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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下爆氣流多出現在發展成熟的劇烈對流風暴雲系之中，並由超級

單體對流胞的強降水向下拖曳作用和環境冷、暖空氣密度差造成的動

力作用所產生。根據研究，下爆氣流的形成和對流雲系雲頂的上沖和

崩潰，關係相當密切。 

由於下爆氣流發生的時間很短，平均在 4-7分鐘，不需冒險，急

於起飛或降落。下爆氣流不一定在有雷雨或颮線的環境下肇生，只要

環境條件配合，一樣會在其它不穩定的大氣中出現。掌握氣象雷達鉤

狀回波和弓狀回波特徵，進行判讀分析與追蹤監測，預先掌握下爆氣

流可能發生的位置、時間以及移動趨勢、強度變化。精進科學監測，

提昇預警效益，藉以偵測由雷暴雨所引發之下爆氣流，進而提供有效

確保飛航安全之氣象預警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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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飛航安全，首重安全。國際民航組織評估亞太地區民航服務，每

年穩定持續成長約 5％，統計臺灣民航機場每日平均總起降也約近千

架次；面對日益繁重的航運業務需求，落實確保飛安、有效降低風險，

精進服務品質與效率，乃服務作業之最高指導原則。 

劇烈對流風暴肇生之際，除雷暴對流系統本身外，常伴隨有不穩

定且尺度更小的氣流或天氣，這些狀況，常在航空器起降階段，對飛

安維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與破壞；下爆氣流就是其中一種。 

 

二、下爆氣流的定義： 

劇烈對流風暴發生之際，當其開始有降雨行為時，就會有下沖流

（downdraft）產生，隨著雨勢增強，下沖流也會跟著增強，當下沖流

到達地面時，會往外輻散。如果，這種往外輻散氣流很強烈的話（如

圖一），對於地面上的設施或裝備，常常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尤

其是，航空器在起飛或降落階段，對飛安維護造成嚴重的影響與破

壞。而這種往外輻散且強勁的下沖流，吾人就稱為下爆氣流

（downburst）。 

就強度大小、劇烈程度及破壞風險而言，下爆氣流遠遠大於一般

對流胞內的上沖流或下沖流：尤其是它的發展過程非常快速，強度變

化非常劇烈，在飛航管制與作業調度上，一定要特別注意防範！ 



     

 

           圖一、下爆氣流示意圖（圖援自 NASA） 

 

三、下爆氣流對飛航安全的影響： 

下爆氣流對飛航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航空器的起飛或降落

上。在航空器起飛或降落階段，遭遇到劇烈對流風暴所伴隨的強烈下

爆氣流時，環境風切變轉為顯著。由於下爆氣流的下沉運動，氣流到

達地面便迅速外流輻散。航空器的起降階段，原先逆風飛行，一旦進

入到下爆氣流外流輻散範圍，立即碰到頂頭風（head wind）；然後飛

進下爆氣流區後，再遭遇到尾風（tail wind），最後被迫順風飛行，完

成起降。在逆風飛行時，航空器空速（空速就是航空器相對於空氣的



運動速度）增大，飛行員為了保持空速，必然會減油門。當油門減下

來後，航空器續飛進入下爆氣流區，這時航空器空速減小，航空器突

然下降。飛行員為了保持空速和高度，反而必須增大油門。當油門增

大後，航空器又飛進順風區，就很容易造成速度失控情事。如果下沉

氣流不強，飛行高度又夠高，加上飛行員經驗豐富，有可能避開這樣

的危險區域或風險情境；但，如果碰到下爆氣流強度夠大，飛行高度

又不足，加上飛行員缺少飛行經驗的話，一旦操作不當，就可能造成

飛機失速或墜毀（如圖二）。 

 

 

         圖二、航空器遭遇到下爆氣流示意圖 

 

1975年，美國東部航空客機在落地階段，遭遇到下爆氣流，強

勁下沉輻散氣流，並伴隨有顯著的環境水平風切，客機重落地失事，



這也是因下爆氣流造成的第一次飛安事件。1982年 7月，一架在美

國邁阿密國際機場起飛的客機在低空遇到下爆氣流，航空器失速墜

毀，機上 145位成員全部罹難（如圖三）。1985年 8月，一艘在美國

田納西河的雙層遊船遇到下爆氣流，極強的勁風從左弦衝擊船身，遊

船翻覆失事，船上 11人死亡，2人受傷。2000年 6月，中國武漢航

空公司的一架飛往武漢的客機，在武漢王家墩機場遭遇到下爆氣流，

強勁下沉輻散氣流，導致航空器失速墜毀，並造成 49人死亡。2015

年 6月，中國重慶東方輪船公司客輪，沿長江由南京開往重慶，當航

行至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大馬洲水道時，遇到下爆氣流，客輪瞬時翻

沉，造成船上人員嚴重的傷亡。 

   

