間至第 2 次雙眼牆生成期間，內眼牆有明顯的內縮，

但是颱風強度則是減弱。一般而言，颱風眼牆內縮伴隨颱風強度增強，蘇

力颱風強度減弱可能原因是外在環境控制，颱風在向西北移動的過程中，

遇到乾空氣逸入及海洋熱含量較低的區域導致颱風減弱。另透過 T-Vmax 

diagram (T 為亮度溫度，Vmax 颱風強度)分析結果發現，在雙眼牆期間，

即便蘇力颱風強度減弱，對流活躍度仍在維持或增強。 

一、 前言 

雙眼牆的生成及其伴隨的眼牆置換(eyewall replacement cycle, 以下

簡稱ERC)過程對於颱風強度預報有很大的影響。ERC是指雙眼牆生成、眼牆

內縮、隨後外眼牆取代內眼牆的過程。Willoughby et al. (1982) 及 Black 

and Willoughby (1992)利用飛機搭載雷達針對Hurricane Anita、David

和Andrew雙眼牆結構及後續伴隨的ERC且強度減弱過程進行一系列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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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有關ERC過程的時間尺度方面，Terwey and Montgomery (2008)、Qiu et 

al. (2010)、Zhou and Wang (2009)和Ortt and Chen (2008)等人模擬研

究約為6至18小時。Kuo et al. (2004)利用雷達觀測資料探討利奇馬颱風

(2001)，以及Willoughby and Black (1996)利用機載雷達觀測Hurricane 

Andrew (1992)伴隨之ERC過程，其時間尺度均約為6小時。Sitkowski et al. 

(2011) 利用機載雷達觀測24個ERC過程並與維波衛星觀測資料比較發現，

平均機載雷達觀測ERC過程約為36 小時，比起微波衛星觀測平均約17.5小

時要長。 

Maclay et al. (2008)利用機載雷達觀測資料研究ERC及其隨強度減弱

過程，他們發現在此過程中也伴隨颱風動能及尺度增加，因此他們認為ERC

過程是由颱風內在動力主宰。Sitkowski et al. (2011)也在研究中提到ERC

過程中除了伴隨颱風動能及尺度增加外，ERC時間尺度、颱風強度變化及尺

度變化都有很大的標準差。 

Yang et al. (2013)利用衛星微波資料研究西北太平洋雙眼牆颱風的結

構及強度變化，他們發現颱風雙眼牆結構形成後，並非所有個案都會發生

ERC，他們發現共有3種結構變化的形式：(1)20小時內發生眼牆置換(ERC，

53%)；(2)20小時內外眼牆消散或結構破壞(NRC，24%)；(3)雙眼牆結構維

持20小時以上(CEM，23%)。其中CEM個案平均雙眼牆結構維持時間為31小

時。Yang et al. (2013) 分析的70個雙眼牆個案維持時間資料發現，只有

7個(10%)個案維持時間超過30小時(如圖1)。這些個案都有很大的moat(平

均為67.5 km)和外眼牆(平均為70 km)。其中2個發生多次長生命雙眼牆生

成的颱風為1997年Winnie及2004年Chaba，這類颱風多具有很大的外眼牆及

moat (Yang et al. 2013)。很大的外眼牆及moat可能使颱風需要更多時間

發生ERC及強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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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作者於2013年蘇力颱風侵襲全台期間，在新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期間分析蘇力颱風衛星影像，發現蘇力颱風在侵襲台灣陸地前，颱風眼

牆結構有形成兩次雙眼牆結構，且具有長生命期，相似的特徵在雷達及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TPW)觀測資料都可以發現。本研究將利用微

波衛星雲圖、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TPW)雲圖探討2013年西北太平

洋雙眼牆颱風-蘇力颱風2次長生命期雙眼牆結構及強度變化。本文研究成

果已於2014年9月獲得美國氣象學會Monthly Weather Review刊載(Yang et 

al. 2014)。 

二、 研究資料及方法 

我們使用2013年7月9日至12日passive Special Sensor Microwave 

Imager (SSM/I) 85-GHz及91-GHz微波衛星觀測資料、passive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TRMM) Microwave Imager (TMI)微波衛星

