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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局地暴雨常为现代化城市带来各种灾害，轻则影响运输交通系统的运作，重则导致人命傷亡、

建築物損毀。此外，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越来越多民居建到山坡之上，暴雨下的地质灾害愈益彰显。
如何能够提供精细的雨量预测，是城市气象服务的重要的一环。目前，
「日」尺度雨量预测尚有困难，
反而在超短期方面，降水的量化预测渐有把握。香港天文台近年致力发展一套暴雨临近预报系统『小
渦旋』(SWIRLS – Short-range Warning of Intense Rainstorm in Localized Systems)，目的是
利用快速更新的遥感数据和密集的地面气象站资料，推算未来三小时之内香港各区降水的情况，同时
根据『小渦旋』所提供的预测，发布暴雨警告及山泥傾瀉警告等[1,2]，提醒市民留意暴雨所带来的灾
害，及早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其中山泥傾瀉（内地称为泥石流、滑坡）警告更是和香港特区政府土
力工程處共同運作，提醒市民防備因持續降雨所引發的滑坡危險。以大雨和山泥傾瀉的统计研究结果
为基础，我们将降雨和發生山泥傾瀉的关系加入『小渦旋』中，从而发展了一套『山泥傾瀉臨近預警
系統』
。本文介绍的『山泥傾瀉臨近預警系統』
，是临近预报应用在预测城市地质灾害的一个比较成功
的例子。
2. 暴雨与山泥傾瀉的统计关系
『山泥傾瀉臨近預警系統』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統計部分。根據1984至1996年的山泥
傾瀉個案的統計分析，發生山泥傾瀉與一小時
雨量關係不明顯，但與廿四小時累積雨量有很
大的相關性。當廿四小時累積雨量少於100毫
米時，發生山泥傾瀉的次數幾乎等於零。但當
廿四小時累積雨量多於100毫米時，山泥傾瀉
出現的次數與廿四小時累積雨量有很大的正
相關。
另外根據过去香港境內山泥傾瀉出現次
數的空間分佈，發現各區山泥傾瀉出現的次數
差異很大。山泥傾瀉集中在香港島及九龍，新
界區出現山泥傾瀉的次數甚少。為反映這差

圖一： 山泥傾瀉出現次數與廿四小時累積雨量及總
『有效面積』的關係

異，在預警指標下，每一雨量計给予一个『有
效面積』(vulnerable area)的概念。
『有效面積』越大，代表在該雨量計附近發生山泥傾瀉的統計次
數越多。
綜合而言，山泥傾瀉出現的次數與廿四小時累積雨量和『有效面積』兩者都有關係（图一）
。根

據这个統計關係，可計算出個別雨量計在一定雨量下預計出現山泥傾瀉的次數。如果把全部雨量計預
测出現山泥傾瀉的次數相加，便可预计全港發生山泥傾瀉的總數。有關廿四小時雨量指標的詳細討
論，可參考文獻[3]。
3. 『小渦旋』雨量预测
『山泥傾瀉臨近預警系統』的第二个部
分是雨量预测。这部分利用天文台的暴雨臨近
預報系統『小渦旋』提供未來三小時的定量雨
量預測。『小渦旋』透過雷達回波相關追蹤技
術(TREC)，追蹤个别回波的移动情况，从而分
析出『TREC矢场』，再利用外推方法預測未來
數小時內的雨量分佈。
『小渦旋』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利用香港境
內密集的地面實測雨量數據，不斷訂正雷達回
波與降雨量的關係。传统的Z-R关系(例如
1.6

Marshall-Palmer关系Z=200R ）对层状云比较
适用，对变化万千的强对流云系统不大合适。
因此『小渦旋』 随着每五分钟传送的实时数
据，不断更新业务应用的Z-R方程，务求令短

圖二：『小渦旋』分析 2003 年 5 月 5 日早上 5 时 48

时间降水预报有更佳的效果。有關該系統設計

分在香港附近的『TREC 矢场』
。

的詳情，可參考文獻[4]、[5]。
图二是『小渦旋』分析2003年5月5日一场大雨的情况。在这个案例中，『小渦旋』不但成功捕捉
回波从西南到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也分析到一些尺度更小的短波槽经过香港，部分地区在这段时间
录得超过每小时70毫米的雨量。
4.

