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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地震與地球物理資料管理系統 

最後修改日期：2021/06/02 

 

1. 產品說明(Mission connection) 

1.1. 產品簡介(Product Description) 

介紹氣象局地震中心的數個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網之外，主要是透過

國際標準的交換格式與自動化的資料處理流程，對全世界開放網路資

料服務，而服務的內容有測站查詢、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資料下載、

儀器響應與地震目錄檢索等。 

1.2. 產品目的/預期應用(Purpose/ Intented Use)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主導臺灣地區的地震監測與速報，已經在臺

灣布建數個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網，除了運用連線的即時紀錄從事例

行性快速的地震測報之外，近年更建置地震預警系統並且即時發佈地

震告警訊息，確實在地震防減災的工作上有所貢獻，而累積的資料更

是舉世矚目的焦點，無論是探究地震物理、瞭解地球內部結構或監測

環境變化等科學與應用的議題，這些數據都扮演重要的基礎角色。 

1.3. 產品受眾/使用者(Audience/Users) 

不限特定人士，如一般民眾、產官學研界人士。 

1.4. 產品型式(Presentation Format) 

資料的時間範圍 (Availability)：時間的度量採用國際標準時間(UTC) 

測站資訊 (Station Information)：涵括五大觀測網的所有測站，點選單

一測站會在地圖上出現該測站的資訊和詳細內容的連結，這個連結網

頁詳列各測站的可用資料、位置、份量名稱、座標、高程、運轉歷

史、使用儀器和系統常數，以及測站照片等。 

波形資料格式：波形資料的輸出格式有三種，分別是 miniSEED、SAC

和文件檔格式。文件檔格式有註記第一點的時間、測站、位置、份

量、點數和時間間隔等表頭(header)參數，緊接著是一欄的振幅值或二

欄的時間和振幅值。 

儀器響應(詮釋資料)：詮釋資料(metadata)包含測站資訊和儀器響應，

是用來描述資料的一組資料。 



臺灣地區地震目錄：經人工重定位過的詳細地震目錄會再提供給外界

使用。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資料：GNSS 的檔案命名方式採 RINEX 2.11

的格式，主檔名共八碼，副檔名為 3 碼，副檔名後為壓縮格式，通式

為 ssssdddf.yyt.type。 

地磁場(MAGNET)資料：地磁場強度的資料交換格式採用 IAGA2002

的國際標準。 

地下水(GW)資料：文件檔內是時間、每秒的水位高度(m)、氣壓值

(hPa)和溫度(℃)，檔名為 yyyymmdd.sss 的壓縮檔。 

1.5. 回饋聯繫(Feedback Method) 

本項產品不提供諮詢服務。 

2. 技術說明(Technical Description) 

2.1. 產品格式(Format) 

資料的時間範圍 (Availability)：時間的度量採用國際標準時間(UTC) 

測站資訊 (Station Information)：這項功能涵括五大觀測網的所有測

站，點選單一測站會在地圖上出現該測站的資訊和詳細內容的連結，

這個連結網頁詳列各測站的可用資料、位置、份量名稱、座標、高

程、運轉歷史、使用儀器和系統常數，以及測站照片等，點選任一輸

出格式(JSON, CSV 和 TXT 等)可直接下載測站列表。 

 

 



波形資料格式：波形資料的輸出格式有三種，分別是 miniSEED、SAC

和文件檔格式。文件檔格式有註記第一點的時間、測站、位置、份

量、點數和時間間隔等表頭(header)參數，緊接著是一欄的振幅值或二

欄的時間和振幅值，可以在 excel 或其他程式裡開啟。 

地震波形每天的 miniSEED 格式資料檔案，其檔名的命名方式為： 

sta.net.loc.chan.Year.jday 

其中 sta、net、loc、chan、Year 和 jday 分別表示測站代碼、觀測網代

碼(氣象局的觀測網的代碼就是 TW)、位置代碼、份量(頻道)代碼、西

洋年和太陽日等。例如 CHY.TW.00.HNZ.2019.330 即為 2019/11/26 嘉

義測站的井下強震儀所收集的垂直向波形紀錄。對應的詳細說明請參

照附錄 B、每日 miniSEED 檔名的命名原則。 

儀器響應(詮釋資料)：詮釋資料(metadata)包含測站資訊和儀器響應，

是用來描述資料的一組資料。本系統提供三種儀器響應的格式給使用

者，一是系統常數、二是詳細的響應檔(RESP)、三是學界慣用的零極

值(poles and zeros)檔。 

臺灣地區地震目錄：經人工重定位過的詳細地震目錄會再提供給外界

使用，是研究地震科學與地震危害度不可或缺的資料。本系統目前開

放 2018/01/01 以後所有氣象局偵測到的地震，採用國際標準時間

(UTC)。 

 

Date: 年, 月, 日 

Time: 時, 分, 秒 

Lat.: 北緯度 

Lon: 東經度 

Depth: 震源深度 

ML: 規模 

nstn: 使用測站數量 

Dmin: 最近站震央距(F5.1) 