觀測資料(Kummerow et al. 1998)及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 2 (AMSR2) 89-GHz微波衛星觀測資料。以上觀測資料均由可以

在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Hawkins et al. 2001, 2006)網站下載。

這些微波衛星雲圖解析度約為1至2公里，因此可以觀測到颱風眼牆等結構

變化(Hawkins and Helveston 2004, 2008)。在本研究中我們也使用中央

氣象局(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宮古島雷達、及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TPW)雲圖(Wimmers and Velden 2011)進行研究。 

 本研究利用Yang et al. (2013)發展之客觀方法判斷2013年7月9日至

13日蘇力颱風共28張微波衛星雲圖是否具有雙眼牆結構，此一客觀方法主

要是判斷颱風中心徑向外8個方位的平均亮度溫度是否具有2個明顯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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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對流強度夠強且不是螺旋雨帶。研究結果發現共有19張衛星雲圖具有

雙眼牆結構，並利用此方法進而判斷內眼牆半徑(r0)、moat寬度(d0)及外

眼牆寬度(w0)。 

三、 觀測及分析 

2013年7月9日蘇力颱風原為Saffir-Simpson hurricane scale中

Category 1的颱風(如圖2)，至7月10日的24小時內，快速增強為Category 4

的颱風，並且隨著副熱帶高壓南支氣流向西移動。隨後減弱成一Category 1

的颱風，並登陸台灣(7月12日18Z至7月13日00Z期間)。圖2(a)顯示蘇力颱

風曾經過sea surface height anomaly (SSHA)較低，即冷渦的區域，另圖

2(b)TPW顯示蘇力颱風亦有中層乾空氣逸入，這些不利的環境條件可能使蘇

力颱風隨後減弱。 

在蘇力颱風的生命期間，我們一共利用衛星微波雲圖判斷出兩個階段的

雙眼牆結構出現：(1) Period-I：於7月9日0729Z至7月10日0832Z，維持25

小時雙眼牆結構。(2) Period-II：於7月11日0630Z至7月12日1649Z，維持

34小時雙眼牆結構，此結構亦可以在JMA(宮古島)和CWB(台灣)的雷達站

及，TPW圖上觀測到(如圖3)。其中，Period-II維持34小時雙眼牆結構比Yang 

et al. (2013)研究中提到的CEM個案平均雙眼牆結構維持時間(31小時)更

長。 

Yang et al. (2013)發現CEM個案通常強度相對較強、並具有較大的moat

和外眼牆，這類個案維持20小時以上的雙眼牆結構。相較於蘇力颱風，圖4

顯示蘇力颱風在Period-I和Period-II均具有較大moat和外眼牆寬度，這與

CEM個案特徵相似。但在內眼牆的變化上，蘇力颱風在Period-I是Perio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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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兩倍，也就是說從Period I至Period II內眼牆半徑明顯縮小，但是伴隨

颱風強度減弱。通常眼牆的內縮應伴隨颱風強度增強，蘇力颱風的內眼牆

及強度變化可能來自於環境乾空氣逸入及進入海洋熱含量較低的區域。另

外，在Period I時期的r0、d0和w0標準差(分別為10.5公里、20.3公里和23.4

公里)較Period II(分別為5.8公里、11.1公里和5.4公里)時期大，表示在

Period II時期的大小較穩定。除此之外，蘇力颱風的moat寬度及外眼牆寬

度在Period I和Period II沒有明顯的變化。 

相較於蘇力颱風多次生成長生命雙眼牆個案，1997年的 Winnie颱風也

有兩次長生命雙眼牆的結構生成，分別維持了20小時和46.5小時，46.5小

時是目前西北太平洋衛星觀測紀錄維持最久的雙眼牆個案。其中，Winnie

颱風於第1(2)次的r0、d0和w0分別為17(55)公里、57(137)公里及40(137)

