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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港研中心 TaiCOMS
有關臺東富岡漁港、綠島南寮漁港及
蘭嶼開元漁港等海域小尺度海象模
擬 之 研 究 成 果 ， 其中風浪模擬採用
大、中、小三層巢狀網格，並將東南海
域網格解析度提高至 0.008；水動力模
擬系統係由中尺度臺灣周圍海域及小

尺度東南海域雙層有限元素網格構
成。目的提供臺東與綠島、蘭嶼等離島
藍色公路細緻化更精確的風浪模擬資
訊，以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針對部份模
擬結果與觀測值間校驗不盡理想之
處，後續仍應研究尋求改善之道。

一、前言
由於我國為海島型國家，臺灣本島
與離島間各類物資及人員多需仰賴海
洋運輸，因此發展藍色公路乃政府長期
推動之政策。基於臺灣周圍海域海象變
化莫測，為確保海上交通航行安全，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港研中心)長期推動發展近岸/近
海防救災相關海象預報系統，配合海氣
象觀測，提供各大商港海象觀測與預報
的資料(李，2007)。近年來，積極發展
提供藍色公路相關航線上海象數值預
報資訊，確保航運安全，協助相關單位

維護臺灣海域的安全。為提供藍色公路
細緻化海象(風浪、水位及潮流等)模擬
資訊確保航行之安全，本文目的介紹港
研中心針對臺東富岡漁港、綠島南寮漁
港及蘭嶼開元港間藍色公路航行海域
建置小尺度海象模擬系統之研究成果
(邱，2018)。
臺 灣 近 岸 海 象 預 報 系 統 (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
TaiCOMS)之整體組成架構如圖 1 所
示，包括即時海象觀測網、海象模擬作
業化系統及港灣環境資訊網；其中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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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作業化系統區分為風(壓)場處理系
統、波浪模擬系統、水動力模擬系統及
海嘯模擬預警系統等四個子系統。在海
象模擬作業化系統架構下，有關風浪模
擬之組成架構如圖 2 所示，其組成是由
大尺度遠域風浪模擬、中尺度近域風浪

模擬及小尺度近岸風浪模擬建構出三
層巢狀網格之風浪模擬系統；水位及潮
流模擬之組成架構如圖 3 所示，其組成
是由中尺度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擬
及小尺度近岸水動力模擬建構成兩層
巢狀邊界之水動力模擬系統。

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

商港長期海象觀測
風場

波浪

水深地形

水位

觀測資料

流場

風場

波浪

驗證

水位

流場

海嘯

模擬資料

港灣環境資訊網

圖 1 臺灣近岸海象預報系統整體架構圖

作業化風壓場資料
(WA02、WA03)

TaiCOMS 風浪模擬子系統

波高、週期、波向

逐時風壓場

遠域風浪模擬

巢狀邊界波譜檔

(WA02)

近域風浪模擬

波高、週期、波向
巢狀邊界波譜檔

逐時風速
(WA03)

近岸風浪模擬

波高、週期、波向

港灣環境資訊網

圖2

TaiCOMS 風浪模擬子系統之組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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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化風壓場資料
(WA02)

TaiCOMS水動力模擬子系統

逐時風壓場

中尺度水動力模擬

水位、流速

天文潮 Tide.OBC
小尺度 Tide.OBC

逐時風速

小尺度水動力模擬

水位、流速

港灣環境資訊網

圖3

TaiCOMS 水動力模擬子系統之組成架構圖

港研中心建構的海象作業化模擬
系統目前每日僅執行一次 72 小時海象
模擬，其中前 24 小時屬於追算模擬階
段，後 48 小時為預報模擬階段。每日
海象作業化模擬輸入的預報風場資料

係由離作業化時間最近的六組連續預
報風壓場資料(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資
料)，合併構成一組 73 小時組合式風壓
場資料，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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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TiaCOMS 海象模擬作業化系
統現有架構，本研究東南海域小尺度海
象模擬系統包括東南海域風浪模擬子

系統(如圖 2 所示)及水動力模擬子系統
(如圖 3 所示)，相關研究成果分述如
后。

二、東南海域風浪模擬子系統建置
本研究結合 TaiCOMS 現有大尺度
西太平洋遠域風浪模組、中尺度臺灣周
圍海域近域風浪模組及本研究建置的
小尺度東南海域近岸風浪模組建構成
東南海域風浪模擬子系統。
2.1 數值模式介紹
TaiCOMS 風浪模擬系統使用的數
值 模 式 包 括 WAM (WAMDI group,
1988)及 SWAN (Booij, 2004)，前者應用
於遠域風浪模擬，後者應用於近域及近
岸風浪模擬。有關 WAM 及 SWAN 之
基本控制方程式介紹如下：
1. WAM
WAM 之基本方程式為二維波浪能
量平衡方程式，其表示式如下：
F
1 
C F    C F    C F   S

t cos  



S  S in  S nl  S dis  S bot

(2)

其中 Sin、Sdis、Sbot 及 Snl 分別代表風浪
之成長項、能量消散項、底床摩擦項及
波浪間非線性交互作用項。
2. SWAN
SWAN 之控制方式為波浪作用力
平 衡 方 程 式 (wave action balance
equation)，表示如下：
N cx N c y N c N c N S





(3)
t
x
y




式中 N(σ,θ)為波浪作用力密度波
譜(action density spectrum)，其中為相
對的波浪頻率，為波浪方向角；x，y
為直角座標系統之座標軸，cx 及 cy 分別
為波浪作用力在 x 及 y 空間之傳遞速
度，cθ 代表波浪作用力在波向θ空間之
傳遞速度，cσ 代表波浪作用力在波浪頻
率 σ 空間之傳遞速度，S 代表波浪成長
與消散之源函數項。
SWAN 在能量成長與消散項的參
數選擇上比其它模式更具彈性，相關功
能包括可以計算波浪在時間及空間領
域之傳遞、波與波之間非線性的交互作
用、波浪受風之成長、碎波之能量消

(1)

式中 F=F(f, θ, λ, ϕ, t)為波浪能量密度譜
(energy density spectrum)，f 為波浪之頻
率，定義為波浪傳播方向，t 為時間，
C 為波浪群速度(group velocity)，S 為源
函數(source function)，  為緯度，  為
經度，Cϕ、 C  與 C 分別為波浪群速度
(group velocity)在球面座標 、 軸及波
浪傳播方向  之空間傳遞速率。源函數
S 可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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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底床摩擦引起的能量損失、以及波
浪受到海流及地形變化影響而產生的
頻率位移、淺化與折射等物理過程。
2.2 巢狀網格
東南海域風浪模擬系統建構的三
層巢狀網格之模擬範圍如圖 5 所示，各
層數值計算網格資料如表 1 所列，表中
大尺度遠域、中尺度近域及小尺度近岸
網 格 之 解 析 度 分 別 為 0.2°、 0.04°及
0.008°。圖中各層數值計算網格水深資
料建置說明下：
(1)遠域計算網格之地形水深資料
採用美國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心

(NGDC)公布的全球 1 弧分格網數值地
形資料(ETOPO1)建置；(2)近域風浪模
擬以臺灣周圍海域為對象，網格地形水
深資料係採用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發布的台灣附近海域海底地形 500m 及
200m 網格數值水深資料建置；(3)東南
海域近岸計算網格之地形水深資料同
樣採用 200m 網格數值水深資料及海軍
水道圖，如 5 萬分之一比例尺海圖
04501 出風鼻至車城泊地、04521 東河
至知本海域、04522 知本至大武海域及
04523 大武至大板埒海域等水深資料建
置。

表 1 東南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之巢狀網格資訊表

範圍

解析度

網格層次

經度(°)
最小值/最大值

緯度(°)
最小值/最大值

格點數

遠域網格

110.0/134.0

10.0/35.0

0.2

121×126

近域網格

117.6/123.6

20.60/28.0

0.04

151×186

近岸網格

120.76/122.00

21.52/23.00

0.008

156×186

(°)

2.3 離散化數值波譜
風浪模擬波譜之離散化方法採用
階梯函數(step function)，為獲得相對均
等的解析度，離散化頻寬計算採用對數
尺度，即Δf/f = 1.1，則波浪頻率模擬範
圍為

遠域
近域

近岸

fmax/fmin= (1.1)ML−1

(4)

式中 ML 為頻率離散化數量。
圖5

本系統離散化波譜之頻率數(ML)
及波向數(KL)設定值分別為 31 及 36，

東南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三層巢
狀網格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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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小頻率值 fmin=0.04，波向解析度
為 10°。
2.4 開放海域邊界條件

擬產生的方向波譜熱啟動檔外，每日作
業化模擬熱啟動採用的初始條件均為
前次(日)作業化模擬過程利用 24 小時
非穩態模擬流程產生的第 24 小時方向
波譜熱啟動檔。
2.6 風場輸入資料
TaiCOMS 每日提供海象模擬之作
業化風壓場資料為海面 10m 高度風場
及海面氣壓場之預報資料，資料來源為
中央氣象局每日 4 次數值天氣預報資
料。TaiCOMS 作業化風場資料依據水
平網格解析度(1/6°、1/12°及 1/24°)區分
為大尺度西太平洋風場(WA01)、中尺度
中國海域風場(WA02)及小尺度臺灣海
域風場(WA03)等三種格式，如表 2 所
列。由風浪模擬架構知，本研究遠域風
浪模擬採用 WA02 風場，如圖 6 所示，
近域及近岸風浪模擬均採用 WA03，如
圖 7 所示。

大尺度遠域風浪模擬假設海域開
放 邊 界 為 自 然 邊 界 條 件 (natural
boundary condition)，即假設開放海域
之網格點無任何波浪能量通率(energy
flux) 進 入 計 算 領 域 且 波 量 以 free
advection 方式傳到網格外。第二、三
層巢狀網格海域開放邊界分別採上層
(即第一、二層)風浪數值模擬輸出之三
維方向波譜離散資料。
2.5 初始條件設定
在遠域風浪模擬中，除冷啟動採用
假設之均勻波譜場為初始條件外，每日
作業化模擬熱啟動採用的初始條件均
為前次(日)作業化模擬過程產生的第 24
小時模擬結果之方向波譜場資料。
在近域及近岸風浪模擬中，除冷啟
動風浪模擬之初始條件為模組穩態模
表2

TaiCOMS 之作業化風(壓)場網格資訊表

範圍

解析度

網格層次

經度(°)
最小值/最大值

緯度(°)
最小值/最大值

WA01

99.0/150.0

0.0/35.0

1/6

607×201

WA02

110.0/135.0

10.0/35.0

1/12

301×301

WA03

117.5/124.5

20.5/28.0

1/24

16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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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點數

浮標測站(TD)、氣象局蘭嶼浮標測站
(LY)等，漁港外海風浪預報站計有富岡
漁港(FG)、蘭嶼開元漁港(KY)及大武漁
港(DW)等，台 9 線海岸公路南興(NX)
及多良(DL)段風浪預報站，藍色公路風
浪預報計有臺東富岡-綠島-蘭嶼線、蘭
嶼-富岡線及屏東後壁湖-蘭嶼線等航
線。

35

30

25
Wsp
50.0
45.0
40.0
35.0

20

30.0
25.0
20.0
18.0
16.0
14.0
12.0

15

23.0

10.0
8.0

藍色公路

6.0
4.0
2.0

FG

0.0

10
110

115

圖6

120

125

TD

130

LD

TaiCOMS 作業化風場 WA02 之
風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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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海岸公路預警及藍色公
路風浪模擬輸出點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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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小尺度風浪模擬結果主要
輸出波浪參數包括示性波高(Hs)、平均
波向(θm)、平均週期(Tm02)、譜峰週期
(Tp)等，各項參數與波浪能譜 E(f,θ)之
關係如下
(1) 波浪能譜 n 階動差(Mn)定義如下：

4.0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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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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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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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TaiCOMS 作業化風場 WA03 之
風場範圍圖

2.7 風浪輸出點位及輸出參數
針對小尺度東南海域風浪模組模
擬預報資訊輸出點位之規劃，如圖 8 所
示，其中波浪測站計有港研中心綠島南
寮漁港 AWAC 測站(LD)、水利署台東

M n   f n E  f , df  d
(2) 示性波高(Hs) ：
7

(5)

H s  4 E0  4 M 0

PREPROC 及 PRESET 模組僅需於初始
模擬狀態下(或冷啟動模擬)執行。在熱
啟動作業化模擬狀態下，系統設計由
CHIEF 模組開始，而熱啟動需輸入之檔
案(blspanal 及 lawianal)則由 CHIEF 模組
設定間隔 24 小時產出，次日風浪模擬
使用。此外，每次風浪模擬過程 CHIEF
均會產生巢狀網格(中尺度)之邊界波譜
離散化資料供 SWAN 使用。
模式 SWAN 僅有一個執行檔模
組，其數值模擬方式分為穩態及非穩態
數值模擬兩種方式。圖 10 顯示本研究
風浪模擬以非穩態數值模擬方式為
主，針對初始模擬狀態(或冷啟動)，本
研究規劃先以穩態模擬方式產生初始
狀態之穩態解，再將過程中產生的
hotfile 作系統後續執行 24 小時及 72 小
時風浪模擬時 SWAN 之初始條件，此
方式可以加速冷啟動過程風浪模擬達
到成熟階段。另在熱啟動作業化模擬狀
態下，風浪模擬僅需先後 24 小時及 72
小時風浪模擬即可。SWAN 模擬過程產
生的輸出檔可分為三類，即單點(point)
一維風浪模擬資料、網格(grid)二維風浪
模擬資料及巢狀網格(小尺度)邊界波譜
離散化資料(nest)。

(6)

(3) 平均週期(Tm02)：採用零階動差與 2
階動差比值平方根定義風浪平均週
期，即

Tm02  M 0 M 2

(7)

(4) 平均波向：定義為

  tan 1 SF CF 

(8)

其中

SF   sin   E  f , df  d

(8-1)

CF   cos  E  f , df  d

(8-2)

(5) 譜峰週期(Tp)：以不連續波浪能譜
E(fi)之最大能量頻寬(bin)之不連續
頻率 fP 定義波浪之譜峰週期，即

Tp  1 f p

(9)

2.8 風浪模擬流程
基於本研究建置的東南海域風浪
模擬系統採用兩種風浪數值模式 WAM
及 SWAN，因此本研究分別針對數值模
式本身特性規劃出兩種作業化模擬流
程，如圖 9 及圖 10 所示。圖 9 顯示模
式 WAM 係由 PREPROC、PRESET、
CHIEF 及 PGRID 等四個模組組成，一
般風浪模擬流程僅需依序執行各模組
即可。由於 PREPROC 模組產生的輸出
檔案可供主程式 CHIEF 模組重複使
用，因此本研究作業化模擬流程設計

8

2.9 小尺度東南海域風浪模擬與校驗
針對中央氣象局每日 4 次數值天氣
預報風場資料(2016 年 9 月 10 日~9 月
30 日)，本研究分別選取其中 06~11 時
風場資料組合連續性風場，作為東南海
域風浪模擬系統之輸入資料，執行風浪
數值模擬。模擬期間分別有強烈颱風莫
蘭蒂(9 月 12 至 9 月 14 日，如圖 11 所
示)、中度颱風馬勒卡(9 月 15 至 9 月 18
日，如圖 12 所示)及中度颱風梅姬(9 月
25 至 9 月 28 日，如圖 13 所示)等三場
颱風侵襲。針對東南海域小尺度模擬結
果，本研究選取臺東浮標站及綠島南寮
漁港 AWAC 測站波浪觀測資料與風浪
模擬之示性波高、平均週期及平均波向
比較，如圖 14 及圖 15 所示。
圖 14 所示為臺東資料浮標站觀測
資 料 與 中 尺 度 臺 灣 風 浪 模 組 (Taiwan
mode)、小尺度東南海域風浪模組(SEsea
mode)模擬輸出結果之比較，顯示在示
性波高、平均週期及平均波向變化上
中、小尺度風浪模擬結果之差異均不顯
著，推論該海域地形水深變化對風浪模
擬結果之影響甚微。模擬波高之變化趨
勢與觀測資料相當一致，顯示模擬期間
影響波高大小主要因素為颱風，其中強
烈颱風莫蘭蒂侵臺影響最顯著。另外，
平均週期模擬之變化趨勢與觀測資料
變化趨勢大致相似，同樣受到颱風侵襲
影響，颱風侵臺期間波浪之波高及週期
均會變大，惟週期大小模擬值明顯較觀
測值低，推測原因可能與浮標觀測方式
有關。
圖 15 所示為港研中心綠島南寮漁
港外海 AWAC 測站觀測資料與中、小
尺度風浪模組模擬輸出結果之比較，顯

bouctai
gridtai
ubuftai

PREPROC模組

blspanal
gridtai
ubuftai

PRESET模組

No

Hotrun
Yes

blspanal
slatanal
lawianal

CBO檔

CHIEF模組

MAP檔

PGRID模組

End

圖9

SWAN模式

近域及近岸風浪模組 SWAN 之
程式架構及執行流程圖

Yes

No

Hotrun

穩態模擬

Yes

0~24小時
非穩態模擬

0~72小時
非穩態模擬

hotfile

24th hr
hotfile
nest

point

grid

End

圖 10 近域及近岸風浪模組 SWAN 之
程式架構及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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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小尺度模組模擬結果僅在颱風
影響期間有較顯著的差異；波高變化
趨勢上，模擬值明顯較觀測值提前反
應颱風之影響，颱風影響期間最大波
高模擬值亦明顯大於觀測值，此可能
與 AWAC 測站較近港口(或近岸)有
關。綠島平均週期模擬值變化趨勢與觀
測結果之趨勢相近似，週期大小則模擬
值與觀測值間相近。在平均波向變化比
較上，於颱風影響期間出現明顯的差
異，此仍需再進一步分析造成差異原
因。

Wave Height (m)

圖 13 2016 年中度颱風梅姬行進路徑
圖

SEsea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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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a 臺東資料浮標示性波高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圖 11 2016 年強烈颱風莫蘭蒂行進路
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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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b 臺東資料浮標平均週期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圖 12 2016 年中度颱風馬勒卡行進路
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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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b 綠島南寮漁港平均週期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圖 14c 臺東資料浮標平均波向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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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c 綠島南寮漁港平均波向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圖 15a 綠島南寮漁港示性波高模擬值
與觀測值比較圖

三、東南海域水動力模擬子系統建置
本研究結合 TaiCOMS 現有中尺度
臺灣周圍海域近域水動力模組及本研
究建置的小尺度東南海域近岸水動力
模組，構成東南海域水動力模擬子系
統。
3.1 數值模式介紹
水動力模擬系統使用的數值模式
為水深積分平均二維有限元素水動力
模式，模式之基本控制方程式介紹如

下：
假設水體為具有黏滯性之不可壓
縮流體，將描述流體運動之三維連續方
程式及運動方程式，沿水深方向垂直積
分，同時加入底部和表面的邊界條件，
則可得到下列的平面二維流場連續方
程式及運動方程式：
H qx q y


 Q0
(10)
t
x
y

11

率，g 為重力常數，ps 為水面大氣壓力，

qx  (uqx )  ( vqx )


 fqy
t
x
x
H  s
1


p  g    ys   xb 
 0 x
0
F 
 F
  xx  yx 
y 
 x

q y

 (uq y )



x 及 y 方向之表面風剪應力，Cf 為底床
擦係數，引用 Manning 公式可得 Cf=
ng/H1/3，n 為曼寧係數，Cd 為風曳力係
數，其值為(1.1+0.0536U10)10-3，U10 為
海面上 10 公尺處之風速，Eij 為渦動黏
滯係數(Eddy coefficient)，f 為柯氏力參

(11)

 (vq y )

 fqx
x
x
H  s
1


p  g    ys   xb 
 0 y
0
t



0 為流體平均密度，bx、by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之底床剪應力，sx、sy 分別為

F 
 F
  xy  yy 
y 
 x
其中

(12)



H   dz  h  


qx   udz  uH

(14)

h



q y   vdz  vH

(15)

h

u


1
udz
( h   ) h

(16)

v


1
vdz
( h   ) h

(17)

Fij  Eij ( q j ,i  qi , j )

i, j  x, y (18)

 iS  aCd U10 Ui

針對上述控制方程式採用有限元
素法求解，即配合邊界條件利用加權殘
差方法將上述方程式轉化成積分方程
式，再將所要計算之領域任意分割成許
多副領域(稱之為元素)，利用線性三角
形元素之形狀函數來描述計算領域中
之函數變化，進而將積分方程式離散
化，並簡化為聯立的數值方程組，藉以
求解計算領域中所取元素節點上之函
數值。在時間項的處理上，則以二階段
顯式法對連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作
積分計算。
3.2 數值計算網格
本研究東南海域水動力模擬系統
係由中尺度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
及小尺度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構成，其
中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及小尺度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之模擬範圍，如圖
16 所示。圖中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
模擬範圍為含蓋東經 116.5°~125°及北
緯 21°~26.5°之海域，模組採用的有限
元素計算網格係 2015 年建置的，如圖
17 所示，計有 8,237 個節點及 15,800