圖三、1982年，一架美國起飛的客機在低空遇到下爆氣流，航空器

失速墜毀（圖援自 Air Disaster） 



由以上實際的個案事件均顯示，下爆氣流對於航空器或船輪的飛

行或航海安全，常常會產生嚴重的影響與破壞。 

 

四、下爆氣流的形成機制與發展過程： 

根據過去觀察，下爆氣流多出現在發展成熟的劇烈對流風暴雲系

之中，並由超級單體對流胞的強降水向下拖曳作用和環境冷、暖空氣

密度差造成的動力作用所產生。科學研究結果也顯示，下爆氣流的形

成和對流雲系雲頂的上沖和崩潰，關係相當密切。空氣塊的上升運動

過程中，上沖流從高層大氣擄獲得了水平動量，隨著上沖高度的增

加，上升氣流的動能變為勢能，並且被儲存起來。隨後，水氣飽和凝

結，有了降雨行為後，上升氣流開始減弱並逐漸消失，此時的對流雲

系雲頂迅速崩潰，便產生下沉氣流。下沉氣流在下降過程中，吸收了

巨大的水平動量，不斷累積能量，並迅速向前推進，當到達地面時，

於是就形成強勁的下爆氣流。 

若從下爆氣流的發展特徵，我們可以再細部劃分乾微爆氣流（dry 

microburst）以及濕微爆氣流（wet microburst）等兩類。所謂的乾微

爆氣流（圖四），當雨水在降下時，開始與下方的環境乾燥空氣進行

混合，於是雨水開始蒸發，環境空氣開始冷卻。這會導致密度變大的

冷空氣加速下降，當其接近地面時，下降氣流會往四週輻散開來。通

常，這種勁風會來得很突然，但也消散得快。而且，隸屬中、小尺度



的乾微爆氣流通常肉眼難以察覺，它一旦形成於機場或機場跑道附

近，就會造成航空器起降作業極大的風險。 

  

 圖四、乾微爆氣流往機場四週輻散開來（圖援自 NOAA） 

 

另一方面，濕微爆氣流的形成機制（圖五），則是當乾燥的空氣

從上方逸入到對流胞的發展雲系當中，雨水在降下的同時，並不會完

全蒸發掉，因為產生這種型態時的地表附近空氣是溫暖且潮濕的，因

此，反倒是空氣被雨水帶動而直接向下加速，到達地面時，下降氣流

再往四週輻散開來。這種潮濕的濕微爆氣流，除了會形成強降雨之

外，有時還會伴隨著冰雹一併落下，劇烈天氣現象較為顯著（如表

一）。 

但是，不論是乾微爆氣流或是濕微爆氣流，它們對於飛安維護來



說，都是非常危險的風險因子。 

    

圖五、濕微爆氣流常伴隨強降雨天氣系統（圖援自 NOAA） 

 

       表一、乾微爆氣流與濕微爆氣流發展的物理過程 

 

 

五、因應作為與建議： 

1.可以先盤旋或等待： 

對於航空器準備起飛或降落之際，得知降落機場附近有下爆氣流



發生的可能時，可以先選擇延緩起飛或在空盤旋等待，不必太多考

慮，俟天氣轉穩、狀況明朗後，再行起飛或進場降落，避開飛航風險。 

因為，由 Fujita的研究顯示，下爆氣流按照其所發生的尺度大小

和持續時間，可分為微爆流（microburst）和巨爆流（macroburst）等

兩類。其中，水平輻散尺度小於 4公里，時間尺度為 2～10分鐘的強

下沉氣流，最大風速可高達 75公尺/秒，稱為微爆流；尺度大於 4公

里，持續時間為 5～20分鐘，最大風速可達 60公尺/秒的為巨爆流。

通常，在一個大的下爆氣流的外流場中，往往又會嵌著幾個微爆流的

單體。 

因此建議，航空器在 approach時，遇到有下爆氣流於機場上空警

告，建議採 go around；若起飛前，收到下爆氣流可能肇生的警告時，

一律暫緩起飛。簡單來說，因為下爆氣流發生的時間很短，持續最多

20分鐘左右，平均在 4-7分鐘，不需冒險，急於起飛或降落，飛航安

全第一。 

 

2.下爆氣流不一定在有雷雨或颮線的環境下肇生： 

根據統計研究，下爆氣流個案的發生，有將近八成是與劇烈對流

天氣系統有關，特別是有雷雨或颮線（如圖六）的環境條件。但，也

有少數特殊個案中，雖並無雷電出現，只要有積雨雲的環境，下爆氣

流一樣形成出現；這跟是否有強降水現象，以及環境冷、暖空氣密度



垂直差異大小，具有直接的關係。雖然微爆流可以從氣團對流風暴或

劇烈超級對流胞風暴中激發出來，但孤立的單胞對流風暴一樣可以將

產生出強勁的下爆氣流。 

 

        圖六、颮線劇烈天氣系統（圖援自中央氣象局） 

 