Gap: 相鄰測站之最大間隙角度 

RMS: 時間殘值之方均根誤差值 

ERH: 震央之(水平)標準差(公里) 

ERZ: 震源深度之(垂直)標準差(公里) 

Fixed: 深度控制(F: 未限制,X:限制深度) 

nph: 到時相位數量 

Quality: 品質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資料：GNSS 的檔案命名方式採 RINEX 2.11

的格式，主檔名共八碼，副檔名為 3 碼，副檔名後為壓縮格式，通式

為 ssssdddf.yyt.type，其中 ssss 為測站名稱，ddd 為太陽日(day of the 

year)，f 是檔案序列編號，0 表示全天，a、b 表示第一和第二個小時，

x 表示第 24 個小時(23h-24h)，yy 是年度代碼，t 是檔案型態，例如 O

是觀測檔、N 是 GPS 導航檔，G 則是 GLONASS 導航檔。以玉山測站

yusn0870.18o.gz 檔名為例，這是玉山測站(yusn)在 2018/03/28，太陽日

為 087 全天的觀測資料檔，儲存格式是經過 GNU zip 壓縮過(.gz)的文

件檔(符合 RINEX 格式)。若一次索取所有測站，則每次最長不可超過

7 天。 

地磁場(MAGNET)資料：地磁場強度的資料交換格式採用 IAGA2002

的國際標準，例如台東地磁站每秒鐘地磁場強度在 2018/03/28 記錄的

資料檔，檔名依 IAGA2002 的命名規則即為 ttn20180328dsec.sec，ttn

為 IAGA 三碼的測站代號，20180328 為記錄日期，d 表確認過的資

料，sec 則是時間間隔以秒為單位(另有分、時、日、月等)；儲存格式

為壓縮且打包過(tgz)的文件檔。 

地下水(GW)資料：時間、每秒的水位高度(m)、氣壓值(hPa)和溫度

(℃)，檔名為 yyyymmdd.sss 的壓縮檔，例如台南那拔站

(NAB)2018/03/28 的地下水位資料檔檔名為 20180328.NAB。欄位間以

逗號隔開，若無水位或氣壓值，則標示為 9999.00，若無溫度資料則標

示為 88.00。 

2.2. 科學基礎(Science Basis)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產品履歷：所有資料產品源於以下 3 種觀測網： 

  



地震觀測網(CWBSN)：於 1991 年開始將 CWBSN 升級成現代化的即

時地震觀測網。2012 年新一代中央氣象局地震觀測網開始運作，即時

觀測站的數目超過 170 個，圖 1 為觀測網測站分佈圖。使用地震儀全

面升級為 24 位元高解析度，取樣率每秒 100 點，地震監測數量由每年

平均 20,000 個大幅增加至 40,000 個。 

 

  



臺灣強地動觀測網(TSMIP)：1991 年氣象局開始逐步於臺灣本島建置

大量的自由場強震站，組成臺灣強地動觀測網，蒐集臺灣各都會區地

層、土壤的強震資料，建立臺灣強震紀錄資料庫，提供學術界地震科

學研究與工程界耐震設計規範參數。2015 年氣象局開始將部分自由場

強震站加裝即時傳輸功能，目標在臺灣各縣市每個行政區皆至少安裝 1

座即時強震站，在大地震發生後，迅速提供以鄉鎮市區為尺度的細緻

化震度資訊，強化中央及各縣市防救災單位地震救災決策擬定與動員

配置所需的研判資訊，擴大速報資訊應用範圍與效益。目前觀測網內

即時強震站的數量超過 350 個，並規劃未來持續增加即時強震站的數

量。 

 

  



臺灣地球物理觀測網(TGNS)：為了推動地震前兆的研究，氣象局在

1999 年集集地震發生後開始建置臺灣地球物理觀測網 TGNS。首先在

2001 年建置高密度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透過高精度 GPS 衛星大地測

量，建立臺灣地區大地變形資料庫，提供地震前兆研究以及斷層活

動、火山活動、地層下陷、地層滑動監測。2012 年起將測站儀器陸續

升級成高精度 GNSS(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儀器，進行多星系統連續觀

測。目前 TGNS 觀測網總共包含了 163 個 GNSS 觀測站、6 個地下水

位觀測站、12 個地球磁場觀測站以及 20 個大地電場觀測站。 

 

技術限制：觀測資料可能因人為或儀器故障等因素影響造成觀測資料

缺漏或數值異常。 

2.3. 產品取得(Product Availability) 

請連至「臺灣地區地震與地球物理資料管理系統」

(https://gdmsn.cwb.gov.tw/index.php)，必須先註冊成為本系統的會員才

可以索取並下載地震與地球物理資料。 

2.4. 補充說明(Additional Information) 

無。 

https://gdmsn.cwb.gov.tw/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