(13)

h

 ib  C f ( qx2  q2y )1 2

數(Coriolis parameter)，等於 2sin，
為地球自轉之位相速度， 為計算領域
所在位置之緯度。

qi
H2

i  x, y (19)
i  x, y (20)

式中 H 為總水深，h 為靜水深，為水
位變化，qx、qy 分別為水體在 x 及 y 方
向之流量，u 、 v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之
平均流速，Q0 為單位面積水體質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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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三角形元素 (李兆芳等，2016)。小尺
度東南海域水動力模擬之範圍為圓弧
狀，直徑約 180km；本研究建構的有限
元素數值計算網格，如圖 18 所示，計
有 10,409 個節點及 20,425 個三角形元
素，包含綠島及蘭嶼等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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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之三角形
元素網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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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邊界條件及初始條件
水動力數值模式邊界條件計有側
向邊界條件及海面邊界條件，其中側向
邊界條件主要區分為陸地流速邊界條
件及水域開放邊界條件等兩種類型。陸
地流速邊界條件依流速設定型態分為
(1)不滑動邊界條件，假設陸地邊界節點
流速等於零，即 u=0 且 v=0，如本研究
中尺度水動力模組即屬之；(2)滑動邊界
條件，即假設陸地邊界節點垂直方向之
流速或流量(qn=0)等於零，如本研究小
尺度水動力模組之設定。
水域開放邊界則採用水位條件為
模式之邊界條件，其中本研究水動力模
擬開放邊界水位條件之設定簡述如下：
假 設 海 域 (或 河 口 )開 放 邊 界 之
水位(η)等於

圖 16 中尺度臺灣周圍海域及小尺度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擬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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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之三
角形元素網格分布圖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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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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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式中 ηa(t)代表天文潮引起的水位變化，

第二項代表海面氣壓變化引起的
水位變量，此項必需配合港研中心
TaiCOMS 之作業化風壓場資料使用；
目前採用的作業化風壓場格式為
WA02，其網格解析度為 1/12°或 5'；並
於水動力模擬作業化開始前，系統會先
將 WA02 方格網風壓場資料轉換成有
限元素計算網格風壓場資料，如圖 20
所示，再提供中尺度水動力模式使用。
小尺度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海域
開放邊界水位條件，則直接由中尺度水
動力模擬結果提供。至於海面邊界條件
包括海面 10m 處風速大小及海面氣壓
值，此部份需由數值天氣預報資料提
供，如圖 20 所示；於小尺度水動力模
組則假設忽略海面氣壓項影響，風應力
項亦僅考慮一維時序風場資料。

本研究採用 Matsumoto et al.(2000)發展
的 NAO.99Jb 模式，推算或預測計算網
格開放邊界各節點天文潮水位逐時資
料，如圖 19 所示。圖中水位時序列變
化分別代表數值計算網格(參考圖 8)開
放邊界上四個角落節點之天文潮時序
列資料，顯示數值計算網格左上角臨近
陸地(中國大陸)之開放邊界節點天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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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呈現半日潮型，臺灣東部太平洋海上
開放邊界節點之天文潮位屬於混合潮
型態，西南角落開放邊界節點之天文潮
位則呈現全日潮型態。
4.0
3.0 (119.87E, 26.53N)
2.0
1.0
0.0
-1.0
-2.0
-3.0
-4.0
2010-01-01
2010-01-11

2010-01-21

4.0
(125.01E, 26.52N)
3.0
2.0
1.0
0.0
-1.0
-2.0
-3.0
-4.0
2010-01-01
2010-01-11

2010-01-31
p:

960

970

980

985

990

995 1000 1005 1010 1013

40 m/s

26

2010-01-21

4.0
3.0 (125.02E, 20.90N)
2.0
1.0
0.0
-1.0
-2.0
-3.0
-4.0
2010-01-01
2010-01-11

2010-01-31

24

22

2010-01-21

2010-01-31

116

118

120

122

124

Date : 2016091408

圖 20 中尺度有限元素網格風壓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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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式物理參數設定
水動力模式之模擬時間間距(△t)
與網格三角形元素最小尺度有關，且需
滿足下列條件式(22)

2010-01-31

Date (hr)

圖 19 近域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
開放邊界節點之天文潮水位資
料時序列圖

t  1.5tcr  1.5 s* U *
14

(22)

式 中 Δ s* 為 代 表 性 網 格 大 小 ，

(Lanyu)開元漁港及大武(Dawu)漁港等
海域，藍色公路水位及潮流預報同樣包
括臺東富岡-綠島-蘭嶼線、蘭嶼-富岡線
及屏東後壁湖-蘭嶼線等航線。
3.6 小尺度水動力模擬與驗証
本研究利用中尺度臺灣周圍海域
水動力模組進行 2016 年 9 月天文潮模
擬，並產生臺灣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開
放邊界水位邊界條件(天文潮)，再執行
小尺度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之水位及
流場模擬。
針對小尺度模式水位模擬結果，本
研究選取富岡、綠島及蘭嶼等潮位站天
文潮分析結果與模式天文潮水位模擬
值進行比較，如圖 21 至圖 23 所示；顯
示小尺度模式水位模擬值與天文潮預
測值間變化趨勢具有高度一致性(相關
係數 R 值均高於 0.99)，僅蘭嶼呈現模
式天文潮水位模擬值有明顯偏小的現
象存在。誤差分析結果顯示，富岡及綠
島海域均方根誤差小於 0.05m，蘭嶼海
域均方根誤差約 0.9m(略差)。針對小尺
度水動力模式蘭嶼海域天文潮模擬值
偏小現象，則需進一步判斷誤差來源是
小尺度水動力模式問題，或是上游中尺
度模式問題，才能著手進行修正。
圖 24 所示為大潮期間富岡漁港海
域漲退潮流速向量分布圖，顯示出當地
海域僅富岡漁港北側小野柳外海礁岩
區流速略大外，其餘海域潮流模擬值均
相當小；此外，整體漲、退潮時流向轉
變時間大多發生於高低潮位時，明顯比
預期的較晚。圖 25 及圖 26 分別為大潮
期間綠島及蘭嶼海域漲、退潮時流速向
量分布圖，同樣顯示整個海域潮流模擬
值均相當小，整體漲、退潮時流向轉變

U *  2 gH ，H 為水深(m)，g 為重力加
速度。經測試後，中尺度及小尺度水動
力模組採用的時間間距△t 分別為 4sec
及 2sec。
模式渦動粘滯性係數建議採用
Connor and Wang (1974)提出之經驗公
式(23)推估，
(23)
式中 Exx 為渦動粘滯性係數，其單位為
m2/s，a 為無因次係數，其合理的範圍
介於 0.01~0.1 之間；ῆ 為潮汐代表性潮
差， 為潮流代表性流速， 為三角元素
代表性邊長。
1. 中尺度水動力模組
本研究選取無因次係數 a= 0.025，
代表性潮差 ῆ=1.20 m，潮流代表性流速
為 0.5 m/s，先估算中尺度計算網格各
元素之渦動粘滯係數值；之後，再經由
模式模擬結果驗證程序率定渦動粘滯
係數值。
2. 小尺度水動力模組
同樣假設 a = 0.02、ῆ=1.50 m 及
=0.5 m/s 先估算小尺度計算網格各元
素之代表性渦動粘滯係數值，再經由模
式模擬結果驗證程序率定渦動粘滯係
數值。
3.5 水動力輸出點位
針對小尺度東南海域水動力模組
模擬預報資訊輸出點位之規劃，參考圖
6 所示，主要水位輸出計有富岡(Fugan)
漁 港 、 綠 島 (Ludao) 南 寮 漁 港 、 蘭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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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水位模擬
值與富岡潮位站天文潮預測值
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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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較晚。
整體而言，東南海域潮流模擬值普
遍偏低，僅在鄰近岸邊水域有較大潮流
模擬值出現。

264000

266000

268000

270000

272000

274000

276000

圖 24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富岡
漁港海域之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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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水位模擬
值與綠島潮位站天文潮預測值
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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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續)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富
岡漁港海域之流場圖

0.0

-0.5

-1.0
Measured
SE model (S-scale)
-1.5
9/5/16 0:00

FG
1.0

2524000

-0.5

1.5

2522000

Tidal Level (m)

0.5

Tidal Level (m)

2528000

1.0

9/10/16 0:00

RMSE= 0.091m
R
= 0.992
9/15/16 0:00

9/20/16 0:00

Date (hr)

圖 23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水位模擬
值與蘭嶼潮位站天文潮預測值
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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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蘭嶼
周圍海域之流場圖

圖 25 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綠島
周圍海域之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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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續)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蘭
嶼周圍海域之流場圖

圖 25 (續)東南海域水動力模式模擬綠
島周圍海域之流場圖

四、結論
本研究目的針對臺東富岡漁港、綠
島南寮漁港及蘭嶼開元漁港等海域建

置小尺度海象模擬系統，以提昇東南海
域海象(波浪、水位及流場)模擬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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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東南海域藍色公路細緻化海
象模擬資訊，以確保航運安全，協助
相關單位維護臺灣海域的安全。主要
研究成果包括建置東南海域小尺度風
浪模擬系統及小尺度水動力模擬系

統，完成初步小尺度風浪模擬、水位及
潮流流場模擬結果之比較與校驗。模擬
結果與觀測值間部份模擬現象不盡理
想，仍待後續研究尋求改善之道。

參考文獻
1. 李忠潘、邱永芳、陳陽益、于嘉順、
蘇青和、劉正琪、林炤圭、張憲國、
王兆璋，近岸數值模擬系統之建立
(3/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7 年
4 月。
2. 劉正琪、李兆芳、李俊穎、陳明宗，
「澎湖海域海象模擬」，港灣季刊，
107 期，p1~18，2017 年，6 月。
3. 李兆芳、邱永芳、劉正琪、蘇青和、
陳明宗、李俊穎、唐宏結、江朕榮、
謝佳紘，「海氣象自動化預報模擬
系統作業化校修與維運」，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研究報告，2016 年 3 月。
4. 李兆芳、邱永芳、劉正琪、蘇青和、
陳明宗、李俊穎、江朕榮、謝佳紘，
「105 年海氣象自動化預報模擬系
統作業化校修與維運」，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研究報告，2017 年 3 月。
5. 邱永芳、李兆芳、劉正琪、蘇青和、
陳明宗、李俊穎、謝佳紘、江朕榮，
「港灣海象模擬技術及預警系統研
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報告，
2018 年 3 月。
6. Booij, N., J.G. Haagsma, L.H.

Holthuijsen, A.T.M.M. Kieftenburg,
R.C. Ris, A.J. van der Westhuysen,
M. Zijlema, “SWAN Cycle III version
40.41 USER MANUAL,”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4.
7. Connor, J. and J. Wang,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Hydrodynamic
Circulation, in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 Dynamics,” ed. By Brebbia and
Connor, Pentech Press, 1974.
8. Matsumoto, K., T. Takanezawa, and
M. Ooe, “Ocean tide models
developed by assimilating TOPEX/
POSEIDON alti- meter data into
hydrodynamical model: A global
model and a regional model around
Japan,” J. Oceanogr., Vol.56, pp.567581, 2000.
9. WAMDI Group (1988) “The WAM
Model – A Third Generation Ocean
Wave Prediction Model,”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Vol. 18, pp.
1775-1810.

18

港灣環境資訊功能加值應用系統
蘇青和
李俊穎
劉清松
王郁涵
林珂如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台灣富士通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專員
台灣富士通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工程師

摘要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功能維護與加
值應用等工作，主要為展示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港
研中心」)長期於臺灣國內主要港口附近
海域與離島地區，所裝設的現場海氣象
即時觀測資訊及數值模擬預報系統，提
供完整全面的資訊整合服務，讓相關管
理人員於可能發生災害的情況下即時
掌握必要的海氣象資訊，做為決策應變
之參考依據。

本系統涵蓋藍色公路資訊、港區影
像資訊、港區地震資訊、港區海嘯資
訊、以及港區腐蝕資訊等等，將臺灣各
港區與港灣息息相關之環境資訊，透過
港 灣 環 境 資 訊 網 (https://isohe.ihmt.
gov.tw)平台，即時提供給一般民眾、港
灣管理機關、國內外船舶業者及有關人
員查詢，以提昇船舶進出港操航安全、
港埠營運效能及緊急應變之決策擬
定。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臺灣四周環海，海洋資源豐富，漁
業活動以及航運發展均需長期可靠之
海氣象資料作為依據。為了港埠經營需
求以及船舶進出港操航安全，亦提升各
界對港灣自然環境資訊的需求，港灣環
境資訊網將臺灣近岸海象預報系統
（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 TaiCOMS）的海象即時觀測資
料以及作業化模擬預測資料加以整

合，利用資訊技術將臺灣各港口之海氣
象與港灣水理資料，以靜態或動態方
式，透過港灣環境資訊網展示，即時提
供相關單位參考。
除維持系統功能穩定、加值服務應
用與資訊正確性之提升外，進而納入示
警與防災應變系統之評估與開發，期能
使這些海氣象觀測或模擬資訊獲得更
廣泛之運用，推展予相關單位和民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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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詢。港灣環境資訊系統之建置，除
了對海上航行安全有正面助益外，也讓
相關的港埠管理人員能迅速掌握港區

海域之海氣象資訊，作為緊急突發事故
(如船舶碰撞、擱淺、漏油等)之決策參
考。

二、港灣環境資訊系統與功能架構
2.1 系統架構
港灣環境資訊網所建立之資訊系
統採用多階層式功能模組架構，以提昇
系統功能效率、穩定性及後續功能調
整、擴充之便利性。依據資訊系統架構
可區分資料端、中心端及使用者端三大
部分。資料端主要由集港研中心、中央
氣象局、經濟部水利署及台灣海洋科技
中心等提供海氣象觀測相關資料，透過
中心端之資料庫(SQL)伺服器、影像伺
服 器 及 應 用網 頁(Web) 伺服器進行資
料、影像之收集與應用，提供使用者透
過電腦及行動裝置進行港灣環境資訊
網資料之查詢、展示及應用，如圖 1 所
示。
港灣環境資訊網功能項目有港區
海象資訊、全國海象資訊、藍色公路資
訊、港區影像資訊、港區地震資訊、港
區海嘯資訊及港區腐蝕資訊等七大功
能項目，如圖 2 所示。
資料端

中心端

2.2 系統功能
2.2.1 海象觀測資訊
提供港研中心 19 個港域長期海象
觀測站所收集之海氣象資料。透過資料
庫同步程式定時藉由海氣象資料品管
及匯入程式，將所有港口(基隆港、蘇澳
港、花蓮港、臺中港、高雄港、臺北港、
安平港、布袋港、澎湖、馬祖及綠島)
之海氣象即時觀測風力、潮汐、波浪、
海流、水溫及能見度資料匯入海情資料
庫，並整合至網頁，方便使用者查詢瀏
覽，讓使用者能即時掌握港區海氣象資
料，如圖 3 和圖 4 所示。

使用者端

港研中心

資料庫
伺服器

電腦

中央氣象局

影像伺服器

行動裝置

經濟部
水利署
台灣海洋
科技中心

圖 2 港灣環境資訊網功能架構圖

應用網頁
伺服器

圖 1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架構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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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建置全國海象資訊，整理歸
納各海域的觀測站，加值應用颱風期間
需要查詢的資訊，提供最大風速、最大
有義波高、最大流速與最大相對潮位等
等相關參考性資料，透過即時觀測資料
轉入程式蒐集與彙整港研中心、中央氣
象局和經濟部水利署等各單位的海氣
象資訊，如圖 5 所示。

圖 3 港灣環境資訊網首頁

圖 5 全國象資訊-海象最大值
透 過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平 臺
(https://data.gov.tw/)，進一步介接中央
氣象局提供的颱風消息與警報-颱風路
徑、颱風侵襲機率及颱風消息，透過颱
風介接程式，定時同步匯入海情資料
庫，且提供颱風消息頁面給使用者進一
步瀏覽，如圖 6 所示。
圖 4 港區海象資訊-觀測海象綜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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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全國海象資訊-颱風消息
2.2.2 海象模擬資訊
採用港研中心所發展之預報模
式 — 臺 灣 環 島 海 象 預 報 系 統
(TaiCOMS)，透過不同尺度的數值模
式，提供港區特定位置與臺灣周圍海域
每日 72 小時(昨日、今日與明日)之風
場、波浪、水位及流場之海象數值模擬
資訊。並與即時觀測資訊相輔相成，進
而呈現非觀測位置的海象模擬資訊，以
彌補現場監測僅能提供少數測站資訊
的不足，並且運用 Highcharts 圖表工具
(JavaScript 圖表函式庫，其相容性與易
用性高，適合用於網站開發與展示，
https://www.highcharts.com/)，套用在歷
線圖的呈現，提供使用者將即時觀測資
訊與不同的數值模式進行套疊，讓歷線
圖的呈現透過交互的點選方式，由使用
者選擇 1 條、2 條或多條展現的圖表畫
面，如圖 7、圖 8 與圖 9 所示。

圖 7 港區海象資訊-定點歷線圖(港外)

圖 8 港區海象資訊-定點歷線圖(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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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全國海象資訊-定點歷線圖
2.2.3 藍色公路資訊
為了促進臺灣本島與離島間海上
航線航行的安全以及提昇海上活動海
氣象資訊服務的品質，港灣環境資訊網
結合海氣象即時觀測資訊、臺灣近岸海
象模擬系統(TaiCOMS)，以及船舶自動
辨識系統(AIS)，開發完成「藍色公路資
訊」系統，以提供環島藍色公路全年航
行之風浪資訊需求。
目前藍色公路已完成 5 條兩岸航
線、12 條離島航線、3 條島際航線、4
條小三通航線及 9 條環島航線，共計 33
條海上藍色公路，如圖 10 所示。其所
提供風速、風向、波高、波向、流速、
流向以及潮位資訊，如圖 11 和圖 12 所
示。同時整合臺灣動態船舶辨識系統，
納入固定船班之船舶即時座標位置、航
速、航向等資訊，配合海上航路海氣象
預報資訊之提供，以利業者及船長即時
掌握海氣象及船舶航行等資訊，作為判
斷船舶操作之參考，能進一步提升海上
航行安全。

圖 10 港灣環境資訊網 33 條藍色公路
航線

圖 11 藍色公路波高資訊(以基隆-南竿
-東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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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藍色公路波向資訊(以基隆-南竿
-東引為例)
2.2.4 港區影像資訊
為使海氣象觀測資訊以另一種更
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透過各港區的即
時影像建置，直接瀏覽現場的影像情
況，並且配合即時觀測數據，隨時監控
港區海氣象狀態，讓使用者獲得更直
接、更具體的觀測印象，也能讓相關單
位掌握港區現場實際狀況，如圖 13 所
示。

圖 13 港區即時影像(以馬祖東引為例)
2.2.5 港區地震資訊
臺灣位於地震發生頻繁的環太平
洋地震帶西側，每年大小地震不斷，在
強烈地震作用下，極可能發生結構物震
盪損傷，或因土壤液化引發港灣碼頭向
海側位移與傾斜等災害。透過地震監測
系統，進而提供給相關單位人員作為災
後檢修之參考，縮短救災時間並減少災
損。網頁中呈現各港區之地震時間、震
度、地表加速度以及 X,Y 水平向地表地
震波形、Z 垂直向地表地震波形資訊，
讓使用者瀏覽查詢，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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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港區地震資訊
2.2.6 海嘯模擬資訊
海嘯會在沿海地區引起巨大的破
壞，因此海嘯預警系統建置，將可減輕
這毀滅性的災難，以及避免生命財產的
損失傷亡。透過網路擷取國內外所發佈
地震參數，以及海嘯資料庫(利用海嘯模
式及互逆格林函數建置)，快速解算太平
洋區域內因地震引發海嘯，抵達港口的
時間及水位變化。現階段作業情形，海
嘯模擬系統每隔 5 分鐘會自動擷取國內
外發佈的即時地震參數，進而推算出海

嘯波預計抵達各港口之時間及水位變
化資訊，其模擬結果會提供使用者於港
灣環境資訊網進一步查詢展示。港灣環
境資訊網提供相關之海嘯資訊(近期海
嘯、歷史海嘯和海嘯系統簡介)與預警通
報訊息給使用者瀏覽查詢。彙整後之海
嘯模擬資訊作業，提供各港口近期的海
嘯資訊，包含了地震的相關詳細資訊、
震央位置圖以及到達臺灣各港區的相
關預警訊息資料，如圖 15 所示。