叮嚀飛行員不要誤解，只有在劇烈對流雷雨或颮線天氣系統下，

下爆氣流或水平低層風切才有可能出現；事實上，只要環境條件配

合，它們一樣會在其它不穩定的大氣中出現。因此，在執行飛行任務

前的情資提示，就必須詳覽高解析度的氣象衛星雲圖、氣象雷達回波

與剖面圖、氣象落雷空間分布圖以及相關飛航氣象情資或報告，綜合

研判、有效掌握，千萬不可輕忽大意。 



 

3.善用雷達回波特徵，進行診斷預警： 

根據過往監測守視經驗與研究心得，透過氣象雷達工具的運用，

對於下爆氣流的掌握與追蹤，具有非常有利且具體的成效；因為，大

多數的下爆氣流經常會伴隨兩種類型的雷達回波下產生，分別為鉤狀

回波和弓狀回波（如圖七）。下爆氣流一般位於鉤狀回波的鉤內或鉤

的周圍區域；對於弓狀回波，下爆氣流經常位於回波的前側區域。 

具有預報守視經驗的氣象作業人員，可以透過氣象雷達回波的特

徵，進行判讀分析與追蹤監測，預先掌握下爆氣流可能發生的位置、

時間以及移動趨勢、強度變化；並即時、適時提醒預警及應變處理，

確保飛安。 

 

 

圖七、弓形回波生命史示意圖，黑箭頭表示後方內流的大約位置，黑

點為下爆氣流或龍捲風可能形成的位置（Fujita, 1978） 

 

4.精進科學監測，提昇預警效益： 



目前民航局在台北松山國際機場及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最新監測

裝置，有低空風切變警示系統（LLWAS），當下爆氣流產生時，系統

不僅會給航管人員提供裝置有測風儀地點的風切變和下爆氣流的有

效預警，它還能提供跑道附近的危險飛航氣象情資。它最大的優點是

具有彈性，可以隨著機場的擴建和跑道的增加，而增大它的監測範

圍，並可多點建置分佈在相對於跑道的戰略性位置。 

另一方面，民航局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所架設的終端都卜勒氣象

雷達（TDWR），對於由劇烈對流風暴所引致的下爆氣流，這套都卜

勒氣象雷達系統能將風切變警告，透過疊圖顯示於雷達回波圖上，有

效監測可能影響跑道及其附近的較小尺度對流系統。系統並即時提供

地面向上至 15公里高度之各層降水回波強度、徑向風場及亂流場，

達到有效監測的最大效能（如圖八）。 

                    

圖八、民航局終端都卜勒氣象雷達（圖援自圖解大氣科學，張泉湧） 



 

在高雄小港國際機場也建置天氣系統處理器（WSP），以偵測由

雷暴雨所引發之下爆氣流和陣風鋒面，進而提供低空風切之預警資

訊。 

 

六、結論： 

劇烈對流風暴發生之際，當其開始有降雨行為時，就會有下沖流

產生，隨著雨勢增強，下沖流也會跟著增強，當下沖流到達地面時，

會往外輻散且強勁的下沖流，就是下爆氣流。 

航空器的起降階段，在逆風飛行時，航空器空速增大，飛行員為

了保持空速，必然會減油門。當油門減下來後，航空器續飛進入下爆

氣流區，這時航空器空速減小，航空器突然下降。飛行員為了保持空

速和高度，反而必須增大油門。當油門增大後，航空器又飛進順風區，

就很容易造成速度失控情事。如果碰到下爆氣流強度夠大，飛行高度

又不足，加上飛行員缺少飛行經驗的話，一旦操作不當，就可能造成

飛機失速或墜毀。 

下爆氣流多出現在發展成熟的劇烈對流風暴雲系之中，並由超級

單體對流胞的強降水向下拖曳作用和環境冷、暖空氣密度差造成的動

力作用所產生。科學研究結果也顯示，下爆氣流的形成和對流雲系雲

頂的上沖和崩潰，關係相當密切。若從下爆氣流的發展特徵，我們可



以再細部劃分乾微爆氣流以及濕微爆氣流等兩類。但是，不論是乾微

爆氣流或是濕微爆氣流，它們對於飛安維護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風

險因子。 

由於下爆氣流發生的時間很短，持續最多 20分鐘左右，平均在

4-7分鐘，不需冒險，急於起飛或降落。下爆氣流不一定在有雷雨或

颮線的環境下肇生，只要環境條件配合，一樣會在其它不穩定的大氣

中出現，千萬不可輕忽大意。掌握雷達鉤狀回波和弓狀回波特徵，進

行判讀分析與追蹤監測，預先掌握下爆氣流可能發生的位置、時間以

及移動趨勢、強度變化；並即時、適時提醒預警及應變處理，確保飛

安。最後，精進科學監測，提昇預警效益，諸如：民航局所建置的低

空風切變警示系統、終端都卜勒氣象雷達及天氣系統處理器，藉以偵

測由雷暴雨所引發之下爆氣流，進而提供有效確保飛安之氣象預警情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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