『山泥傾瀉臨近預警系統』业务运行
在『山泥傾瀉臨近預警系統』的業務運行

中，第二節提到的廿四小時累積雨量以過去廿
一小時雨量計錄得的實際雨量加上『小渦旋』
提供的未來三小時推算雨量代替。根據圖一的
關係，若從總雨量計算所得的預計山泥傾瀉總
數達15次或以上，
『小渦旋』便會输出警報圖
像，提示預報員山泥傾瀉的危險经已出现（图
三）。
圖四及圖五分別是在2003年5月5日發生
的山泥傾瀉案例中的廿一小時累積雨量及『小

圖三：『小渦旋』顯示『山泥傾瀉警告』指标已经
到达，见图的下方。

渦旋』預報未來三小時的定量雨量分佈。在該 -案例中，『小渦旋』在上午5時48分預測未来三小时
内將有15次山泥傾瀉出現，實況雨量則在上午8時40分達到指標，即是说『小渦旋』在該案例中有三
个小時左右的預警時效。

圖四： 2003年5月5日上午5時45分過去廿一小時

圖五：『小渦旋』預测2003年5月5日上午5時48分

累積雨量

至8時48分間的雨量

5. 2001、2002年案例驗證及討論
我們以每個案例首次達到廿四小時雨量指標
的時間與『小渦旋』首次發出警報的時間作比較，
衡量『小渦旋』在預警山泥傾瀉方面的表現，数
据是2001和2002年发生的大雨案例。從表一可

成功率(POD)

0.86

虛報率(FAR)

0.08

平均預警時效 （小时）

1.23

見，若以『小渦旋』有沒有發出警報作為驗證準

虛報的次數

1

則，『小渦旋』在預報山泥傾瀉警告方面的整體

遲報的次數

2

表現相当理想，『小渦旋』沒有漏報任何一個案

0-1 小時預警時效的次數

3

例，只有1次的虛報。不過『小渦旋』仍有個別案

1-2 小時預警時效的次數

5

例的遲報。若我們以『小渦旋』遲報的案例為失

2-3 小時預警時效的次數

2

敗的案例，利用列聯表計算出成功率為0.86、虛報

3-4 小時預警時效的次數

2

率為0.08。另外，『小渦旋』發出山泥傾瀉警報的

表一： 『小渦旋』2001、2002 山泥傾瀉預報驗

時間相對实况平均領先1.23小時。如果分析『小渦

證摘要

旋』山泥傾瀉預警時效在小於1小時、1至2小時、
2至3小時、3至4小時內的個案次數的分佈，發現『小渦旋』發出警報的預警時效在1至2小時內的次數
约佔百分之40，而預警時效在2至3小時和3至4小時內的則约佔百分之15。
验证显示『小渦旋』在2001、2002两年有2次的遲報。在2001年6月12日的遲報個案中，『小渦
旋』預測的雨量集中在新界西北部，但實際三小時雨量則集中在香港島及九龍。因新界西北部雨量計
密度及『有效面積』相對較細，以致推遲達到預測雨量指標的時間。另外在2001年6月27日的遲報個

案中，『小渦旋』低估了未來三小時的雨量，而且大雨集中在「过去廿四小時」的首三小時(6月26
日13時15分至16時15分)，以致在往後的預報中，利用滾動廿一小時雨量及『小渦旋』三小時雨量所
計算出的預測廿四小時总雨量未能達到指標的要求。
至於2002年8月6日的唯一一次虛報中，『小渦旋』在11時48分預計未來三小時的雨量超過30毫
米，而達指標所需的三小時預測雨量大約是25毫米。但由於回波迅速減弱，實際三小時雨量只有大約
10毫米，以致『小渦旋』誤發山泥傾瀉警報。
总的來說，『小渦旋』利用回波外推方法預測未來數小時的雨量分佈，在回波強度變化較少，平
流機制主導的情況下，它的預警表現比較理想。
結論及未來發展

6.

以上的討論说明了『小渦旋』的降水預報特别在『山泥傾瀉』中有不俗的預警功效，平均預警
時效有1個多小時，成功率十分高而虛報率維持一個较低水平，能為預報員提供不俗的參考。如要延
長預警時效，需要具體掌握雨雲細胞盛衰的演變過程及預測有利於對流活動發展的區域，譬如辐合帶
的位置等。
必须指出的是『小渦旋』的三小時雨量估计并非完全可靠。這是因為『小渦旋』利用回波外推方
法預測未來數小時的雨量分佈，没有強對流回波發展的信息。加上香港地少山多，地形對雨云發展产
生一定的作用，因而引致『小渦旋』在個別情況低估實際雨量，令預警時效普遍少于三小時。另外，
即使可準確預測回波強度，祇要回波的预测移動方向略有偏差，预测雨区影响不同的雨量计，『小渦
旋』的準確度便有所下降。
『小渦旋』的未来發展目標是利用數值模式的預報資料作為背景場，再根據中小尺度自動站網
絡的觀測和其他實時的遙感數據，進行資料同化及更精細的本地區域天氣形勢分析。希望透過這類分
析，能夠更好地掌握各種有利於對流活動的天氣狀況，從而增強預警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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