25

圖 15 港區海嘯資訊
2.2.7 港區腐蝕資訊
臺灣為一海島，四面環海，高溫、
高溼與高鹽份的環境，加上空氣污染的
結果，腐蝕環境嚴重。歷年來公共工程
建設常引用國外大氣腐蝕數據進行腐
蝕速率評估與防蝕設計，結果常有未及
設計年限就已銹蝕損壞的情形；有鑑於
此，腐蝕因子的調查與掌握對金屬與鋼
筋混凝土結構物耐久性防蝕設計的影
響，有其重要性。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整合納入離港
區 0m、100m、300m 試驗點之腐蝕監
測項目包括氣象資料相對溼度、氯鹽
(Cl-)與二氧化硫(SO2)沉積量之調查，
以及現地暴露試驗，針對碳鋼、鋅、鋁、
銅四種金屬之試驗資料，於港灣環境資
訊網港區腐蝕資訊頁呈現，並提供試驗
測點之基本資料(座標位置、高程以及離
海岸線距離)和包含歷年來所蒐集到的

相對溼度、氯、鋁、鋼、鐵以及鋅之實
驗數據，如圖 16 所示。

圖 16 港區腐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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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警與推播通知功能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為一整合港區
海域各項海氣象資訊之平台，為使這些
即時觀測或模擬資訊得到更有效率之
運用，並且讓本系統達到主動示警與即
時推播之功能，運用 LINE BOT API 結
合海氣象觀測資訊開發 LINE 推播測試
平台，目前試作應用於「海嘯模擬訊息
推播」、「海氣象資料品管訊息推播」、

「海氣象示警訊息推播」及「海氣象資
料中斷訊息推播」，採用自動化作業排
程，如圖 17 所示。透過各 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網頁平台，將相關資訊依據不
同的訊息類型啟動機制觸發，如表 1 所
示，並且依照各使用者群組進行訊息推
播通知。

圖 17 港灣環境資訊網 Line Bot 作業流程
表 1 港灣環境資訊網 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平台
網頁平台名稱

發送機制
1. 地震矩規模(MW)>=6.5。
海嘯模擬訊息推播
2. 其同個地震時間發生的海嘯事
件不再發送。
1. 資料異常(例：波高為 0，風速為
海氣象資料品管訊息
-999.99 等)。
推播
2. 資料超過系統所設定的上限值
或低於下限值。
1. 資料超過系統所設定的示警值。
2. 一天內同一級距資料僅發送一
海氣象示警訊息推播
筆，其發送之示警值紀錄必須大
於已發送紀錄。
資料中斷 2 小時做第一次通知，中
海氣象資料中斷訊息
斷 6 小時做第二次通知，中斷 3 天
推播
做最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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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頻率
10 分鐘/次

發佈對象
港研中心內部
外部單位使用
者

10 分鐘/次

港研中心內部

10 分鐘/次

港研中心內部
外部單位使用
者

10 分鐘/次

港研中心內部

3.1 海嘯模擬訊息推播
港灣環境資訊網之港區海嘯資
訊，除了於網頁提供跑馬燈資訊區塊，
讓使用者能得知海嘯的即時資訊，Line
訊息推播機制為只要地震矩規模(MW)
大於等於 6.5 以上，另增加判斷如是同
一地震發生時間之海嘯事件，僅發送一
次即可，避免發送頻繁擾人的訊息數
量。透過港灣環境資訊網海嘯模擬資訊
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網頁平台，採
自動化作業排程，每 10 分鐘偵測一次，
如有達到發佈條件就會發送訊息給相
關使用者，如圖 18 所示。

出現超過上限值、低於下限值及不符合
常理的異常數值(例如資料為-999.99、
999.99、999、-999 和 99.9 或風向、波
向與流向大於等於 360 或波高、流速、
潮位和水溫等於 0 等等)，分別將這些資
料異常的欄位，給予異常代碼記錄，再
匯入至資料庫儲存，讓相關管理人員能
針對這些資料做進一步的追蹤和確認
資料的品質。目前港灣境資訊網各港口
的風速、波高、週期、流速和潮位之上
下限設定，參考 2016 年港灣海氣象觀
測資料年報之歷年整年 12 個港域統計
表，其最大數值再加上 0.5，來當作各
港資料上限設定值。
透過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資料
品管(異常、上下限值)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網頁平台，採自動化作業排
程，只要港口海氣象資料發生資料異
常、超過上限值及低於下限值，就會發
送訊息給相關港口承辦人，注意資料回
傳狀況，以達到資料一致性、正確性及
完整性，如圖 19 所示。

圖 18 海嘯模擬 Line 訊息畫面
3.2 海氣象資料品管訊息推播
港灣環境資訊網之海氣象異常值
和上下限值檢視，透過海氣象資料品管
及匯入程式，進行基本品管的前置處理
作業，判斷所介接的資料欄位，是否有

圖 19 海氣象異常值 Line 訊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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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氣象示警訊息推播
針對示警推播部分，風速參考中央
氣象局蒲福風級（Beaufort scale），取
強風(風速大於每秒 13.8 公尺)，波高參
考中央氣象局浪高對照表，取大浪(波高
大於 3 公尺)，來當作各港海象示警發佈
條件。透過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示警
資料 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網頁平
台，採自動化作業排程，只要港口海氣
象資料超過港口所設定的示警值時推
播，其發送條件為 24 小時內同一級距
資料僅發送一筆，其發送之示警值紀錄
必須大於已發送紀錄，就會發送訊息通
知示警值群組的該港口的相關使用者
人員，如圖 20、21 所示。

3.4 海氣象資料中斷訊息推播
港口海氣象資料傳輸檢視狀況，現
行機制分為三階段性通知，第一階段為
資料連續中斷 2 小時做第一次通知，第
二階段為資料連續中斷 6 小時做第二次
通知，第三階段為資料連續中斷 3 天做
最後通知，接著透過港灣環境資訊網海
氣象資料檢視狀況 LINE BOT API 推播
測試網頁平台，採自動化作業排程，且
避免訊息發送次數過於頻繁，因此資料
中斷如果符合上述時，就會發送訊息給
相關港口承辦人，隨時注意資料回傳狀
況，以利追蹤目前觀測站現況與擬定後
續處理規劃，如圖 22 所示。

圖 20 海氣象示警 Line 訊 圖 21 海氣象示警 Line 訊
息畫面(7 級風)
息畫面(8 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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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海氣象資料中斷
Line 訊息畫面

四、結論
本計畫整合多元的應用服務，希望
於實質應用上，提供各相關管理單位海
氣象資訊的運用，包括在港區範圍、海
域範圍的海象觀測與模擬資訊，藍色公
路航線上的海氣象狀況等，以提升防災
資訊服務之目的，作為後續應變與緊急
狀況之決策參考。
為了改善港區交通海氣象服務作
業、提昇港埠運作效能與提供民眾對近
岸海象資訊完整資訊，應持續執行「港
灣環境資訊系統維護--功能提升」計
畫，相關結論說明如下：
(1) 完成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結合 LINE
BOT API 試作開發，應用於「海嘯
模擬訊息推播」、「海氣象資料品
管訊息推播」、「海氣象示警訊息
推播」及「海氣象資料中斷訊息推
播」，採用自動化作業排程，透過

各 LINE BOT API 推播測試網頁平
台，將相關資訊依據不同的訊息類
型啟動機制觸發，依各使用者群組
進行訊息推播通知，透過 Line Bot
API 技術應用，以提供本系統主動
示警與即時推播之應用成效。
(2) 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s://data.
gov.tw/)，介接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
颱風消息相關資訊，納入「全國海
象資訊」功能項下，後續配合港研
中心規劃發展，期能將這些介接資
料進一步與港灣環境資訊網結合運
用，並評估整合其他單位如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Windy 或
其他國外預報颱風路徑等資料，強
化全國海象資訊平台，達到提升防
災情資服務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朱金元、蘇青和、劉清松、林廷燦
、林珂如、王郁涵（2019）。「107
年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維護--功能提
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2. 蘇青和、李俊穎、蔡立宏、廖慶堂
、蔣敏玲、衛紀淮、羅冠顯、林受
勳、傅怡釧、陳鈞彥（2017）。「
2016 年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
年報(12 港域觀測波浪資料)」 ，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研究報告。
3. 蔡立宏, 廖慶堂, 蔣敏玲, 傅怡釧,
衛紀淮, 羅冠顯, 林受勳, 陳鈞彥（
2017）。「2016 年港灣海氣象觀測
資料統計年報(12 海域觀測風力資
料)」，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4. 蔡立宏、陳志弘、羅冠顯、曾俊傑
（2017）。「105 年臺灣國際港附近
海域海氣象調查分析研究，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

30

5.

6.

7.

8.

報告。
廖慶堂、林受勳、陳志弘、蔣敏玲
、衛紀淮、羅冠顯、何良勝、蔡立
宏（2017）。「105 年臺灣國際港
附近海域海氣象調查分析研究」，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研究報告。
邱永芳、蘇青和、李俊穎、謝佳紘
（2017）。「港灣海象模擬作業評
估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
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陳冠宇、陳陽益、邱永芳、蘇青和
、單誠基、李俊穎（2013）。「提
昇海岸及港灣海嘯模擬技術之研究
(2/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
術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邱永芳、朱金元、羅建明、柯正龍
、謝明志（2017）。「2016 年臺灣

大氣腐蝕劣化因子調查資料年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研究報告。
9. 陳志芳、謝明志（2017）。「地震
監測速報及地層下陷量測分析」，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研究報告。
10. https://www.cwb.gov.tw/V8/C/M/OB
S_Marine.html，中央氣象局即時海
況網頁。
11. https://developers.line.biz/en/docs/me
ssaging-api/overview/ ， Messaging
API overview - LINE Developers。
12. https://www.highcharts.com/
，
Highcharts。
13. https://data.gov.tw/，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

31

離岸風機基礎土層穩定性檢監測技術研發
及港區應用調查
邱永盛
薛憲文
林俊宏
羅建育
謝明謀
唐鼎鈞
林雅雯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海軍官校海洋科學系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專任研究助理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在海洋工程應用中，海床之深度及
其結構與物理特性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其對於海上施工與海上結構物穩定
度有關鍵影響，因此，提升海床面地形
探測精準度，以及了解海床下土層結構
與參數之檢監測技術均是國際上海洋
工程技術之發展重點。政府目前推動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對於風機基
礎土層之穩定性須有效監控；而港口浚
挖工程之施作，亦須提升海床面地形探
測準確度。針對上述兩大需求，本研究

以聲波在海床面與海床下之反射、散射
以及傳播特性為基礎，探討整合多頻率
聲學反射模擬模式、地音參數反算模式
與實海域聲學探測方式，並提出離岸風
機場址土層穩定性檢監測技術之概念
及原型，於高雄港、碧砂漁港、臺北港
進行 6 次多頻率海床面地形變動測量，
利用各頻段之反射係數依海床表層沉
積物特性反算模式進行海床下土層特
性估算，估算結果與岩心樣本分析結果
一致。

一、前言
臺灣西海岸在政府積極推動「千架
海陸風力機」計畫下，對於風機基礎之
穩定性與風機之安全運作須有效監
控。離岸風機受風、浪、海流、颱風及
地震之影響，基礎可能因海床淘刷而導

致穩定性不足，須發展檢監測設備及技
術以達到早期預警功能。建立本土化離
岸風機基礎維管計畫及開發基礎穩定
性檢監測技術，有助於離岸風機達到長
期營運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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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岸風機之架設過程或是港口
浚挖實施前後，均有海床面地形與深度
變動之情形，而一般市售測深儀因頻段
解析度、內建聲速預設值、探測波束
寬、與操作方式等條件，常存在有海床
面地形、深度不一致的情形，即探測結
果隨系統而變。此海床面地形探測誤差
對於海上工程施作以及浚挖深度之估
算將造成困難，因此須深入探討海床面
地形量測誤差之來源，並研究如何提升
量測準確度，俾利海上工程之實施。
聲波與聲學系統是目前海床探測
的主要工具之一，亦是在大範圍海床探
測上最具經濟效益之工具，圖 1 為以聲

學系統進行(a)海床面地形與(b)海床下
土層結構之探測範例，兩圖為同一測線
上分別以測深儀和本研究自行開發之
掃頻聲納探測得之訊號，由於測深儀運
用較高頻聲波(10k 至 300kHz)進行探
測，因此可測得海床面反射訊號以及海
水不均勻度散射訊號；而本研究使用之
掃頻聲納頻率較低(1k 至 20kHz)，主要
可獲得海床面與海床下土層回波。本研
究以聲波在海床面與海床下之反射、散
射、以及傳播特性為基礎，研究如何整
合多頻率聲學系統，提升海床面地形與
深度探測準確度，並提升海床下土層結
構與參數之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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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西南海域海床聲學探測範例。(a)以海研三號測深儀探測得之海床面地
形與深度，(b)以自行開發之掃頻聲納於同樣測線之海床下土層探測結果。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內容主要為聲學技術開發
及進行兩大應用目標研究。第一個應用
目標為海床面地形探測準確度提升研
究，即如何運用聲學技術來正確量測到
實體海床面之深度；第二個應用目標為
海床下土層結構與參數特性估算研
究，此目標在於發展聲學技術來估算海
床表層土層之結構與參數值。
本研究在應用多頻率聲學探測海

床深度，在硬體部分，本研究分別在吊
放式載台與拖曳式載台上整合 1 kHz 至
50kHz 之聲納系統，使任一載台均可同
時進行多頻率探測。在軟體上，本計畫
整合多頻率聲波之探測結果，獲得較精
細的海床探測結果。
海床下土層結構與參數特性估算
目前常採用之底層剖面儀頻率範圍大
多在 1-20kHz，與本研究在海床下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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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使用之頻率範圍相近，但由於本研
究欲進行聲納探測資料之後續訊號分
析與應用，市售地層剖面儀無法因應本

研究需求，因此需使用自行開發之儀器
設備進行量測與研究。

三、文獻回顧
有關離岸風機土層穩定性探討文
獻，大多集中於探討離岸風機周圍表面
土層的淘刷，因為土壤淘刷會造成基樁
周圍土壤之流失[1-3]，對風機的基礎穩定
性有負面的影響。然而除淘刷外，風機
本身受風力、波浪及風扇運轉等因子作
用下，亦會產生振動的情形，此振動將
影響風機基樁周圍土層之結構，甚至可
能造成土層鬆動[3-5]。臺灣常見的地震現
象也可能造成突發性的海床結構變
動，造成離岸風機基樁附近土層鬆動或
是土壤液化等現象。這些對離岸風機基
樁可能造成損害的現象雖然不一定會
發生，但仍需建立適當的檢監測技術與
進行相關研究。
3.1 風機振動與土壤穩定性之影響
離岸風機基礎土壤會受風機振動
的作用力影響[6]。離岸風機在海上會受
到風、浪、流以及本身運轉的影響產生
振 動 ， 自 然 振 動 頻 率 多 介 於 0.3Hz0.36Hz 間，而多葉片轉動產生之產生的
振動會介於 0.5Hz 至 1.5Hz 之間[6]。風
機受不同外力作用而造成的振動頻率
亦不同，如圖 2(a)所示，可看到風機風
扇轉軸旋轉造成之頻率、3 葉片旋轉造
成之振動頻率、風力造成之振動頻率以

及波浪造成之振動頻率，這些不同振動
整合起來則將產生如圖 2(b)之振動模
式。Adhikari 等人[7]提出單樁離岸風機
的系統模型與其振動方式，如圖 3，風
機會沿著圖上 X 軸方向左右擺動，風機
的擺動連帶會影響風機周圍土層的變
化。當風機擺動過程中往右側彎曲時受
到擠壓的土層會變形[8]，左側的縫隙則
會有水滲透進來，圖 4(B)，當基樁回到
原本位置時圖 4(A)在右側可能也會產
生空隙，因此水會滲透進來，如此周而
復始的振動之下基樁兩側的空隙會越
來越大，但周圍被擠壓之土層密度會提
升，導致空氣及水的穿透量會降低[9]，
此現象較常發生於黏性土壤。由於離岸
風機發展與大規模應用之時間尚不
長，基樁與周圍土層之長期變化尚不可
知，目前僅有模擬與實驗室實驗結果可
供參考[8]。
風機基樁振動會造成周圍土層之
密度、孔隙率、透水率、以及土層結構
等物理參數之改變，此外，在工程參數
上則可使用土層之剪力模數、楊式模數
和泊松比等重要參數來監測土層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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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周圍土壤淘刷對基樁之影響
風機基座保護工受波流水動力是
否影響基座安全，陳等人[10]研究基座
保護工施作前後淘刷的影響。研究發現
12m 水深基座與 16m 水深基座，淘刷深
度 分 別 為 2.73 m(1.31D) 與 2.424
m(1.17D)，淘刷範圍為 6D 與 2.5D(大於
0.5 m 深之淘刷地形)。楊等人[11]針對
多功能創新型離岸風機載體式基座，藉
由水工模型試驗先探討創新型離岸風
機受風動力與波流水動力作用下支承
基礎結構物之動力負載、風機運動模式
等動態反應分析及基座周圍之地形淘
刷、淘刷範圍與最大淘刷深度等進行探
討。
由上述文獻可知，基樁周圍有無保
護工法，對於淘刷深度有直接的影響，
雖然能透過保護工來改善整體淘刷度
與淘刷範圍，但仍無法完全避免淘刷對
表層土層之破壞作用。
3.3 風機基礎周圍土壤液化評估
風機和土壤會有互制效應，臺灣處
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反覆的震動
會讓土壤的顆粒相互推擠，有可能造成
土壤液化，使土壤瞬間失去支撐基礎的
能力，讓風機傾倒[12]。倪等人[13]指出目
前離岸風機規範較少探討土壤液化對
離岸風機基礎的影響，該文以福海離岸
前導風場為研究對象，針對土壤發生液
化前後的 p-y 曲線以及基樁側向變形於
彎矩做討論。傳統無液化下的 p-y 曲線
呈現凹口向下的型態，而完全液化下的
p-y 曲線呈現凹口向上的型態如圖 5。
上凹型 p-y 曲線形成之主要原因
為：(1)地震力誘發之反覆剪應力作用，
使得基樁與土壤界面間逐漸有小空隙

(a)

(b)
圖2

離岸風機於不同負載下的波形
示意圖[6]

圖3

單樁風機系統的模型及風機振
動過程示意圖[7]

圖4

基樁周圍土壤受到週期性的側
向應力之示意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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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導致在樁身產生小位移的狀況下
樁土分離，因而從 p-y 曲線上看來，前
端之土壤反力為零。(2)在樁身產生大位
移狀況下，由於土壤顆粒間排列已達
緊密堆積，若再增加位移將使得土壤產
生剪脹效應，導致後段 p-y 曲線得以上
揚。於液化過程土壤漸漸變軟，使基樁
變形量更大，不僅使樁身最大彎矩增
加，同時也使最大彎矩發生深度增加
(7m 增加到 11.9m)。涂等人[14]指出當
地震時淺層砂土發生液化的可能性相
當高。國外目前對位於地震區的風機之
基礎土壤發生液化對基礎穩定的評估
方法尚無深入研究。結果顯示淺層土壤
液化時，土層束制基樁的深度會向深層
發展。

圖5

p-y 曲線[13]

部分文獻指出樁的受力情形與土
壤液化之相關性(最大彎矩量向深層發
展)。

四、多頻率海床探測實驗及資料分析
為了更深入了解以及驗證多頻率
海床探測之可行性，本研究規劃並執行
了一系列之海床探測實驗，可了解臺灣
週邊海域真實海洋環境條件，以及多頻
率海床探測技術之運用成效。
4.1 海床聲學探測系統介紹
本研究首先進行多頻率聲學探測
系統之發展，建置兩套拖曳式多頻率海
床量測系統，分別為拖曳式自收發聲納
系統(Towed sonar system)，以及吊放式

多頻率海床量測系統，如圖 6 (a)、圖 6
(b)、圖 6 (c)。圖 7 即為使用本研究團隊
自行建置的海床聲學剖面儀所探測得
之表層沉積物回波圖，透過海床正向反
射回波能量，量測到海床反射係數。此
系統最大的精進為加入多個聲學換能
器以及結合接收陣列，讓原本只有中頻
聲納的探測與調查，能夠提供低、中、
高頻率的探測範圍(500Hz 至 5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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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6

(b)

(c)

本研究團隊自行建置開發之聲學海床量測系統，(a)拖曳式多頻率聲納系統
、(b)實際佈放情形、(c)吊放式多頻率海床量測系統

圖 7 本研究團隊自行建置底床剖面儀蒐集之海床正向反射資料範例
4.2 多頻率海床探測實驗彙整
本研究於高雄港內外、碧砂漁港內
外、臺北港觀測樁周邊等所進行的六次
實驗。六次實驗中包含了透過聲學方式
的多頻率海床面地形變動測量實驗以
及多頻率海床下土層分佈調查實驗。本
研究使用旋轉式採泥器進行海床底質
採樣，表 1 為探測實驗表。海床底質採
樣樣本經底質分析後能夠得到統體密
度、平均粒徑(μm)、成分百分比(黏土、
粉砂、砂、礫石)等如表 2 及圖 8。