公里。另一長生命雙眼牆颱風為2004年Chaba颱風，分別維持了24小時和

35.5小時，於第1(2)次的r0、d0和w0分別為27.1(50)公里、44.3(70)公里

及24.2(85)公里。Winnie和Chaba颱風的r0、d0和w0從第1次生成至第2次生

成都有明顯變大。Sitkowski et al. (2011)研究中指出多次ERC過程可能

導致熱帶氣旋動能及尺度增加，但蘇力颱風在觀測上沒有出現完整的ERC

過程，因此多次生成長生命雙眼牆個案的動力機制值得後續探討。 

Yang et al. (2013)曾將颱風強度及對流活躍度變化以T-Vmax圖表示。

T-Vmax圖橫軸為颱風強度，縱軸為以颱風中心為中間點，取400公里X400

公里範圍內背景亮度溫度(該範圍內前5%平均最高溫度)與平均亮度溫度差

表示，代表此颱風的對流活躍度。本研究將相同方法利用在蘇力颱風個案

中，圖5蘇力颱風的T-Vmax圖顯示在颱風生命期間對流活躍度曾有兩次增

加，在Period I時颱風強度及對流活躍度均增加，隨後兩者均維持了約11

小時。接下來6小時蘇力颱風的強度及對流活躍度都稍微減弱，並在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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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之前，即便颱風強度正在減弱，颱風對流活躍度則在增加。最後在Period 

II階段，颱風強度維持約18小時，但對流活躍度仍在增加。蘇力颱風的

T-Vmax圖顯示在雙眼牆發生期間，不論颱風強度是否在減弱，對流活躍度

仍可以維持或增強。蘇力颱風的對流活躍度增加可能是因為深對流增強，

也可能導致颱風動能增強。 

四、 結論 

本研究利用微波衛星、TPW及雷達觀測資料，透過客觀判斷方法，研究

2013年西北太平洋一多次生成長生命雙眼牆個案-蘇力颱風。其第1次至第2

次生成雙眼牆期間，內眼牆內縮但卻伴隨颱風強度減弱，期間不論颱風強

度變化為增強或減弱，對流活躍度卻仍維持或增強，這樣的多次生成長生

命雙眼牆個案，其強度預報值得我們後續利用模式實驗探討其動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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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97 年至 2011 年雙眼牆颱風維持時間為 0-10 小時、10-20 小時、20-30 小

時及 30 小時以上的個數及比例。資料來源為 Yang et al. (2013)。 

 

 
圖 2：(a) 蘇力颱風路徑及 2013 年 7 月 8 日 sea surface height anomaly (SSHA)，
其中正和負 SSHA 分別表示暖及冷渦區；(b)蘇力颱風路徑及 2013 年 7 月 9 日 total 
percipitable water 圖。顏色表示颱風強度，三角形及圓圈分別表示沒有及有雙眼

牆結構。 
 



飛航天氣第二十三期                                                                 2015.04 

 
 

 9

 
圖 3：(a)Period I(7 月 9 日 05Z 至 7 月 10 日 15Z)和(b)Period II(7 月 11 日 06Z 至 7
月 12 日 16Z)的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TPW)、微波衛星(MS)及雷達(Radar)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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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蘇力颱風的強度及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微波衛星及雷達判斷出雙眼牆的

時間長度圖。下半部圖中，圓圈中有一點表示微波衛星雲圖判斷為雙眼牆、圓圈

中有叉表示沒有雙眼牆結構。上半部圖中，實心小點、實心大點及空心圈分別表

示 r0、r0+d0和 r0+d0+w0(r0為內眼牆半徑, d0表示 moat 寬度,w0表示外眼牆寬度)，
黑色線表示颱風強度。圖最上方為 Period I 和 Period II 平均 r0、d0和 w0寬度，單

位為公里。綠色和紅色分別表示 Period I 和 Period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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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蘇力颱風的 T-Vmax 圖。T 表示颱風中心 400 公里 X400 公里範圍內背景亮

度溫度及平均亮度溫度差，綠色和紅色分別表示 Period I 和 Period II。圓圈中有

一點表示微波衛星雲圖判斷為雙眼牆、圓圈中有叉表示沒有雙眼牆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