表 1 多頻率海床探測實驗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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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底質特性分析彙整表

4.3 多頻率海床面地形變動測量實驗及
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碧砂漁港及高雄港之實
驗資料分析結果進行介紹。
4.3.1 中砂質環境(碧砂漁港週邊)
透過多頻道科學漁探儀量測，
38kHz 以及 120kHz 對於砂質環境的深
度量測如圖 9，從資料上來看兩者所量
測到的深度非常接近。當海床表面附近
存在浮泥層時，100kHz 以上之聲波將
顯著受到浮泥層影響，且大多只能探測
得到浮泥層上緣深度。在中砂為主之海
床環境中，通常不存在浮泥層，因此在
38kHz 以及 120kHz 有非常接近的深度
探測結果。而在探測水深到達 41 公尺
左右，根據表 2，測線可能通過含有部
分泥質之海床環境，因此可見到 38kHz
以及 120kHz 探測得之深度資料有部分
差異。由此顯示海床材質對於水深量測
之頻率相依性有高度影響。

其中圖 8 為將執行的底床採樣分析
結果繪製於臺灣週邊地圖上，圖上能清
楚的觀察出臺北觀測樁及基隆碧砂漁
港外的底質特性為中砂質特性，基隆碧
砂漁港內為礁石特性，而高雄港內外則
偏向為粉砂質特性。

圖 9 38k、120kHz 深度量測資料

圖8

各個頻率對於海床深度的能量回
波變化如圖 10、圖 11， 6kHz 與 34kHz
的聲波，受到海床影響所形成的回波能
量訊號(圖中的紅色框部分)。圖 12 為將

海床底質採樣位置與底質特性
初步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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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頻率多頻率所量測到的海床深度
所繪製而成的頻率-深度變化，從該圖中
能觀察到在 10-30kHz 之間，水深量測
結果呈現穩定的狀態，亦即各頻率量測
結果一致。在頻率小於 10kHz 時，由於
聲波傳播之自身特性影響，其空間解析
度較低且穿透能量較高，因此其量測得
之深度較深；而在 35kHz 以上之聲波容
易因懸浮粒子以及海床表面之過度層
影響，量測得之深度會微幅小於實際水
深。在中砂以上之硬質環境中進行海床
深度量測時，使用 10-30kHz 之聲波可
減少懸浮粒子與過度層之干擾，獲得較
正確的實體泥層深度。

圖 12 深度-頻率變化(2kHz 至 48kHz)
4.3.2 粉砂質環境(高雄港週邊)
本節探討高雄港內外多頻率水深
探測結果，包含港內的儀器測試(第一
組)以及港外的漂流實驗(第四、五組)。
港內的儀器測試目的為確認本研究所
建置出的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能
順利的量測到不同頻率對於海床深度
的變化。第一組水深量測實驗進行 2kHz
至 24kHz 的量測，海床底質主要為泥。
圖 13 為 2kHz 至 10kHz 的結果，從聲學
底床反射各頻率的時序列資料 (圖 13
(a))，可觀察到各頻率的能量變化，此
變化來自於聲學儀器本身對於各種頻
率的響應頻率不同而導致。在各頻率的
頻譜圖中(圖 13 (b))，我們能觀察到頻率
變化隨著我們所設計的訊號進行改
變，這也證明確實是接收到本研究所設
計的聲源訊號。
接著透過本研究所使用的訊號處
理方法，將底床回波能量與其他訊號
(如：自身訊號、雜訊等)分離出來如圖
14 所示，得到各個頻率對於深度的變化
如圖 15，並透過基礎聲速的換算整理成
表 3 以及圖 16 的頻率-水深曲線圖。圖

圖 10 6kHz 量測資料

圖 11 34kHz 量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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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觀察到當頻率上升，所量測到的水
深會有下降的趨勢，亦即量測水深隨頻
率增加遞減。當頻率小於 10kHz 時衰減
率約略為 0.1875m/kHz，在頻率 10kHz
至 22kHz 時為 0.0682 m/kHz。此結果顯
示除了量測水深隨頻率增加遞減，並且

當頻率提高時衰減率之趨勢會漸緩。由
於此實驗區之海床表層沉積物以泥為
主，且水深較淺，因此容易受到擾動形
成浮泥層，進而影響高頻聲波之探測準
確度。

(a)
(b)
圖 13 2k 至 10kHz 訊號接收情形，(a)時序列圖、(b)頻譜圖

(a)

(b)

圖 14 接收訊號進行訊號處理後結果，(a) 2k 至 10kHz 資料、(b) 10k 至 20kHz 資
料

(a)

(b)

圖 15 接收訊號進行訊號處理後結果，(a)5kHz 資料情形、(b)9kH 資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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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頻率與量測水深關係表
頻率 5kHz
9kHz 11kHz 22kHz
水深 8.875 m 8.125 m 7.75 m 7 m

圖 17 載台深度資訊(SBE39)

圖 16 頻率與量測水深趨勢圖
(a)
本研究對於海床面地形之深度量
測建立了適切的量測方式與訊號處理
方式，接著進行港外的漂流海床深度量
測(第四、五組實驗)。使用拖曳式多頻
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進行量測，載台佈
放深度如圖 17，透過水下壓力計記錄載
台在水下時的深度變化，而載台的深度
變化於 7.7 至 8.3 公尺之間。接著透過
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量測資料，並
運用前面章節所介紹的訊號處理方
式，其結果如圖 18，35kHz 頻率在該粉
砂質的環境下會產生訊號信雜比較弱
的情形。藉由連續時間的排列，能夠得
到連續時間的海床能量回波(圖 19、圖
20)。圖 19、圖 20 顯示在 5kHz 以及
35kHz 所量測到的聲波傳播深度(載台
離海床的深度)約在 15 公尺處。

(b)
圖 18 信號處理後之情形，(a)5kHz 海
床探測量測(b)35kHz 海床探測
量測

圖 19 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量測
資料(5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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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 5kHz 之量測結果略深於 25kHz 之
量測結果，但兩者差異較小，而 35kHz
與 38Hz 之量測結果則明顯小於前兩
者，在 4.3.1 節中我們已了解到即使在
硬質海床環境中，35kHz 以上聲波就會
受到懸浮粒子以及過度層之影響，因此
出現圖 21 中明顯小於 25kHz 探測結果
之現象。

圖 20 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量測
資料(35kHz)
35kHz 頻率在 10-15 公尺的深度上
跟 5kHz 的資料相比，卻明顯的出現散
射的情形，因此推論是由於當地的粉砂
質環境，在使用較高的頻率下量測時所
產生現象，亦即較高頻率的聲學量測系
統在此種環境較容易受到干擾。 利用
載台本身所記錄到的深度(SBE39)資訊
對深度上進行補正，並與當時海洋研究
船上所記錄的科學魚探機(38kHz)進行
比對如圖 21 所示。圖 21 中包含 5kHz、
25kHz、以及 35kHz 之水深探測結果，
並與海研三號上測深儀 EK-38kHz 之探
測結果做比較，圖上 Ping Numbe 代表
在進行探測量測時的資料筆數。由於本
研究之多頻率海床聲學探測系統是架
設在拖曳載台上操作，較容易受到震盪
影響，因此若與船載系統量測結果比
較，在同樣的水深變化趨勢下，本研究
量測得之水深震盪變化較明顯。在這四
組資料的比較中可觀察到，大部分資料
均呈現量測水深隨頻率增加而減少的
情形，少部分資料違反此特性推測是由
外在因素造成。在頻率由 5kHz 變化至
38kHz 之過程中，量測得知海床面深度
約有 10-35 公分之差異，此差異之多寡
與當地海床材質有關。由量測結果可觀

圖 21 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量測
資料(5kHz、25kHz、及 35kHz)
與科學魚探機資料(38kHz)之比
對
由基隆碧砂漁港與高雄港之多頻
率海床探測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
論：
1. 碧砂漁港外之海床表層沉積物材質
以中砂為主，此種環境通常不存在
浮泥層，多 頻道科學 漁探儀上的
38kHz 以及 120kHz 的深度探測結果
非常接近。
2. 使用本研究發展之多頻率海床探測
技術與深度量測計算，不同頻率的
聲波在面對中砂質環境時，會產生
些微的影響。在 10-30kHz 之間，水
深量測結果呈現較穩定的狀態；在
10kHz 以下，其空間解析度較低且
穿透能量較高，量測得之深度較深
；在 35kHz 以上之聲波容易受到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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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粒子以及海床表面之過度層影響
。
3. 中砂以上之硬質環境中進行海床深
度量測時，使用 10-30kHz 之聲波可
減少懸浮粒子與過度層之干擾，獲
得較正確的實體泥層深度。
4. 高雄港之海床表層沉積物材質主要
成分有：黏土、粉砂以及砂組成。
相較於碧砂漁港外之中砂為主材質
，在不同的聲波頻率之深度量測，
更容易受懸浮粒子以及海床表面之
過度層影響。
4.4 多頻率海床下土層分佈調查實驗及
資料分析
本節呈現臺北港以及高雄港之實
驗資料分析結果。
4.4.1 砂質環境(臺北港實驗區之表層沉
積物探測)
本研究於臺北港觀測樁附近以拖
曳式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進行實
驗。在拖曳過程中同時拍發 4-12kHz 間
5 種不同頻率訊號，中心頻率分別為
4kHz 、 6kHz 、 8kHz 、 10kHz 、 以 及
12kHz，頻寬則設定同樣為 2kHz。
圖 22 為 4kHz 之海床探測回波圖，
本研究之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可
在同一個拖曳過程中即可獲得不同頻
率之探測結果。本海床聲學探測在水深
約 15 公尺至 27 公尺之範圍間來回進
行，圖 23 即為海床探測過程中的水深
變化，此水深資料乃是由海洋研究船上
38kHz 之測深系統量測而得，由於多頻
率海床探測聲學系統約佈放於 5-6 公尺
間，因此圖 22 之縱軸標示為由探測系
統所測量到的回波深度。

圖 22 臺北港觀測樁附近 4kHz 聲波之
海床探測回波圖

圖 23 臺北港實驗區於實驗測線上之
水深變化，此為海研二號 38kHz
測深儀之探測結果
為計算多頻率海床反射係數，首先
進行海床表面回波擷取，在回波訊號擷
取上整合當地水深資料及載台深度資
料 ， 並 設 定 以 區 域 最 大 值 (local
maximum) 處 作 為 海 床 回 波 訊 號 擷 取
點，圖 24 為 8kHz 海床回波訊號之擷取
範例，藉由執行此處理來準確擷取回波
訊號並計算海床反射係數值。

圖 24 海床回波訊號擷取範例，此為臺
北港實驗區 8kHz 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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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各頻段之反射係數後，即可依
照所建置之海床表層沉積物特性反算
模式進行海床下土層特性估算。根據
EDF 模式之原理[15]，運用 EDFM 所得
到之有效密度(Effective Density)隨著聲
波頻率提高有降低並收斂之特性，並且
在頻率趨近於 0 Hz 時，有效密度將收
斂於統體密度值，如圖 25 之有效密度
曲線範例所示。由圖 25 中可知在同樣
的海床及海水環境下，各頻率反算所得
之有效密度會隨頻率降低，而且極低頻
處 可 見 到 有 效 密 度 收 斂 於 近 2000
kg/m3，此乃該環境中之實際統體密度
大小。

以這些反射係數進行反算，可獲得海床
表層有效密度。取探測過程中第 1000、
2000、3000、以及 4000 筆探測值為例，
反算結果可獲得四條有效密度曲線，如
圖 27 所示。由圖 27 可知在頻率趨近於
0Hz 時，其有效密度約在 1950kg/m3 至
2200kg/m3 間變動，亦即此海域統體密
度約介於 1950kg/m3 至 2200kg/m3 間，
若回顧第 4.2 節之表 2，可發現此海床
表層統體密度估算結果與岩心採樣分
析結果一致。

圖 26 臺北港實驗區 4kHz、6kHz、以
及 10kHz 頻段聲波探測所得之
海床反射係數

圖 25 EDF 模式所得之有效密度曲線
範例[15]

當頻率不停增加時，有效密度將收
斂於一下限值。由於有效密度曲線與聲
波頻率之關係曲線隨海水環境與沉積
物基本特性而變，因此多頻率聲學探測
資料可用以獲得有效密度隨頻率之變
動，進而用以估算海床參數。
圖 26 為以 4kHz、6kHz、以及 10kHz
變頻訊號探測得之海床正向反射係
數，可見到海床反射係數隨測線往返而
變化，且均落在-7.5dB 至-10.5dB 間。

圖 27 臺北港實驗區之有效密度正向
計算結果，四組資料分別為第
1000、2000、3000、以及 4000
筆探測值之有效密度曲線
透過多頻率有效密度曲線以及反
算模式，可遞迴計算出此海域之海床表
層粒徑大小與孔隙率，分別如圖 28 與
圖 29 所示。首先在粒徑部分，由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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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到此海域之海床表層粒徑有兩個
主要分佈區間，分別是 300-500 μm 以
及 100-200 μm，同樣與第 4.2 節表 2
之岩心分析結果比較，可發現岩心資料
亦大多落在此兩區間內，顯示透過此多
頻率海床探測與參數反算方法可準確
掌握海床表層之粒徑特性。
孔隙率部分，圖 29 為透過上述多
頻率探測與參數反算方法所得之孔隙
率，為驗證此孔隙率估算值之正確性，
以此孔隙率搭配海水密度與沉積物粒
子密度，計算在此孔隙率下之統體密度
值如圖 30 所示，可發現所估算得之統
體密度與岩心採樣分析結果(表 2)同樣
相當吻合，且同樣分成 2000-2150 kg/m3
以及 1900-1950 kg/m3 兩種主要密度範
圍。

圖 30 臺北港實驗區之海床表層沉積
物統體密度反算結果
4.4.2 粉砂質環境(高雄港實驗區之表層
沉積物探測)
本研究於高雄港亦進行了多頻率
海床聲學探測，在拖曳過程中同時拍發
5-45kHz 間 7 種不同頻率訊號，中心頻
率分別為 5kHz、10kHz、25kHz、30kHz、
35kHz、40kHz、以及 45kHz，頻寬則設
定同樣為 5kHz。
圖 31 至圖 32 分別為 5kHz 與 10kHz
之海床探測回波圖，圖 33 為探測過程
之水深資料，由於 38kHz 之聲波訊號仍
容易受海床附近之懸浮粒子散射，在此
探測得之深度資料有較劇烈的震盪，故
以移動平均處理，可獲得圖中黑色線條
之平均水深。根據圖 33，此海床聲學探
測是在水深約 30.5 公尺至 32 公尺之範
圍間進行，由於多頻率海床探測聲學系
統約佈放於 7-8 公尺間，因此圖 31 至圖
32 之縱軸標示的同樣為由探測系統所
測量到的回波深度。
首先進行海床表面回波擷取，在回
波訊號擷取上同樣整合當地水深資料
及載台深度資料，並設定以區域最大值
(local maximum)處作為海床回波訊號
擷取點，擷取回波訊號並計算海床反射
係數值。

圖 28 臺北港實驗區之海床表層沉積
物平均粒徑反算結果

圖 29 臺北港實驗區之海床表層沉積
物孔隙率反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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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組成雖以粉砂為主，但黏土與砂之成
分亦不可忽略，由於不同頻率聲波對於
不同材質之沉積物反應不一，因此海床
表層沉積物之組成比例直接影響了反
射係數之頻率反應，故形成圖 34 之反
射係數差異。

圖 31 高雄港實驗區 5kHz 頻段聲波之
海床探測回波圖

圖 34 高雄港實驗區 5kHz 與 10kHz 頻
段聲波探測所得之海床反射係
數

圖 32 高雄港實驗區 10kHz 頻段聲波
之海床探測回波

表4

臺北港及高雄港底質特性分析
彙整表

圖 33 高雄港實驗區於實驗測線上之
水深變化，此為海研三號 38kHz
測深儀之探測結果
5kHz 及 10kHz 聲波訊號所得之海
床反射係數如圖 34，若比較圖 34 與圖
26，可發現高雄港之反射係數量測結果
低於臺北港之反射係數量測結果，且反
射係數隨著頻率有明顯差異，台北港與
高雄港之岩心樣本分析結果如表 4，表
4 中臺北港之海床表層材質絕大部分均
以砂為主，且黏土與粉砂之比例均相當
低，各頻率聲波均主要受砂質沉積物作
用，反射係數一致；雄港之海床表層材

彙整上述臺北港與高雄港之多頻
率海床探測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
論﹕
1. 臺北港之海床表層沉積物材質分佈
集中，以砂質為主，各頻段聲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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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均同樣受砂質作用，反射係數
一致，且其隨頻率之變化符合有效
密度曲線，可直接使用有效密度曲
線之遞迴演算獲得海床表層沉積物
參數。
2. 使用多頻率海床探測技術與反算技
術可準確獲得海床參數，並與岩心
樣本分析結果吻合，包含統體密度
、孔隙率、粒徑分佈等參數，若海
床表層土層產生擾動且密度及孔隙
率產生變化，可使用此技術來監測
得到變化情形。
3. 高雄港之海床表層沉積物材質組成
較分散，包含不可忽略的黏土、粉
砂、以及砂，對於不同頻段之聲波
反射造成不同之作用，且黏土以及
粉砂主導了高頻聲波之反射，形成

反射係數在頻率上的差異。
4. 在高雄港實驗區因不同頻段聲波反
射受不同材質之反射作用主導，，
在此實驗中 5kHz 與 10kHz 分別可反
算出主要的平均粒徑分佈範圍，使
用計算得之孔隙率來估算統體密度
亦與岩心樣本分析結果相符，未來
可持續使用多頻率海床聲學探測技
術監測此實驗區之海床表層沉積物
特性變動情形。
5. 臺北港與高雄港實驗區之海床材質
分別以砂質與粉砂質為主，且在海
床表層附近沒有明顯的材質變化介
面，故對於臺北港與高雄港之聲學
探測結果均無觀察到次表層回波存
在。

五、結論
本研究基於離岸風機場址土層穩
定度檢監測需求，以及浚挖前後海床面
地形探測準確度提升需求，規劃兩大部
分之研究內容，第一部分為海床面地形
探測準確度提升研究，第二部分為海床
下土層結構與參數特性估算研究。本研
究結論如下﹕
1. 本研究研發的海床聲學剖面儀，此
系統最大的精進為加入多個聲學換
能器以及結合接收陣列，讓原本只
有中頻聲納的探測與調查，能夠提
供低、中、高頻率的探測範圍(500Hz
至 50kHz)。
2. 碧砂漁港為以中砂為主之海床環境

，不存在浮泥層，因此在 38kHz 以
及 120kHz 有非常接近的深度探測
結果。中砂以上之硬質環境中進行
海床深度量測時，使用 10-30kHz 之
聲波可減少懸浮粒子與過度層之干
擾，獲得較正確的實體泥層深度。
3. 高雄港在聲納頻率由 5kHz 變化至
38kHz 之過程中，量測得到海床面
深度約有 10-35 公分之差異，量測水
深隨頻率增 加遞減。 當頻率小於
10kHz 時 衰 減 率約 略為 0.1875m/
kHz，在頻率 10kHz 至 22kHz 時為
0.0682 m/kHz。由於此實驗區之海床
表層沉積物以泥為主，且水深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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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容易受到擾動形成浮泥層，
進而影響高頻聲波之探測準確度。
4. 臺北港獲得各頻段之反射係數後，
即可依照所建置之海床表層沉積物
特性反算模式進行海床下土層特性

估算，包含統體密度、孔隙率、粒
徑分佈等參數，並與岩心樣本分析
結果吻合。若海床表層土層產生擾
動且密度及孔隙率產生變化，可使
用此技術來監測得到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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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基地母港(臺中港)
鄰近海域海氣象特性分析
羅冠顯
蔡立宏
曾俊傑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
全球正處在能源轉型的關鍵時
代，綠色低碳能源發展將扮演著引領第
3 次工業革命的關鍵角色，其中綠色能
源發展將是未來能源的新趨勢，目前行
政院推動的「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方
案」，就是以國內綠色需求為基礎，引
進國內外大型投資，帶動我國綠能科技
及產業躍升。
本研究於離岸風電區鄰近主要母
港（臺中港）執行長期性海氣象觀測，

分別設置波浪（1 站）、海流（1 站）
及風速風向（6 站）等海氣象觀測站，
調查海域之風、波浪及流場等海氣象資
料，根據研究成果顯示，基地母港海域
冬季期間東北季風強勁且穩定，平均風
速約為蒲氏風力 3~6 級，為四季中最
高，海域年平均示性波高約為 1.39 m，
以冬季平均波高最大，約為 2.01 m，年
平均表面流速為 34.45 cm/s，冬季時平
均流速較高，約近 1 節。

一、研究緣起及目的
自「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生效
後，國際因應氣候變遷對二氧化碳減量
承諾形成共識，其中，風力發電對二氧
化碳減量具有顯著貢獻。歐洲國家雖曾
設法在陸上擴大風力機組裝置容量，但
適當的陸上風場愈來愈少，且民眾對風
力機組的噪音、陰影閃爍及視野障礙感
到不滿，因此，設立於海上的離岸式風
力發電已成為未來發展重點。我國亦積
極配合規劃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減量

策略，行政院於 2012 年核定「能源發
展綱領」，2014 年間經濟部能源局於能
源產業技術白皮書中提出我國新能源
之方針，其中「千架海陸風力機」為其
目標之一，計畫於 2030 年前完成 600
架離岸風力機。
國內目前離岸風電尚處於建置階
段，國外的施工設計規範及相關技術並
不能完全套用，因風機群設置於海中，
改變原有水理機制，波浪、水流、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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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形的變化，恐影響風機結構與航行
安全，且國內離岸風電必須面對臺灣海
峽複雜惡劣的海氣象環境，對海上施工
安全及風力機組主體結構造成影響，故
有必要進行環境保育相關之海域環境
監測與分析並建立本土化的施工與海
下技術以及維管計畫。
離岸風機群為佔據面積頗大之海
中結構物，置放在原已達動態平衡或已
平衡狀態之海域中，勢必造成局部或區
域性海氣地象改變，波流場之變化亦會
改變漂沙運動行為，進而發生地形變

遷，而結構物穩定亦將受影響。本研究
係依據經濟部所公佈之 36 處離岸風機
潛力場址（如圖 1、表 1 所示），擇定
鄰近離岸風電區之臺中港海域，設置長
期性海氣象觀測站，調查本海域之波
浪、海流及風速風向等資料，建置本海
域海氣象資料庫，透過統計原理，分析
本海域海氣象特性，作為離岸風電場鄰
近海域海氣象數值模式驗證建置使
用，相關資料可提供離岸風場鄰近海域
作業或進出船舶參考應用。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2018)
圖 1 離岸風機潛力場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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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離岸風電潛力場址環境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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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氣象即時觀測系統概述
海洋調查研究，須要龐大的經費及
人力，需整體通盤規劃，避免調查機構
及調查項目重複，以提高效率，再則需
引進先進觀測技術、設備及儀器，方能
快速且有效獲得充分之資料。
為瞭解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域風、波
及流等海氣象特性，本研究於基地母港
（臺中港）鄰近海域分別設置波浪（1
站）、海流（1 站）及風速風向（6 站）
等海氣象觀測站，如圖 2 所示。

圖2

資料觀測、儲存及傳送，故長期現場海
氣象觀測資料，需經常性進行儀器設備
維護及保養，以維持系統妥善率，茲將
各觀測站所採用觀測儀器等相關內容
描述如後。
2.1 波浪、海流觀測儀
考量觀測海域特性，本研究於波浪
及海流觀測係採底碇式觀測，觀測儀器
採用挪威奧斯陸 Nortek 總公司所生產
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 （ 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依據音鼓發送頻率（Transmit
Frequency）不同共分為 1MHz、600kHz
及 400kHz 三種，其原理係透過儀器上
方音鼓量測設置地點波流及海流運動
情形（如圖 3 所示），使用者可依據不
同觀測環境（如水深）及使用需求，選
擇適當儀器執行觀測作業，茲將前述三
款型號儀器相關量測特性整理如表 2。

海氣象觀測站儀器安裝位置示
意圖

所有測站皆採太陽能供電，控制箱
內置資料記錄器、無線傳輸設備及電源
控制等模組，透過無線傳輸設備將各測
站觀測資料即時回傳至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港研
中心）海氣象資料庫儲存、加值及應
用，理想港灣環境資料需保持長期且連
續不中斷觀測，然而觀測設備常因人為
或天然因素，致儀器壞損使觀測資料中
斷，且觀測儀器及現場資料處理設備均
含電子元件物品，設備受潮勢必將影響

(a)超音波量測原理

(b) 1MHz AWAC

(c) 600kHz AWAC (d) 400kHz AWAC
（資料來源：AWAC 使用者手冊）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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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流儀觀測原理及儀器示意圖
示意圖

表 2 不同型號波流儀特性比較表

本海域觀測站位於臺中港北防波
堤堤頭外約 1,000 公尺處，觀測水深約
30 公尺，經評估係採用 600kHz 型號執
行本處波流觀測作業，剖面海流量測間
距設定為 1 公尺，於每小時第 0 分鐘至
10 分鐘連續量測 600 秒，再將總和平均
代表其每一間距層之海流剖面流速及
流向等資料，波浪的取樣頻率為 1Hz，
每小時取樣 2048 筆（第 10 分鐘至 44

圖4

分鐘）資料，量測取得之資料再作整合
而得到波高、波向及週期等資料。
前述波流觀測資料將暫存於儀器
記憶體內，於每小時第 44 分鐘經由海
底電纜將資料傳送至岸上接收站，透過
無線傳輸設備將資料即時回傳至港研
中心海氣象資料庫中儲存，如圖 4 所示。

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資料傳輸原理示意圖

54

2.2 風速風向觀測儀
本研究於臺中港離岸風電海域所
採用之風速風向觀測儀共分為兩款，分
別 為 英 國 GILL 公 司 所 生 產 之
WindObserver （裝設地點：北防波堤
綠燈塔、防風林）與日本 SONIC 公司
所生產之 SA-20（裝設地點：旅客服務
中心、31 號碼頭、北防沙堤、港研中心）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儀，如圖 5 所示。
資料輸出頻率為 10 分鐘，持續觀
測本海域 10 分鐘內平均風速、平均風
向、最大陣風及最大陣風時風向等數
值，期間相關資料係透過觀測站內無線
傳輸系統，將所測得風力資料即時回傳
至港研中心海氣象資料庫儲存。

（資料來源：WindObserver, SA-20 使
用者手冊）
(a) GILL
WindObserver

圖 5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儀示意圖
茲將本研究於離岸風電海域所採
用波浪、海流及風速風向等海氣象觀測
儀儀器規格及設定等相關內容整理如
表 3。

表 3 海氣象觀測儀器規格與觀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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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ONIC
SA-20

三、海氣象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臺灣四周海域波浪的現象主要由
東北季風及西南季風兩個時期交替影
響，另外在夏天有劇烈天氣系統颱風影
響，呈現出季節性變化，海氣象研究屬
長期性作業，在統計學上樣本數越多，
其統計結果則越具代表性，本研究係針
對 107 年（106 年 12 月~107 年 11 月）
所蒐集觀測資料執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分析
原則係涵蓋自上一年度之 12 月起至當
年度 11 月，統計分析之現場記錄共 12
個月份，其中，12 月至 2 月間歸屬於冬
季，3 月至 5 月為春季，6 月至 8 月為
夏季，9 月至 11 月為秋季，以此原則執
行統計分析，風速風向、波浪及海流各
統計參數定義如下：
1. 風速風向
(1) 平均風速：觀測期間 10 分鐘風速平
均值
(2) 風速極值：觀測期間 10 分鐘風速最
大值
(3) 風向：指來向
2. 波浪
(1) 平均波高：觀測期間有義波高 HS
平均值

(2) 最大波高：觀測期間有義波高 HS
最大值
(3) 平均週期：觀測期間週期 TP 平均值
(4) 最大週期：觀測期間 TP 週期最大值
(5) 波向：指來向
3. 海流
(1) 平均流速：觀測期間表層海流流速
平均值
(2) 最大流速：觀測期間表層海流流速
最大值
(3) 流向：指去向
3.1 風速風向觀測資料分析
有關本研究各風力觀測站有效記
錄統計時數如表 4 所示，將風速風向觀
測站依各站地理位置由北至南依序排
列如表 5、圖 6~圖 7 所示，各測站設置
高度（距地表）分別為：
1. 防風林觀測站（T1）：15 公尺
2. 北防波堤綠燈塔觀測站（T2）：15
公尺
3. 旅客服務中心觀測站（T4）：20 公
尺
4. 31 號碼頭觀測站（T5）：8 公尺
5. 港研中心觀測站（T6）：20 公尺
6. 北防沙堤觀測站（T8）：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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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風觀測站逐月有效記錄統計時數表
T2
T4
T5
T6
2017~2018 2017~2018 2017~2018 2017~2018
(蒐集率%) (蒐集率%) (蒐集率%) (蒐集率%)

月
份

T1
2017~2018
(蒐集率%)

1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2

672
(100.0%)

672
(100.0%)

672
(100.0%)

671
(99.9%)

672
(100.0%)

672
(100.0%)

744

744

744

744

744

74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5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6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744

743

744

219

743

744

(100.0%)

(99.9%)

(100.0%)

(29.4%)

(99.9%)

(100.0%)

8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0
(0.0%)

744
(100.0%)

744
(100.0%)

9

720
(100.0%)

720
(100.0%)

720
(100.0%)

212
(29.4%)

720
(100.0%)

705
(97.7%)

1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657
(88.3%)

744
(100.0%)

664
(89.3%)

11

-

-

-

-

-

-

12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744
(100.0%)

3

7

（T2）設置於臺中港北 防 波 堤 綠
燈塔頂，為離內陸最遠之觀測站，較無
受地形環境遮蔽影響，全年、四季所測
得之平均風速與風速極值均為為各測
站中最高；（T6）觀測站設置於港研中

T8
2017~2018
(蒐集率%)

心研究大樓頂，為各站中位處最內陸之
測點，風場所受之干擾及遮蔽較大，除
夏季平均風速（T1：3.06 m/s、T2：5.99
m/s、T4：2.3 m/s、T5：4.02 m/s、T6：
3.18 m/s、T8：4.51 m/s）外，全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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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平均風速與風速極值均為各測站中
最低。
各測站平均風速統計結果顯示，冬
季所測得平均風速為四季中最高分別
為 T1：7.63 m/s、T2：13.42 m/s、T4：
7.01 m/s、T5：7.67 m/s、T6：5.11 m/s、
T8：9.62 m/s，秋季次之，且兩季平均
風速均高於年統計值，夏季平均風速為
四季中最低分別為 T1：3.06 m/s、T2：
5.99 m/s、T4：2.73 m/s、T5：4.02 m/s、
T6：3.18 m/s、T8：4.51 m/s，春、夏兩
季平均風速則均低於年平均統計值，此
現象顯示，本海域雖因季節變化受東北
及西南季風影響，整體而言，東北季風
所造成之影響較西南季風明顯。

速（蒲氏風力約 3~6 級）、風速極值（蒲
氏風力約 6~10 級）均為四季中最高；
夏季時，西南季風吹拂至本海域，影響
已大幅減弱，平均風速為四季中最低，
約為蒲氏風力 2~4 級，惟遇颱風時所挾
帶之強陣風，於各測站可觀測到較高之
風速極值，約為蒲氏風力 6~9 級。

根據風速極值統計結果顯示，冬
季時東北季風強勁且穩定，於各測站
所測得之風速極值為四季中最高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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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觀測站全年、四季平均風速變
化圖

30
28.3

（T1：19.4 m/s、T2：28.3 m/s、T4：
17.4 m/s、T5：18.2 m/s、T6：12.9 m/s、
T8：21.5 m/s）
，夏季風速極值（T1：
16.7 m/s、T2：23.7 m/s、T4：16.1 m/s、
T5：16.6 m/s、T6：12.3 m/s、T8：
19.4 m/s）整體趨勢高於秋季，研判
係因本年度侵襲之颱風所帶來之強
陣風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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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綜觀上述，冬季本海域東北季風強
勁、穩定且延時長，各站所測得平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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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Spring

Summer

T6

Autumn

T5

T4

Winter

風觀測站全年、四季風速極值變
化圖

表 5 各風力觀測站分季及全年風速統計表
全年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 月~5 月)

(6 月~8 月)

(9 月~11 月)

(12 月~2 月)

觀測站

平均風 風速極 平均風 風速極 平均風 風速極 平均風 風速極 平均風 風速極

名稱

速(m/s) 值(m/s) 速(m/s) 值(m/s) 速(m/s) 值(m/s) 速(m/s) 值(m/s) 速(m/s) 值(m/s)

北防沙堤
觀測站

6.62

21.50

5.27

20.70

4.51

19.40

7.48

18.10

9.62

21.50

(4 級風) (9 級風) (3 級風) (8 級風) (3 級風) (8 級風) (4 級風) (8 級風) (5 級風) (9 級風)

（T8）
防風林

4.97

觀測站

19.40

3.87

16.50

3.06

16.70

5.60

15.40

7.63

19.40

(3 級風) (8 級風) (3 級風) (7 級風) (2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8 級風)

（T1）
北防波堤
綠燈塔

9.01

28.30

6.79

26.60

5.99

23.70

10.40

23.80

13.42

28.30

觀測站 (5 級風) (10 級風) (4 級風) (10 級風) (4 級風) (9 級風) (5 級風) (9 級風) (6 級風) (10 級風)
（T2）
港研中心
觀測站

3.92

12.90

3.31

10.90

3.18

12.30

4.23

12.20

5.11

12.90

(3 級風) (6 級風) (2 級風) (6 級風) (2 級風) (6 級風) (3 級風) (6 級風) (3 級風) (6 級風)

（T6）
31 號碼
頭觀測站
（T5）

5.83

18.20

4.10

17.10

4.02

16.60

7.59

16.20

7.67

18.20

(4 級風) (8 級風) (3 級風) (7 級風) (3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8 級風)

旅客
服務中心

4.68

17.40

3.76

14.60

2.73

16.10

5.55

14.80

7.01

17.40

觀測站 (3 級風) (8 級風) (3 級風) (7 級風) (2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7 級風) (4 級風) (8 級風)
（T4）

3.2 波浪及海流觀測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設計波流水下儀器觀測
架重約 4 公噸，架底採無封底設計，以

(a)

提昇儀器架與底床間之握裹力，增加架
體穩定性，架體尺寸為 2.5 x 2.5 x 2.5
（長 x 寬 x 高）公尺，如圖 8 所示。

(b)

圖8

(c)

波流觀測站儀器架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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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象。

3.2.1 波浪觀測資料分析
臺灣四周海域波浪的現象主要受
東北及西南季風 2 時期交替影響，呈現
出季節性變化，海上波浪主要由風而生，
而波浪的大小由吹風強度、持續時間及
吹風風域綜合之影響來決定，波浪傳播
的方向在外海主要受風向所決定，此現
象可由季風盛行期航照圖或衛星影像
看出，但在較淺的水域，外海來的波浪
會受到淺化影響發生折射逐漸向垂直
岸偏轉，同時如果海岸線並非平直，波
浪行進途中即會產生繞射與反射等現
表6
月份

本研究波流觀測站，於 2018 年 1
月 27 日因遭外力破壞，導致水下海底
電纜斷裂，觀測儀器架翻覆，雖立即搶
修但仍因水下系統受損嚴重，無法順利
修復，後續雖暫採自記式觀測，惟水下
觀測儀器架仍因受外力推移造成架體
傾斜，導致觀測數據無法使用，於此僅
針對夏、秋與冬三季執行統計。
有關本研究各波流觀測站有效
記錄統計時數如表 6 所示。

波流觀測站逐月有效記錄統計時數表
波浪 2017~2018 (蒐集率%) 海流 2017~2018 (蒐集率%)

2017 年 12 月

58 (7.8%)

58 (7.8%)

2018 年 1 月

599 (80.5%)

599 (80.5%)

2018 年 2 月

0 (0.0%)

0 (0.0%)

2018 年 3 月

0 (0.0%)

0 (0.0%)

2018 年 4 月

0 (0.0%)

0 (0.0%)

2018 年 5 月

0 (0.0%)

0 (0.0%)

2018 年 6 月

61 (8.5%)

61 (8.5%)

2018 年 7 月

744 (100.0%)

744 (100.0%)

2018 年 8 月

493 (66.3%)

493 (66.3%)

2018 年 9 月

589 (81.8%)

589 (81.8%)

2018 年 10 月

740 (99.5%)

740 (99.5%)

2018 年 11 月

-

-

將波浪觀測資料繪製成分月、分季
及年波浪玫瑰圖（如圖 9~圖 12 所示），
根據統計資料，本海域全期平均波高為
1.39 m，波高極值為 4.38 m，發生於 1
月（冬季），亦是東北季風吹風能量最

強之季節；冬季時，東北季風吹襲至臺
灣中部，因受地勢影響風力強，且海岸
線走向為 NNE~SSW，故波高較大，平
均波高 2.01 m，為各季中最大，秋季 1.76
m 次之，夏季平均波高約 0.69 m，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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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最低；全年波向分佈以 NNE 向最
高，約佔全年 36.12 %，冬季波向以 N
來向為主，約佔整季 82.34 %，秋季波
向以 NNE 向比率較高，佔整季 72.53
%，夏季時，波向較為分佈，以 WNW
向所佔成份較高，約為整季 23.82 %。
波浪之週期長短與吹風距離、吹風
延時及吹風大小相關，吹風距離愈長，
時間持續愈久，所形成波浪週期愈長，

臺中港
波高
2018/06

臺中港
波高
2018/07

MEAN= 0.39 m MAX= 0.65 m(W) NO= 61(8.47%)
N-E : 3.27 % E-S : 0 % S-W : 11.46 % W-N : 85.22 %
N(3.27%)
NNW(6.55%)
NNE(0%)

MEAN= 0.76 m MAX= 2.31 m(NNE) NO= 744(100%)
N-E : 41.65 % E-S : 0 % S-W : 0.67 % W-N : 57.64 %
N(9.27%)
NNW(4.16%)
NNE(23.65%)

NW(14.75%)

ENE(0%)
0%

W(26.22%)

120%
40% 80%
E(0%)

WSW(8.19%)

ESE(0%)

SW(0%)

SE(0%)

SSW(3.27%)
<1m
(100% )

1-2 m
(0% )

S(0%)
2-3 m
(0% )

NE(8.73%)

WNW(23.65%)

ENE(0%)
0%

W(23.65%)

ESE(0%)

SW(0%)

SE(0%)

SSW(0%)

3-4 m
(0% )

120%
40% 80%
E(0%)

WSW(0.67%)

SSE(0%)
>4m
(0% )

<1m
(82.25% )

1-2 m
(16.53% )

SSE(0%)

S(0%)
2-3 m
(1.2% )

3-4 m
(0% )

臺中港
波高
2018/08

臺中港
波高(夏季)
2018/06-2018/08
MEAN= 0.69 m MAX= 2.31 m(NNE) NO= 1298(58.79%)
N-E : 34.37% E-S : 0% S-W : 1.07% W-N : 64.51%
N(11.64%)
NNW(10.4%)
NNE(16.8%)

NW(22.15%)

NE(2.43%)
ENE(0%)
0%

W(7.52%)

120%
40% 80%
E(0%)

WSW(0.4%)

ESE(0%)

SW(0%)

SE(0%)

SSW(0%)
<1m
(98.98% )

S(0%)

1-2 m
(1.01% )

2-3 m
(0% )

NW(12.64%)

ENE(0%)
0%

W(17.65%)

30%
10% 20%
E(0%)

WSW(0.92%)

ESE(0%)

SW(0%)

SSE(0%)

SSW(0.15%)

3-4 m
(0% )

NE(5.93%)

WNW(23.82%)

>4m
(0% )

<1m
(89.44%)

1-2 m
(9.86%)

SE(0%)
SSE(0%)

S(0%)
2-3 m
(0.69%)

3-4 m
(0%)

臺中港
波高
2018/09

臺中港
波高
2018/10

MEAN= 1.58 m MAX= 3.57 m(NNE) NO= 589(81.81%)
N-E : 81.14 % E-S : 0 % S-W : 0.33 % W-N : 18.49 %
N(22.07%)
NNW(11.37%)
NNE(56.53%)

MEAN= 1.9 m MAX= 3.48 m(NNE) NO= 740(99.46%)
N-E : 99.99 % E-S : 0 % S-W : 0 % W-N : 0 %
N(5.67%)
NNW(0%)
NNE(85.27%)

NW(6.11%)

NE(2.54%)

WNW(1.01%)

ENE(0%)
0%

W(0%)

120%
40% 80%
E(0%)

WSW(0.33%)

ESE(0%)

SW(0%)

SE(0%)

SSW(0%)
<1m
(35.14% )

S(0%)

1-2 m
(26.14% )

2-3 m
(35.48% )

NW(0%)

ENE(0%)
0%

W(0%)

120%
40% 80%
E(0%)

WSW(0%)

ESE(0%)

SW(0%)

SSE(0%)

SSW(0%)

3-4 m
(3.22% )

NE(9.05%)

WNW(0%)

>4m
(0% )

<1m
(7.7% )

1-2 m
(47.7% )

SE(0%)
S(0%)
2-3 m
(40.94% )

臺中港
波高(秋季)
2018/09-2018/10
MEAN= 1.76 m MAX= 3.57 m(NNE) NO= 1329(60.19%)
N-E : 91.64% E-S : 0% S-W : 0.15% W-N : 8.19%
N(12.94%)
NNW(5.04%)
NNE(72.53%)
NW(2.7%)

臺中港
波高
2018/01

MEAN= 2.23 m MAX= 3.23 m(N) NO= 58(7.8%)
N-E : 96.55 % E-S : 0 % S-W : 0 % W-N : 3.44 %
N(96.55%)
NNW(3.44%)
NNE(0%)

MEAN= 1.99 m MAX= 4.38 m(N) NO= 599(80.51%)
N-E : 81.62 % E-S : 0 % S-W : 0 % W-N : 18.35 %
N(80.96%)
NNW(18.19%)
NNE(0.66%)

NW(0%)

ENE(0%)
0%

W(0%)

120%
40% 80%
E(0%)

WSW(0%)

ESE(0%)

SW(0%)

SE(0%)

SSW(0%)
<1m
(0% )

NW(0.16%)

NE(0%)

WNW(0%)

1-2 m
(39.65% )

S(0%)
2-3 m
(55.17% )

0%

SSW(0%)
>4m
(0% )

<1m
(7.01% )

WSW(0.15%)

ESE(0%)

SW(0%)

SE(0%)

SSW(0%)

120%
40% 80%
E(0%)

<1m
(19.86%)

1-2 m
(41.06% )

3-4 m
(2% )

圖 11

<1m
(6.39%)

NW(6.12%)

ESE(0%)

SSW(0%)
1-2 m
(40.94%)

2-3 m
(49.61%)

NE(4.84%)

WNW(9.59%)

SE(0%)
S(0%)

秋季波浪玫瑰圖

MEAN= 1.39 m MAX= 4.38 m(N) NO= 3284(40.85%)
N-E : 67.27% E-S : 0% S-W : 0.48% W-N : 32.21%
N(26.31%)
NNW(9.53%)
NNE(36.12%)

ENE(0%)

SW(0%)

>4m
(0%)

臺中港
波高(全年)
2017/12-2018/10

90%
30% 60%
E(0%)

WSW(0%)

3-4 m
(3.46%)

>4m
(0.83% )

NE(0%)

0%

W(0%)

SSE(0%)

SSE(0%)

臺中港
波高(冬季)
2017/12-2018/02

WNW(0%)

2-3 m
(38.52%)

SE(0%)
S(0%)
2-3 m
(49.08% )

MEAN= 2.01 m MAX= 4.38 m(N) NO= 657(14.88%)
N-E : 82.94% E-S : 0% S-W : 0% W-N : 17.04%
N(82.34%)
NNW(16.89%)
NNE(0.6%)
NW(0.15%)

S(0%)

1-2 m
(38.14%)

ESE(0%)

SW(0%)

3-4 m
(5.17% )

90%
30% 60%
E(0%)

NE(0%)

WSW(0%)

SSE(0%)

ENE(0%)
0%

W(0%)

ENE(0%)

W(0%)

NE(6.17%)

WNW(0.45%)

WNW(0%)

ENE(0%)
0%

W(6.97%)

90%
30% 60%
E(0%)

SSE(0%)
3-4 m
(2.28%)

WSW(0.42%)

>4m
(0.76%)

ESE(0%)

SW(0%)

SE(0%)

SSW(0.06%)

圖 9 冬季波浪玫瑰圖

<1m
(44.67%)

1-2 m
(27.52%)

S(0%)
2-3 m
(25.79%)

SSE(0%)
3-4 m
(1.85%)

>4m
(0.15%)

圖 12 全期波浪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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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0%)

圖 10 夏季波浪玫瑰圖

季）、71.53 %（冬季）。
臺中港
波高
2017/12

>4m
(0% )

MEAN= 0.62 m MAX= 1.18 m(NE) NO= 493(66.26%)
N-E : 27.22 % E-S : 0 % S-W : 0.4 % W-N : 72.34 %
N(16.26%)
NNW(20.32%)
NNE(8.53%)

WNW(22.35%)

颱風波浪就是明顯的例子，當颱風距離
尚遠，尚未侵襲本島之際，遠方的湧浪
已先抵達臺灣拍打海岸，且此種颱風湧
浪週期亦較季風波浪為長。本海域年波
浪平均週期為 6.71 秒，最大週期發生於
10 月（秋季），平均週期以 10~12 秒間
成份較高，約為全年 53.76%，夏秋冬三
季平均週期均以 10~12 秒間比率為最高，
分別為 41.55 %（夏季）、56.88 %（秋

NW(6.18%)

NE(0%)

WNW(37.7%)

SSE(0%)
3-4 m
(3.64% )

>4m
(0% )

3.2.2 海流觀測資料分析
近岸海域之海流場現象，主要外力
有潮汐作用、波力、風力等，因此海流
之組成主要是大範圍長時間的恆流、季
風吹襲產生的風吹流、水位變化導致的
潮流及局地因素海流組成。恒流是大範
圍長時段之洋流活動，如臺灣東海岸外
的黑潮等，也有季節性規律的強弱變
化，但較可推估且其規律性，其主流範
圍在東海岸外海較為明顯，黑潮支流會
流經臺灣海峽，故海峽夏季常受黑潮支
流影響呈現較強烈的北向流。
將本海域海流觀測資料繪製成分
月、分季及年海流玫瑰圖（如圖 13~圖
16 所示），本海域年表層平均流速為
34.45 cm/s，流速極值為 122.80 cm/s（約
2.5 節），發生於 1 月，流速分佈以介
於 20~40 cm/s 間比率較高，約佔 40.16
%，流速小於 20 cm/s 比率約為 26.40
%，流速介於 40~60 cm/s 間者約佔 21.07
%，流速介於 60~80 cm/s 間者約佔 10.41
%，流速大於 80 cm/s 間者約佔 1.94 %。
冬季（12 月~2 月）平均流速最強，約
為 40.55 cm/s，次高為秋季（9 月~11
月），平均流速約為 37.66 m/s，進入夏
季（6 月~8 月）後平均流速明顯較冬季
低，平均流速約為 28.07 cm/s，為各季
中最低。
將流向分為 16 個方位統計，由表
中可看出年表層海流流向分佈以 WSW
向為主，約佔全期 23.59 %，秋、冬兩
季流向均以 WSW 向比率最高，分別為
39.12 %（秋季）、35.46 %（冬季），
季節進入夏季，流向分佈比率最高為 N
向，佔整季 27.42 %。整體而言，本海
域表層海流除夏季流向分佈以 N 向為

主外，整年度秋、冬兩季流向均以 WSW
向為主。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7/12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01

MEAN= 45.64 cm/s MAX= 89.9 cm/s(WSW) NO= 58(7.8%)
N-E : 1.72 % E-S : 0 % S-W : 63.77 % W-N : 34.46 %
N(1.72%)
NNW(5.17%)
NNE(0%)

MEAN= 40.06 cm/s MAX= 122.8 cm/s(WSW) NO= 599(80.51%)
N-E : 13.67 % E-S : 0.16 % S-W : 46.74 % W-N : 39.38 %
N(8.51%)
NNW(8.01%)
NNE(3%)

NW(1.72%)

NE(0%)

WNW(3.44%)

ENE(0%)
60%
20% 40%
E(0%)

0%

W(24.13%)
WSW(41.37%)

ESE(0%)

SW(18.96%)

SE(0%)

SSW(3.44%)
< 15 cm/s
(10.34% )

15-30 cm/s
(24.13% )

NW(7.51%)

ENE(0.5%)

WSW(34.89%)

ESE(0.16%)

SW(11.35%)

SE(0%)

SSW(0.5%)

45-60 cm/s
(20.68% )

> 60 cm/s
(29.31% )

60%
20% 40%
E(0%)

0%

W(17.19%)

SSE(0%)

S(0%)
30-45 cm/s
(15.51% )

NE(1.66%)

WNW(6.67%)

< 15 cm/s
(11.51% )

15-30 cm/s
(27.54% )

SSE(0%)

S(0%)
30-45 cm/s
(22.37% )

45-60 cm/s
(19.86% )

> 60 cm/s
(18.69% )

臺中港
表層海流(冬季)
2017/12-2018/02
MEAN= 40.55 cm/s MAX= 122.8 cm/s(WSW) NO= 657(14.88%)
N-E : 12.61% E-S : 0.15% S-W : 48.24% W-N : 38.95%
N(7.91%)
NNW(7.76%)
NNE(2.73%)
NW(7%)

NE(1.52%)

WNW(6.39%)

ENE(0.45%)
0%

W(17.8%)

60%
20% 40%
E(0%)

WSW(35.46%)

ESE(0.15%)

SW(12.02%)
SSW(0.76%)
< 20 cm/s
(21.46%)

20-40 cm/s
(32.42%)

SE(0%)
S(0%)
40-60 cm/s
(26.48%)

SSE(0%)
60-80 cm/s
(15.06%)

> 80 cm/s
(4.56%)

圖 13 冬季海流玫瑰圖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06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07

MEAN= 48.14 cm/s MAX= 88.5 cm/s(N) NO= 61(8.47%)
N-E : 96.7 % E-S : 0 % S-W : 0 % W-N : 3.27 %
N(22.95%)
NNW(3.27%)
NNE(26.22%)

MEAN= 29.77 cm/s MAX= 83.6 cm/s(NNW) NO= 744(100%)
N-E : 70.28 % E-S : 3.34 % S-W : 3.21 % W-N : 23.11 %
N(24.73%)
NNW(14.11%)
NNE(27.68%)

NW(0%)

NE(34.42%)

WNW(0%)

ENE(13.11%)
0%

W(0%)

60%
20% 40%
E(0%)

WSW(0%)

ESE(0%)

SW(0%)
SSW(0%)
< 15 cm/s
(0% )

15-30 cm/s
(21.31% )

SE(0%)
S(0%)
30-45 cm/s
(27.86% )

NW(4.03%)

NE(14.11%)

WNW(3.09%)

ENE(3.76%)
0%

W(1.88%)
WSW(2.28%)

ESE(0.53%)

SW(0.13%)

SSE(0%)

SE(0.26%)

SSW(0.4%)

45-60 cm/s
(24.59% )

> 60 cm/s
(26.22% )

60%
20% 40%
E(1.88%)

< 15 cm/s
(20.96% )

15-30 cm/s
(35.34% )

SSE(0.67%)

S(0.4%)
30-45 cm/s
(25.8% )

45-60 cm/s
(11.96% )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08

臺中港
表層海流(夏季)
2018/06-2018/08

MEAN= 23.02 cm/s MAX= 60.3 cm/s(NE) NO= 493(66.26%)
N-E : 61.85 % E-S : 10.53 % S-W : 7.07 % W-N : 20.46 %
N(32.04%)
NNW(14.8%)
NNE(20.89%)

MEAN= 28.07 cm/s MAX= 88.5 cm/s(N) NO= 1298(58.79%)
N-E : 68.31% E-S : 5.91% S-W : 4.52% W-N : 21.17%
N(27.42%)
NNW(13.86%)
NNE(25.03%)

NW(3.24%)

NE(6.69%)

WNW(1.41%)

ENE(2.23%)
0%

W(1.01%)
WSW(1.01%)

SSW(2.83%)
< 15 cm/s
(29% )

15-30 cm/s
(44.21% )

60%
20% 40%
E(2.02%)
ESE(2.43%)

SW(0.4%)

SE(3.65%)
S(2.83%)
30-45 cm/s
(21.5% )

NW(3.54%)

30%
10% 20%
E(1.84%)

WSW(1.69%)

ESE(1.23%)

SW(0.23%)
SSW(1.3%)

> 60 cm/s
(0.2% )

ENE(3.62%)
0%

W(1.46%)

SSE(2.43%)
45-60 cm/s
(5.07% )

NE(12.24%)

WNW(2.31%)

< 20 cm/s
(35.36%)

20-40 cm/s
(44.45%)

SE(1.54%)
S(1.3%)
40-60 cm/s
(15.48%)

圖 14 夏季海流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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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m/s
(5.91% )

SSE(1.3%)
60-80 cm/s
(4.16%)

> 80 cm/s
(0.53%)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09

臺中港
表層海流
2018/10

MEAN= 42.29 cm/s MAX= 105.9 cm/s(ENE) NO= 589(81.81%)
N-E : 33.08 % E-S : 8.8 % S-W : 37.33 % W-N : 20.69 %
N(9.84%)
NNW(5.26%)
NNE(10.69%)

MEAN= 33.97 cm/s MAX= 88.8 cm/s(WSW) NO= 740(99.46%)
N-E : 7.69 % E-S : 0.94 % S-W : 60.66 % W-N : 30.66 %
N(4.32%)
NNW(3.51%)
NNE(2.02%)

NW(2.71%)

NE(8.65%)

WNW(4.41%)

ENE(3.9%)
0%

W(8.31%)

60%
20% 40%
E(4.24%)

WSW(29.71%)

ESE(1.35%)

SW(3.73%)

SE(1.69%)

SSW(2.54%)
< 15 cm/s
(13.07% )

15-30 cm/s
(20.2% )

S(1.35%)
30-45 cm/s
(22.07% )

NW(4.45%)

60%
20% 40%
E(0%)

WSW(46.62%)

ESE(0.13%)

SW(9.72%)
SSW(3.24%)

> 60 cm/s
(25.46% )

ENE(0.27%)
0%

W(16.62%)

SSE(1.52%)
45-60 cm/s
(19.18% )

NE(1.08%)

WNW(6.08%)

< 15 cm/s
(11.21% )

15-30 cm/s
(36.21% )

SE(0.54%)
S(1.08%)
30-45 cm/s
(30.81% )

SSE(0.27%)
45-60 cm/s
(12.83% )

> 60 cm/s
(8.91% )

臺中港
表層海流(秋季)
2018/09-2018/10
MEAN= 37.66 cm/s MAX= 105.9 cm/s(ENE) NO= 1329(60.19%)
N-E : 18.94% E-S : 4.42% S-W : 50.32% W-N : 26.24%
N(6.77%)
NNW(4.28%)
NNE(5.86%)
NW(3.68%)

NE(4.43%)

WNW(5.34%)

ENE(1.88%)
0%

W(12.94%)

60%
20% 40%
E(1.88%)

WSW(39.12%)

ESE(0.67%)

SW(7.07%)

SE(1.05%)

SSW(2.93%)
< 20 cm/s
(20.09%)

20-40 cm/s
(39.8%)

S(1.2%)
40-60 cm/s
(23.85%)

SSE(0.82%)
60-80 cm/s
(14.22%)

> 80 cm/s
(2.03%)

圖 15 秋季海流玫瑰圖
臺中港
表層海流(全年)
2017/11-2018/10
MEAN= 34.45 cm/s MAX= 122.8 cm/s(WSW) NO= 3284(37.49%)
N-E : 37.19% E-S : 4.16% S-W : 31.79% W-N : 26.77%
N(15.16%)
NNW(8.76%)
NNE(12.81%)
NW(4.29%)

ENE(2.28%)
0%

W(9.37%)
WSW(23.59%)

< 20 cm/s
(26.4%)

20-40 cm/s
(40.16%)

圖 17 影響臺灣地區颱風路徑分類圖
（1911~2017 年）

60%
20% 40%
E(1.49%)
ESE(0.79%)

SW(5.35%)
SSW(1.85%)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NE(6.94%)

WNW(4.35%)

SE(1.03%)
S(1%)
40-60 cm/s
(21.07%)

SSE(0.85%)
60-80 cm/s
(10.41%)

> 80 cm/s
(1.94%)

2018 年西北太平洋颱風自 1 月 3
日編號第 1 號颱風布拉萬（BOLAVEN）
形成起至 11 月 22 日第 29 號颱風天兔
（USAGI）止共計有 29 個，根據中央
氣象局資料顯示有發佈警報之颱風共
有 2 個，其中 7 月生成 1 個颱風，9 月
生成 1 個颱風，本研究係針對前述中央
氣象局有發佈警報之颱風予以分析，其
中風速風向觀測資料係取北 防 波 堤 綠
燈 塔 觀 測 站 (T2) 所 測 得 資 料 執 行 分
析，，茲分述如下：
(1) 7 月 9 日~7 月 11 日編號第 8 號強烈
颱風瑪莉亞（MARIA），近中心最
大風速約 55 m/s，颱風在關島東南
方海面生成後向西北西移動，7 月
10 日通過臺灣北方海面，11 日由福
建進入大陸，本次颱風期間所測到
Hs 波高極值發生於 7 月 11 日凌晨 2

圖 16 全期海流玫瑰圖
3.3 2018 年颱風觀測資料分析
臺灣位處西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發
生颱風主要路徑上，颱風期間所測得之
風、波、潮、流等海氣象相關資料，對
於臺灣離岸風電產業規劃、建設及營運
等相當寶貴，依據中央氣象局
1911~2017 年統計資料，影響臺灣之颱
風路徑以較詳細的類型分類來統計，共
區分為以下 10 類，如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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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波高值為 2.31 m，相對應之週
期 Tp 為 7.78 秒，波向為 NNE 向；
隨著颱風接近，風速逐漸增強，本
次颱風所測得風速極值發生於 7 月
11 日凌晨 1 時 20 分，風速為 18.8 m/s
，相對於蒲氏風力級數 8 級，對應
風向為 NNW 向，如圖 18 所示。

海峽，並轉西北西移動，15 日凌晨
2 時登陸呂宋島北部，上午 11 時進
入南海，於 16 日下午由廣東進入大
陸，颱風期間所觀測到之 Hs 波高極
值發生於 9 月 15 日上午 9 時，波高
值為 2.65 m，相對應之週期 Tp 為
8.95 秒，波向為 N 向，風力觀測站
所測得之極值發生於 9 月 14 日下午
5 時 20 分，風速為 17.1 m/s，相對
於蒲氏風力級數 7 級，對應風向為
NNE 向，如圖 19 所示。

(2)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18 第 8 號颱風瑪莉亞(MARIA)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2) 9 月 14 日~9 月 15 日編號第 22 號強
烈颱風山竹（MANGKHUT），近中
心最大風速約 60 m/s，颱風在威克
島南方海面生成後向西移動，9 月
14 日 20 時其暴風圈逐漸進入巴士

圖 19 第 22 號颱風山竹(MANGKHUT)

四、結論
本研究目前已於離岸風電母港（臺
中港）鄰近海域分別設置波浪、海流及
風速風向等海氣象監測系統，並將觀測
資料持續匯入離岸風電海氣象資料庫
中儲存，透過統計原理繪製相關圖表並
加以分析，本研究分析成果可提供離岸
風電區管理單位，作為船舶航行、風機

維運及工程設計等參考應用，亦可提供
政府機關、顧問公司及學術單位等產官
學研各界作為規劃、設計與研究參考，
茲將本研究重要結論分述如下：
1. 風速風向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1) 各測站風向觀測資料統計結果顯示
，本海域冬季時因東北季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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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1)

(2)

，主要風向為 N~E 來向，夏季時西
南季風已發展趨於穩定，主要風向
以 S~W 向比率較高，春、秋兩季則
為季風轉換之過渡期，風向較為分
佈。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本海域冬季期
間，東北季風強勁、穩定且延時長
，各站所測得平均風速（蒲氏風力
約 3~6 級）、風速極值（蒲氏風力
約 6~10 級）均為四季中最高；夏季
期間，西南季風吹拂至本海域，影
響已大幅減弱，平均風速為四季中
最低，約為蒲氏風力 2~4 級，惟遇
颱風時，於各測站可觀測到較高之
風速極值，約為蒲氏風力 6~9 級。
全年、四季所測得之平均風速與風
速極值統計結果，（T2）北防波堤
綠燈塔觀測站因離內陸較遠，受地
形環境遮蔽影響較小，平均風速與
風速極值均為四季中最高；（T6）
港研中心觀測站為位處最內陸之測
點，除夏季外，平均風速與風速極
值均為四季中最低。
波浪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本海域年平均波高為 1.39 m，波高
極值為 4.38 m，發生於 1 月，冬季
時，冬北季風吹風能量強，平均波
高 2.01 m，為三季中最大，秋季 1.76
m 次之，夏季平均波高約 0.69 m，
為各季中最低。
觀測期間波浪平均週期為 6.71 秒，
最大週期發生於 10 月，平均週期以
10~12 秒間成份較高，約為 53.76%
，夏秋冬三季平均週期均以 10~12
秒間比率為最高，分別為 41.55 %（
夏季）、56.88 %（秋季）、71.53 %

（冬季）。
(3) 觀測期間波向分佈以 NNE 向最高，
約為 36.12 %，冬季波向以 N 來向為
主，約佔整季 82.34 %，秋季波向以
NNE 向比率較高，佔整季 72.53 %
，夏季時，波向較為分佈，以 WNW
向所佔成份較高，約為整季 23.82 %
。
3. 海流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1) 觀測期間平均流速為 34.45 cm/s，流
速極值為 122.80 cm/s（約 2.5 節）
，發生於 1 月，流速結構以介於
20~40 cm/s 間比率較高，約佔 40.16
%，流速小於 20 cm/s 比率約為 26.40
%，流速介於 40~60 cm/s 間者約佔
21.07 %，流速介於 60~80 cm/s 間者
約佔 10.41 %，流速大於 80 cm/s 間
者約佔全 1.94 %。
(2) 海流觀測資料顯示，冬季平均流速
最強，約為 40.55 cm/s，次高為秋季
，平均流速約為 37.66 cm/s，夏季時
，平均流速明顯較冬季低，平均流
速約為 28.07 cm/s，為各季中最低。
(3) 表層海流流向分佈以 WSW 向為主
，約佔 23.59 %，秋、冬兩季流向均
以 WSW 向比率最高，季節進入夏
季，流向分佈比率最高為 N 向，佔
整季 27.42 %，本海域表層海流除夏
季流向分佈以 N 向為主外，整年度
秋、冬兩季流向均以 WSW 向為主
。
4. 2018 年颱風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1) 強烈颱風瑪莉亞（MARIA），在關
島東南方海面生成後向西北西移動
，7 月 10 日通過臺灣北方海面，11
日由福建進入大陸，颱風期間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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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HS 波高極值發生於 7 月 11 日凌
晨 2 點，波高值為 2.31 m，相對應
之週期 TP 為 7.78 秒，波向為 NNE
向，風速極值發生於 7 月 11 日凌晨
1 時 20 分，風速為 18.8 m/s（蒲氏
風力級數 8 級），對應風向為 NNW
向。
(2) 強烈颱風山竹（MANGKHUT），在
威克島南方海面生成後向西移動，9

月 14 日 20 時其暴風圈逐漸進入巴
士海峽，並轉西北西移動，於 16 日
下午由廣東進入大陸，所觀測到之
HS 波高極值發生於 9 月 15 日上午 9
時，波高值為 2.65 m，相對應之週
期 TP 為 8.95 秒，波向為 N 向，風
速極值發生於 9 月 14 日下午 5 時 20
分，風速為 17.1 m/s（蒲氏風力級數
7 級），對應風向為 NN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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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相關評估橋梁
性能之儀器檢測方法，同時選出損傷相
較嚴重之三座混凝土橋梁，經現地目視
檢查橋梁現況，選定適當非破壞性檢測
項目，進行非破壞性檢測與載重試驗，
再利用非破壞性檢測結果建立有限元
素數值模型，數值分析結果與載重試驗
結果相比較，並進行數值模型之參數調
校。
由於影響橋梁力學行為之因素包
含構件尺寸、斷面性質與材料性質，以
前述三座橋梁為例：構件尺寸與斷面性
質已可由竣工圖與非破壞性檢測獲得
充分資料，考量鋼筋材料性質變異性不
大，惟混凝土因屬非均質材料，材料變
異性大，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混凝土彈
性模數進行調校。
調校結果顯示，採用混凝土設計規

範建議之公式，調整混凝土構件之撓曲
剛度，使得數值模型分析結果與現地載
重試驗之撓曲變位及微振量測之自然
振動頻率相當吻合。
確認數值分析模型之準確性後，即
可進行評估橋梁結構之承載能力，計算
控制斷面之標稱強度。公路橋梁採用美
國 AASHTO 制定之橋梁承載力評估公
式，即 RF 值；鐵路橋梁則採用美國
AREMA 訂定之橋梁承載力評估 RF 公
式，包含標準係數 LFN 及最大係數
LFM，分別評估大梁彎矩與剪力之承載
能力。
經計算，三座混凝土橋梁彎矩與剪
力之 RF 值均大於 1，且剪力 RF 值均大
於彎矩 RF 值，顯示目前橋梁承載能力
仍符合活載重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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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混凝土橋梁主要為鋼筋及混凝土
組成之構造物，隨氣候及環境交替影響
而逐漸老舊受損，亦會因長期使用而疲
勞弱化，故需定期巡檢，並籌編足額經
費適時改善。
我國道路橋梁約 2.4 萬座，主要由
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及各縣市政府負
責管養，依據公路法相關規定，橋梁養
護首重檢測，因此各橋梁管理機關平時
除了針對所轄橋梁辦理檢測作業，應適
時針對損壞部分進行維修，以維持橋梁
安全。
依據交通部頒之「公路橋梁檢測及
補強規範」[1]，公路橋梁之檢測方式可
概分為「目視檢測」及「儀器檢測」兩
類，其中「目視檢測」係透過步行、攀
爬、作業車輛或船隻等方式儘可能地接
近橋梁構件，並以目視判定橋梁狀況之
檢測方法，該法快速簡便，已廣為相關
單位採用，然因缺乏結構性能數據，且
難以察覺早發之內部損傷，因此尚無法
用於評估橋梁整體性能、預測使用年限

及最佳維護時機；「儀器檢測」主要透
過「局部破壞檢測」或「非破壞檢測」
等技術偵測橋梁構件之受損程度、受損
範圍、現有強度、受力行為及承載能
力，並進一步量化評估橋梁各類性能之
檢測方法，該法種類繁多，舉凡鑽心取
樣抗壓試驗法、中性化檢測法、氯離子
含量檢測法、鹼質與粒料反應檢測法、
鋼筋腐蝕檢測法、紅外線檢測法、超音
波檢測法、載重實驗法、近景攝影法…
等，均為經常被採用之作法。
儀器檢測法雖較為耗時，但可量化
呈現出材料強度、內部損傷位置及損傷
程度，惟如何轉化為橋梁整體性能，進
而預測出使用年限及最佳維護時機，實
值得探究，爰此，為利橋梁管理單位能
透過儀器檢測數據儘早掌握橋梁性能
預為籌謀，爰進行本研究，期能透過實
作方式，探究儀器檢測應用於評估橋梁
整體性能之可行性，並嘗試發展本土化
評估模式，俾增進橋梁及用路人行車安
全。

二、儀器檢測
2.1 混凝土強度之檢測
混凝土強度檢測通常可分為局部
破壞性檢測及非破壞性檢測兩種，常見
的局部破壞性檢測為鑽心取樣，將取樣
試體做抗壓試驗，可得鑽心處之混凝土

強度，最能代表現地混凝土強度。然而
現地構造物並非每個構件均可進行局
部破壞性試驗，例如：預力混凝土大梁
即無法進行鑽心取樣，此時便需採用其
他非破壞性檢測方式。常見混凝土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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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損物理抗壓強度。例如文獻[2]由實驗
得知混凝土中性化後孔隙體積減少，反
而增加抗壓強度，此論點已由國內外許
多實驗及大規模混凝土品質檢測報告
獲得證實[3-5]。
氯離子檢測則為討論鋼筋是否有
加速腐蝕的條件。必須注意，混凝土中
的 氯 僅 增 加 鋼 筋 腐 蝕 潛 勢 (corrosion
potential)，在不透水的混凝土中，固態
氯並不造成腐蝕鋼筋，只有遇水成為離
子狀態，才可能加速腐蝕鋼筋。
2.3 構件損傷之裂縫檢測
裂縫深度檢測常用方法有超音波
法與敲擊式應力波法，超音波法在混凝
土材料上之應用受到限制，主要缺點為
其透過電壓刺激壓電材料變形所產生
之波源，能量仍不足，限制應力波傳動
距離，故只適用於較淺裂縫之檢測，如
裂縫深度小於 8 cm [6]。
敲擊式應力波法的應用較廣泛，在
裂縫檢測上有雙橢圓交線法與穿透 P 波
法。依據 Fermat 最短走時（travel time）
定理，應力波由敲擊源傳播到接受器必
行經最小之走時路徑；根據橢圓理論，
橢圓弧上任一點和兩焦點的連線長度
為一定值。
若可做兩組跨越開口裂縫的敲擊
接受實驗，分別定義出其對應之橢圓方
程，則此兩橢圓於介質中之交點，即為
開口裂縫之尖端所在位置，如圖 1。

非破壞性檢測方式為反彈錘法
(Rebound Hammer Method) ，已被列入
國家標準(CNS10732)。
反 彈 錘 法由瑞士工程師 Schmidt
於 1948 年所提出。主要利用反彈錘帶
動衝擊棒撞擊混凝土表面，以反彈錘之
反彈數求得混凝土表面硬度，並推測其
抗壓強度。
由於僅與衝擊棒接觸的混凝土影
響反彈數，故同一構件之混凝土將因取
樣點不同而有不同數據。例如：若撞擊
到骨材，將產生較高反彈數，反之，若
撞擊到空洞，將產生較低反彈數。
因此，進行試驗前應先使用標準規
塊進行校正，反彈錘應垂直於試體表
面，每次檢測均取 10 個值求平均值，
若某值超過平均值 7 單位以上時，必須
捨棄不計，再將剩餘值平均之；若有兩
個以上的試驗值大於平均值 7 單位以上
時，必須重新施作；任何兩次衝擊點需
間隔 2.5 cm 以上，且測試面積直徑應至
少 15 cm。
進行試驗前應先以類似材料及不
同強度之混凝土試體進行試驗校正，建
立反彈數與強度之關係作為參考依
據，通常儀器也附有反彈值與強度之對
照表。但尚需考慮齡期效應，才能反應
混凝土於養護 28 天之強度。現地運用
反彈錘法求得之抗壓強度，可用於估算
混凝土材料之彈性模數。
2.2 混凝土中性化深度及氯離子含量
混凝土中性化檢測係討論鋼筋是
否失去鈍化模 (passive film)，造成鋼筋
腐蝕。
混凝土中性化乃化學變化，並不會

雙橢圓交線法亦可測得傾斜裂
縫之長度及傾斜角，為傳統超音波法
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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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雙橢圓交線法檢測開口裂深
2.4 保護層厚度及鋼筋位置檢測
常用檢測方法為電磁感應法，由單
個或多個線圈組成的探頭產生電磁
場，因鋼筋或其它金屬物體將影響電磁
場，導致磁力線發生變形，藉以檢測鋼
筋位置、直徑及混凝土保護層厚度[7]。
另外，透地雷達亦可用以探測混凝
土厚度、鋼筋深度[8]。
2.5 鋼筋強度檢測
鋼筋強度或鋼筋劣化程度為橋梁
結構安全評估之主要因素，以目前檢測
技術尚無法在現場以非破壞性檢測方
法獲得鋼筋強度。
然而，依照一般定義，強度為材料
抵抗外力之能力，而硬度為材料抵抗硬
物侵入其表面的能力，一般金屬材料硬
度值與強度值間具有相對應關係。其乃
金屬硬度值係由抵抗塑性變形能力決
定，材料強度越高，通常抵抗塑性變形
的能力越高，則硬度值也會越高。
因此，可先由實驗建立鋼筋硬度與
強度關係曲線，將已知強度之鋼筋澆置
於混凝土中以模擬既有結構，養護後將
鋼筋表面磨平，再以里氏硬度儀檢測其
硬度，即可建立關係曲線，圖 2，作為
反推鋼筋降伏強度，提供橋梁承載力評
估時參考。
雖以鋼筋硬度反推鋼筋強度，影響

其精度的因素很多，例如：材質、檢測
角度、試片條件、試體大小等。但相對
於混凝土材料，鋼筋為均質材料，理論
上本法精度優於混凝土反彈錘法之精
度。經驗亦顯示，檢測時只須將鋼筋表
面磨平，其檢測結果重現性良好，470
HL 左右者為 SD420 等級，350 HL 左右
者為 SD280W 等級。

圖 2 鋼筋強度與硬度之關係曲線
2.6 鋼筋腐蝕電位及腐蝕電流
腐蝕電流係量測混凝土之比電阻
及鋼筋的極化電阻，據此推算鋼筋瞬間
腐蝕電流，推估腐蝕速率，腐蝕電流量
測是指瞬間情況，由於環境變遷等因
素，目前用於長期壽命評估尚無法獲得
滿意結果。
腐蝕電位係於無外加電流時，金屬
達到穩定腐蝕狀態時所測得的電位。根
據規範 ASTM C876 腐蝕電位與預測內
部鋼筋腐蝕程度之關係，當以硫酸銅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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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為電解液，腐蝕電位在-350 mV 以下
時，視作此區域鋼筋腐蝕之潛能達 90
％以上，而腐蝕電位在-200 mV 以上
時，則此區域之鋼筋可視作幾乎沒有腐

蝕發生。
但由於腐蝕電位量測是指量測當
時的情況，不同環境下量測差異甚大，
因此用於長期壽命評估尚力有未逮。

三、微振動量測與載重試驗
3.1 微振動量測
微振動（ambient vibration）法主要
利用橋梁週邊環境對橋梁作用所產生
振動，例如：自然風力與地盤振動產生
的微小振動。將微振視為隨機振動，由
於不需激振方法，因此經常用於識別橋
梁的系統動力特性。
微振動法之檢測原理如圖 3 所示，
首先利用數個感測器（sensor）同步量
測橋梁的微振訊號，並將訊號傳至訊號
集錄器，由於橋梁長度可能相當長，因
此需要分成數區段進行量測，在每次量
測過程中，須維持一個感測器不變動，
作為修正使用。取得微振訊號後，配合
適當的系統數學模式，再選取適當的識
別理論，將可決定橋梁系統的振動特
性，諸如振態頻率（model frequency）、
振態阻尼比（damping ratio）及振態形
狀（mode shape）等。取得結構動力參
數後，可作為後續數值分析時修正數值
模型之依據。

3.2 載重試驗
橋梁上部結構大梁之載重試驗主
要為量測大梁受車輛載重時之撓度狀
況，可包含撓曲變位及應變，撓度量測
數據用於回饋修正結構數值分析模型
之參數。
量測點配置如圖 4 所示，於施測大
梁之跨中處設置撓度觀測點，並於各荷
載加載前、中與後期分別進行量測各觀
測點之撓度值，若觀測點於加載過程中
因車輛影響無法施測時，則不予量測該
次數據，施作流程如圖 5 所示。
撓曲位移量測通常採用非接觸式
方法，包含光學數位格點法、雷達波量
測法…等，其中雷達波量測法亦可對橋
梁上部結構的變形進行監測。
於橋面下方或橋墩處安裝遠距微
波雷達系統，如圖 6，本系統屬於遠距
離、非接觸式的位移量測系統，可用於
量測大梁於車輛通過時之多點動態撓
度變化，位移量測精度可達 0.01-0.1
mm，最高測點數量為 128 點。現地量
測時，必須先調整天線之角度，使天線
訊噪比反應能延伸至最遠的範圍。
圖 7 為運用於橋梁監測，如無可用
之不動點，可將儀器固定於橋墩上，亦
即假設橋墩變形極微小可忽略，進行大

圖 3 微振動法檢測原理

71

梁撓度監測。
Beam
Beam
Beam

撓度觀測點

圖 4 橋梁撓度觀測點配置示意圖

圖 6 雷達系統儀器

圖 7 遠距微波雷達系統量測示意圖
圖 5 靜載重施作流程圖

四、有限元素分析
有限元素法分析是一種全面且
多功能的結構分析模擬方法，目前已
廣泛應用於土木工程的分析、設計與
施工模擬等。本研究採用有限元素法
模擬大梁損傷情形，依據現場目視檢
測及儀器檢測結果，結合材料老劣化
之強度折減理論對構件之現有撓曲
剛度(EI)進行評估，然後再代入整體
橋梁有限元素分析模型中，整體概念

如圖 8 所示。

圖 8 橋梁數值模型實體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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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分析採用 SAP2000 有限
元素分析商用軟體，並且套用多步驟靜
力分析模組(Multi-step static analysis)進
行虛擬試驗，並依據現地檢測結果與竣
工圖所載明之橋體幾何尺寸與邊界條
件建立橋體模型。
模 型 中 主 要 以 剛 架 元 素 (frame
element) 模擬主梁、中隔梁及端隔梁構
件，以殼元素(shell element)模擬橋面
板，並以殼元素連結梁元素以模擬橋梁
之整體行為，使車輛載重所造成之梁變
形可經由橋面板傳遞至大梁整體結
構，正確評估各大梁元素於載重下的反

應值。
分析時採用結構小變形之假設理
論，所有材料為線彈性變形，因此可以
針對不同車輛位置進行多步驟線性靜
態分析。在橋梁狀態為穩健的假設條件
下，本分析僅進行橋梁在線彈性範圍內
之分析，並檢核大梁撓度變形是否符合
橋梁設計規範之規定。
此外，利用已建立的數值模型進行
模態分析，分析結果與微振動量測數據
做比對，亦可調校數值分析模型之參
數，並確認數值模型之準確性。

五、橋梁上部結構承載能力評估法
RF ：承載力評估係數
 ：強度折減因數
Rn ：橋梁或各構件之標稱承載力
D ：靜載重效應
L ：活載重效應(含活載重折減因
數)
I ：衝擊係數
 D ：靜載重因數
 L ：活載重因數

5.1 AASHTO 承載力評估法
對於公路橋梁上部結構進行分析
計算評估其承載能力時，需先計算各控
制構件或可能控制構件之斷面承載能
力評估係數 RF (Rating Factor)，再將各
構件之 RF 值乘以評估時所採用之評估
活載重，即可推估各構件所能承載之容
許活載重。至於整體橋梁允許通過之活
載重，則由橋梁構件中容許活載重之最
小值控制。
目前國內工程界最常用的載重評
估方式為美國 AASHTO 於 1989 年制
定之橋梁承載力評估公式[12]：

RF 

Rn   D D
 L L(1  I )

上部結構承載力評估之關鍵步驟
為決定靜載重及活載重之相關因數與
斷面強度折減因數。
考量交通狀況對活載重因數有不
同的數值，平均每日貨車流量越大活載
重因數越高，最大為 1.8，而靜載重之
載重因數均取 1.2。衝擊係數 I 則考量鋪
面狀況給予不同值，以反映車輛行進時
的動態衝擊放大效應，最大值為 0.3。

(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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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可考量橋面車道數的活載重折減因
數，因同一斷面所有車道同時有車輛行
駛其上的發生機率較低，故車道數越
多，活載重折減值越大，最大於四車道
時可折減至 0.7。
目前國內考量活載重效應均依據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中公路載重之規
定[15]，一般均採用 HS20-44 載重，國道
公路橋梁加計 25%之超載，省市重要道
路則加計 30%之超載。斷面強度折減因
數可依橋梁損傷狀況進行折減，決定強
度折減因數。上述載重因數與強度折
減因數參見 AASHTO 手冊之列表[12]。
5.2 AREMA 承載力評估法
目前國內尚未有針對鐵路橋梁上
部結構進行分析計算評估其承載能力
之案例，考量我國鐵路橋梁設計規範主
要參考美國 AREMA 訂定，因此，本研
究參考 AREMA 第二冊第八章第 19 節
(Rating of Existing Concrete Bridges)之
規定[13]，評估混凝土鐵路橋梁上部結構
之承載能力係數 RF。
AREMA 自 2006 年開始制定既有
鐵路橋梁承載力評估公式，包含標準係
數 LFN (Normal Rating for Load Facor
Rating) 及 最 大 係 數 LFM (Maximum
Rating for Load Factor Rating)。標準係
數係指使用列車平均行駛速度設計，取
65 km/h；最大係數係指使用列車最大行
駛速度設計，取 130 km/h，其評估公式
分別如下：

LFN 

LFM 

 S N  1.1D
1.3( L  I )

(最大速度) (2b)

其中

 ：強度折減因數
S N ：構件之斷面標稱承載力

D ：靜載重效應
L ：活載重效應
I ：衝擊效應
依據 AREMA 第二冊第八章第 2 節
Reinforced Concrete Design 之規定，計
算彎矩斷面強度時，強度折減因數 
取 0.95；計算剪力斷面強度時，強度折
減因數  取 0.9。有關衝擊係數之規
定，我國鐵路橋梁設計規範係依據日本
「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訂
定[14]。對於承載單股道之混凝土鐵路橋
梁，其主梁所用之設計衝擊係數 I 0 可
採：

I0  Ka  

10
 0.6
65  LI

(3)

其中
K a ：依列車活載重類別等條件訂

定之係數，通常為 1.0。
V

 ：速度參數，   7.2n  L ，式
I

中 V 為橋梁設計行車速度
（km/h）
LI ：簡支梁之跨距
N ：結構之基本自然振動頻率

π
EIg
，式
2 ×
2 LI
D
中 g 為重力加速度；D 為單位
長度之靜載重。
（Hz）
，n =

 S N  1.1D
5
(平均速度) (2a)
1.3  ( L  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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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雙股道之鐵路橋梁所用之設
計衝擊係數，可採用承載單股道主梁之
設計衝擊係數，乘以下列所示之折減係
數 ：

1  L / 200
  I
 0.6

LI  80 m
LI  80 m

(4)

六、試驗橋梁承載能力評估
6.1 試驗橋梁選取背景
本研究分別自鄉道、省道及鐵道中
各選取一座損傷相對嚴重之橋梁，作為
載重試驗與非破壞性檢測之標的橋梁。
鄉道與省道之公路橋梁係由台灣
橋梁管理系統中有記載大梁損傷等級
達 D = 2 或 3 之橋梁中篩選。
由於撓曲變形量遠大於剪力變形
量，因此篩選原則訂為：大梁損傷程度
占全斷面之比例較高，以及損傷位置位
於產生較大撓度區域；鐵路橋梁則由臺
鐵局建議。
本研究最終挑選出之三座試驗橋
梁，其上部結構均為單跨簡支混凝土
梁，結構力學行為相對簡單，因此，三
座橋經現地載重試驗與非破壞性檢測
結果所建立之數值模型，可互相比對其
差異值之大小，並判斷合理性。
6.2 試驗 1 號橋
6.2.1
橋梁基本資料

橋面淨寬：4.9 m
檢測資料：沒有竣工圖、大梁灌漿不實、
鋼筋腐蝕
本橋為公路橋梁，依據第 6.1 節之
選橋原則，經現場目視檢測，挑選一跨
損傷最為嚴重之橋跨作為非破壞性檢
測與載重試驗之試驗橋跨，同時再挑選
另一橋跨做為對照橋跨。本橋試驗橋跨
之大梁有一處混凝土明顯剝落且鋼筋
外露，對照橋跨則無明顯損傷。
由於無法取得本橋之竣工圖，本研
究乃參考公路總局民國 80 年 12 月編訂
之橋梁工程標準圖，挑選一套與本橋最
為接近之橋梁設計圖。試驗 1 號橋橋長
40 m，參考公路總局橋長 40 m 之預力
梁標準斷面圖，並於現場量測大梁輪
廓，其結果相符，另車道寬為 4.9 m，
僅可行駛單車道，結構斷面包含兩支大
梁，均屬外縱梁，經檢核所負擔之輪重
與標準斷面圖之外縱梁相近，因此，可
參考公路總局標準斷面圖及其配筋，作
為分析檢核之基本資料。橋梁結構斷面
及預力配置見圖 9 至圖 11。

橋齡：34 年。
跨徑配置：5@40 m=200 m
上部結構：預力混凝土簡支梁，主梁 I
型斷面，共 2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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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試驗 1 號橋上部結構斷面圖

圖 10 試驗 1 號橋大梁預力配置圖
強度檢測等。檢測成果說明如后：
(1) 混凝土敲擊回音
大梁混凝土保護層與鋼筋之間無
明顯剝離，因此分析之斷面慣性矩 I 值
不折減。
(2) 混凝土反彈錘試驗
以混凝土反彈錘試驗結果估算大
梁 混 凝 土 抗 壓 強 度 ， 其 值 為 292
kgf/cm2。
(3) 鋼筋腐蝕電位
針對試驗跨中大梁混凝土保護層
明顯剝落且鋼筋外露處進行鋼筋腐蝕
電位檢測，結果顯示混凝土包覆處腐蝕
電位差異低，腐蝕機率低，外露處則腐
蝕進行中，但腐蝕緩慢。鋼鍵亦無腐蝕
跡象，研判應是施工不良造成混凝土保
護層剝落。
(4) 鋼筋強度

圖 11 試驗 1 號橋大梁斷面圖
6.2.2 非破壞性儀器檢測成果
由於本橋所在場址為環境腐蝕因
子不強之區域，經現場目視檢測後，本
橋非破壞檢測項目包含：混凝土敲擊回
音及反彈錘試驗、鋼筋腐蝕電位及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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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混凝土內之鋼筋表面稍微磨平
後，進行硬度檢測。檢測結果判斷大梁
主筋為 SD420 鋼筋，箍筋為 SD280 鋼
筋。
6.2.3 微振動量測
以上部結構而言，主梁撓曲變形主
要發生於垂直向，即重力方向，因此微
振量測以取得橋梁垂直向振動頻率為
主要目的，振動頻率與大梁撓曲剛性及
質量有關，橋梁橫向及縱向振動頻率則
主要由橋墩勁度控制，不為本研究之重
點。
本研究微振動量測採用三軸向速
度計共 5 組(V1~V5)，裝置於橋面兩端
伸縮縫及橋長四分點上，配置圖如圖 12
所示，取樣頻率為 1 kHz，取樣時間約
900 秒。量測資料經系統識別後，試驗
跨前三振動模態如圖 13，其頻率與阻尼
比見表 1。對照跨微振動量測結果幾乎
與試驗跨相同，顯示試驗跨大梁部分損
傷不影響橋梁動力反應。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圖 13 試驗 1 號橋實驗量測振動模態
表1

試驗 1 號橋主要模態頻率與阻尼
比

模態

頻率(Hz)

阻尼比(%)

1

2.98

1.24

2

10.80

1.11

3

22.34

1.60

6.2.4 載重試驗
本橋現地載重試驗使用兩輛貨
車，分別為 21.22 噸重及 15.1 噸重，使
其最重之後輪分別輪流停駐於橋跨中
心線，藉以量測大梁垂直向變位與撓曲
變形。兩輛貨車載重位置如圖 14 所示。
另外，本橋載重試驗於白天進行，
為配合當地居民及運採砂石車交通之
便，採每半小時放行車輛一次，為此影

圖 12 微振量測儀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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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載重試驗進度，故最終僅取得一組實
驗數據，中點量測變位為 5 mm。

6.2.5.1 載重試驗之大梁撓度分析
以數值分析模型進行貨車載重分
析，如圖 14，鋼筋、鋼鍵及混凝土之彈
性模數均使用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15] 之
建議值，其中混凝土彈性模數以現地量
測混凝土抗壓強度估算，分析得中點垂
直變位為 6.86 mm，明顯大於量測值
37.2%，顯示撓曲剛性偏低，因此以混
凝土抗壓強度 1.3 倍，即 380 kgf/cm2，
計算混凝土彈性模數，重新分析結果，
中點垂直變位降為 5.86 mm，與實驗量
測值較相近，誤差 17.2%。
6.2.5.2 大梁振動頻率分析
以數值分析模型進行模態分析求
取結構自然振動頻率及模態，其中混凝
土彈性模數同前述第 6.2.5.1 節，分別以
現地量測混凝土抗壓強度值及 1.3 倍值
估算之彈性模數分析，其結果見表 2。
經與現地微振量測結果相較，若以
現地混凝土抗壓強度量測值模擬，第二
模態頻率之差異值最小，但第一模態頻
率偏小且差異值較大，通常第一模態重
要性遠大於第二與第三模態。若以混凝
土抗壓強度 1.3 倍分析，則第一模態頻
率幾乎吻合，第二模態頻率分析值略高
於實驗值，第三模態頻率分析值與實驗
值差異最大，此分析結果尚屬合理。圖
17 顯示模態分析結果之第一模態至第
三模態，與實驗結果所得之振型相吻
合。

圖 14 試驗 1 號橋貨車載重圖
6.2.5 有限元素分析
依據現場量測本橋上部結構輪
廓，配合結構非破壞檢測成果，同時參
考公路總局橋長 40 m 之預力梁標準設
計圖，支承間距取 39.2 m，以 SAP2000
建立之數值分析模型如圖 15。本數值分
析結果將與微振動量測與載重試驗結
果進行比對，因此大梁以合成斷面建
置，即包含預力混凝土梁(含鋼鍵及主
筋)、橋面板及胸牆，如圖 16。

圖 15 試驗 1 號橋數值分析模型

圖 16 試驗 1 號橋合成梁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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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試驗 1 號橋振態頻率比較
分析頻率
誤差
分析頻率
2
fc  292 kgf/cm (Hz)
fc  380 kgf/cm2 (Hz)
(%)

模態

實驗頻率
(Hz)

誤差
(%)

1

2.98

2.82

5.3

3.01

1.0

2

10.8

11.28

4.4

12.04

11.5

3

22.34

25.24

12.0

26.95

20.6

0.7。控制斷面之靜載重(D)與活載重(L)
效應，以及標稱強度(Rn)詳見表 3，依
據式(1)計算得承載力評估係數(RF)均
大於 1，顯示本橋承載力仍符合需求。

第一模態

表 3 試驗 1 號橋承載力評估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斷面力

彎矩(tf-m)

剪力(tf)

控制位置

梁中點

梁端點

D

718

69.8

L

307

32.8

Rn

2564

450

RF

1.67

3.88

圖 17 試驗 1 號橋數值分析之振動模態
6.3 試驗 2 號橋
6.3.1 橋梁基本資料
橋齡：27 年
跨徑配置：15@19.8 m=297 m
上部結構：預力混凝土簡支梁，主梁箱
型斷面，共 4 支
橋面淨寬：10.35 m
檢測資料：有竣工圖、因鋼筋腐蝕造成
保護層剝落
本橋為鐵路橋梁，同前所述，經現
場目視檢測，挑選一橋跨作為試驗跨，
大梁有多處明顯因腐蝕產生的混凝土
開裂與剝離，另一橋跨作為對照跨，外
觀損傷程度較低。本橋梁上部結構斷面

6.2.6 橋梁承載力評估
採用第 5.1 節 AASHTO 承載力評
估法，分別就彎矩與剪力控制斷面計算
大 梁 承 載 力 評 估 係 數 RF 值 ， 以
HS20-44 貨車加計 30%之超載為活載
重，依據 AASHTO 手冊，考量本橋位
處山區，屬於低交通量及無執行超載限
制，活載重之載重因數取 1.65，且為單
車道故不折減載重因數，經現場目視檢
測橋面鋪面稍有磨損，但仍符合設計需
求，因此衝擊係數 I 取 0.1。結構型式
為簡支橋，定期辦理仔細檢查與嚴格執
行維修，為保守計，強度折減因數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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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力配置見圖 18 及圖 19，主梁斷面
包含四支預鑄預力箱型梁，吊裝完成
後，四支箱型梁間空隙以水泥砂漿填

縫，再施築場鑄混凝土與橋面板結構合
為一體，因此可視為合成斷面。

圖 18 大梁標準斷面圖

圖 19 大梁預力鋼鍵配置立面圖
6.3.2 非破壞性儀器檢測成果
本橋靠近河川出海口，為環境腐蝕
因子較強區域，經現場目視檢測後，本
橋非破壞檢測項目包含：混凝土敲擊回
音及反彈錘試驗、混凝土中性化深度檢
測及氯離子含量檢測、鋼筋腐蝕電位及
鋼筋強度檢測等。檢測成果說明如后：
(1) 混凝土敲擊回音

大梁預力套管與混凝土間無明顯
剝離，鋼腱無腐蝕跡象。下層底板混凝
土保護層大量剝落、鋼筋外露腐蝕嚴
重，依據本橋竣工圖，大梁底板保護層
設計為 2.5 cm，現場目視多數不足 2.5
cm，研判因混凝土保護層厚度不足，鋼
筋腐蝕膨脹，導致混凝土保護層剝落。
因此，分析時忽略底層鋼筋，且大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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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不考慮底層保護層。
(2) 混凝土反彈錘試驗
以混凝土反彈錘試驗結果估算大
梁 混 凝 土 抗 壓 強 度 ， 其 值 為 354
kgf/cm2。
(3) 混凝土中性化深度及氯離子含量檢
測
在儘量不傷及結構體情況下，以電
鑽於箱梁兩側，即迎風面及背風面，各
鑽取深入 3 cm 以收集混凝土粉末，以
酚酞指示劑檢測中性化深度，並收集粉
末用以檢測氯離子含量。檢測結果顯示
大梁混凝土之中性化深度均小於 3
cm，大梁混凝土仍具不透水性。同時顯
示大梁表面有氯離子附著及侵入跡
象，應是造成鋼筋腐蝕最主要原因。
(4) 鋼筋腐蝕電位
箱梁底部鋼筋外露處，以硫酸銅溶
液為參考電極，腐蝕電位大多與參考電
極差異達-350 mv，另箱梁底部表面有
環氧樹酯塗層處之電位差，與參考電極
差異值亦達-200 mv 以上，顯示所量測
鋼筋外部雖有環氧樹酯包覆，腐蝕機率
依然甚高。
(5) 鋼筋強度
依據鋼筋硬度檢測結果，判斷大梁
鋼筋為 SD280 鋼筋。
6.3.3 載重試驗
載重試驗採用台鐵維修車輛進
行，車輛總重 23 噸。維修車輛分別停
止於橋跨 1/4、1/2、3/4 處，用以量測
大梁中點撓度，撓度量測採用兩種方式
施測，分別為線性位移計與雷達測距系
統，線性位移計裝設於外梁(LVDT1)與
內梁(LVDT2)中點處，如圖 20，雷達測
距系統則僅裝設於外梁，如圖 21。試驗

結果顯示試驗跨與對照跨在相同載重
下，不論外梁或內梁，所量測撓度均非
常接近，惟試驗跨撓度值略微大於對照
跨。後續與分析值比對時，僅討論試驗
跨。

圖 20 大梁撓度量測位置示意圖

圖 21 雷達測距系統量測

圖 22 靜載重大梁撓度量測值比較
(紅線為試驗跨，藍線為對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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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抗壓強度 1.3 倍，即 460 kgf/cm2，
計算混凝土彈性模數，重新分析結果，
變位值明顯下降，與實驗量測值相近，
特別是外梁中點位移，差異值均降至
1%以下。

6.3.4 有限元素分析
依據本橋竣工圖，再配合前述結構
非破壞檢測成果，以 SAP2000 建立之
數值分析模型如圖 23，上部結構合成梁
斷面如圖 24，鋼筋、鋼鍵及混凝土之彈
性模數均使用規範建議值，其中混凝土
彈性模數以現地量測混凝土抗壓強度
估算。
以數值分析模型進行靜載重分
析，分析所得外梁與內梁之中點位移與
試驗量測值比較分別見表 4 及表 5，當
採用前述已建立之數值分析模型進行
載重分析，可發現分析值明顯大於實驗
量測值，且誤差百分比過大，顯示撓曲
剛性偏低，因此，同試驗 1 號橋，以混

圖 23 試驗 2 號數值分析模型

圖 24 試驗 2 號合成梁斷面圖
表 4 外梁中點位移比較
載重位置

實驗量測
mm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f c  354 kgf/cm2

f c  460 kgf/cm2

mm

誤差%

mm

誤差%

1/4 橋跨

0.3739

0.4237

13.3%

0.3734

0.1%

1/2 橋跨

0.4843

0.5537

14.3%

0.4877

0.7%

3/4 橋跨

0.3118

0.3508

12.5%

0.308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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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內梁中點位移比較
載重位置

實驗量測
mm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f c  354 kgf/cm

2

f c  460 kgf/cm2

mm

誤差%

mm

誤差%

1/4 橋跨

0.3274

0.3995

22.0%

0.3522

7.6%

1/2 橋跨

0.4269

0.5186

21.4%

0.4568

7.0%

3/4 橋跨

0.2677

0.3317

23.9%

0.2924

9.2%

6.3.5 橋梁承載力評估
本橋依據國內鐵路橋梁設計規範
[16]
之一般鐵路特甲級線所使用列車活
載重 KS-18 進行結構分析，兩輛標準
KS-18 機車分別由橋兩端駛入，分析求
得梁全長斷面剪力及彎矩包絡線，並求
得梁中點之最大位移量。

表 6 試驗 2 號橋承載力評估

以前述混凝土抗壓強度 1.3 倍估
算混凝土彈性模數之數值模型，分析
所得梁中點最大位移為 7.92 mm，小
於規範規定值 24.0 mm，因此，本鐵
路橋活載重產生之最大撓度仍可符
合規範規定。

斷面力

彎矩(tf-m)

剪力(tf)

控制位置

梁中點

梁端點

D

1219

199

L

1084

208

I0(LFN/LFM)

0.2/0.3

0.2/0.3

I(LFN/LFM)

195/293

37/56

Sn

5747

1379

LFN

1.48

1.92

LFM

2.30

2.97

6.4 試驗 3 號橋
6.4.1 橋梁基本資料
橋齡：27 年。
跨徑配置：13@30 m=390 m
上部結構：預力混凝土簡支梁，主梁 U
型斷面，共 3 支
橋面淨寬：7.5 m
檢測資料：有竣工圖、混凝土孔洞、鋼
筋腐蝕
本橋為公路橋梁，同前所述，初勘
時經現場目視檢測，挑選一橋跨作為試
驗跨，大梁底部有局部孔洞，明顯可見
預力套管，另一橋跨作為對照跨，外觀
損傷程度較低。本橋梁上部結構斷面及
預力配置見圖 25 及圖 26，主梁斷面包

採用第 5.2 節美國 AREMA 承載力
評估法，就彎矩與剪力控制斷面計算大
梁承載力評估係數 LFN 及 LFM 值。彎
矩與剪力控制斷面分別位於梁中點與
端點，其靜載重(D)效應、活載重(L) 效
應、衝擊係數(I0)、衝擊效應(I)與斷面標
稱承載力見表 6，因本橋承載雙股道活
載重，故衝擊係數可予以折減，折減係
數為。雖本橋大梁底部混凝土保
護層剝落及鋼筋腐蝕嚴重，但依據式(2)
計 算 得 承 載 力 評 估 係 數 值 (LFN 及
LFMF)均大於 1，顯示本橋承載力仍符
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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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支預鑄預力 U 型梁，吊裝完成後，
再施築場鑄混凝土與橋面板結構合為
一體，因此可視為合成斷面。

圖 25

好不透水性。氯離子含量檢測顯示大梁
表面並無氯離子附著及侵入跡象。
6.4.3 微振動試驗
同試驗 1 號橋，試驗跨與對照跨之
微振動試驗量測配置圖如圖 12 所示，
對照跨微振動量測結果幾乎與試驗跨
相同，顯示兩橋跨損傷程度之些微差異
不影響橋梁整體動力反應。量測資料經
系統識別後，實驗跨垂直向前三振動模
態如圖 27，其頻率與阻尼比見表 7。

U 型梁橫斷面圖

圖 26 大梁中央鋼索及梁端錨錐位置圖
6.4.2 非破壞性儀器檢測成果
本橋位址為環境腐蝕因子不強區
域，且現場試驗前，橋梁主管單位已將
混凝土孔洞修復完成，無外露鋼筋。在
不破壞結構前提下，不進行鋼筋強度檢
測，因此試驗當天，本橋非破壞檢測項
目包含：混凝土反彈錘試驗、混凝土中
性化深度檢測及氯離子含量檢測等。檢
測成果說明如后：
(1) 混凝土反彈錘試驗
以混凝土反彈錘試驗結果估算大
梁混凝土抗壓強度，其值為 480 kgf/cm2
-530 kgf/cm2，品質相當良好。
(2) 混凝土中性化深度及氯離子含量檢
測
檢測結果顯示大梁混凝土之中性
化深度均小於 3 cm，大梁混凝土仍具良

圖 27 試驗 3 號橋實驗量測之振動模態
表7

試驗 3 號橋主要模態頻率與阻尼
比

模態

頻率(Hz)

阻尼比(%)

1

2.74

1.34

2

10.11

0.75

3

22.23

1. 04

6.4.4 載重試驗
本橋雙向車道分屬於不同結構單
元，故僅封閉南向車道進行載重試驗，
北向車道維持雙向通車，因橋面配置為
雙車道，故使用兩輛貨車併行於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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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分別為 22.98 噸與 22.52 噸。同試
驗 2 號橋，採用雷達測距系統量測大梁
撓度，兩輛貨車分別併行停止於四分跨
處，用以量測內梁之中點撓度。由於對
照跨量測結果與實驗跨相近，因此後續
與分析值比對時，僅討論試驗橋跨。
6.4.5 有限元素分析
依據本橋竣工圖，再配合前述結構
非破壞檢測成果，以 SAP2000 建立之
數值分析模型如圖 28，本數值分析結果
將與微振動量測與載重試驗結果進行
比對，因此大梁以合成斷面建置，即包
含預力混凝土梁(含鋼鍵及主筋)、橋面

板及胸牆，如圖 29。

圖 28 試驗 3 號橋數值分析模型

(a) 內梁

(b) 外梁
圖 29 試驗 3 號橋合成梁斷面

6.4.5.1 載重試驗之大梁撓度分析
以數值分析模型進行貨車載重分
析，如圖 30，鋼筋、鋼鍵及混凝土之彈
性模數均使用設計規範之建議值，其中
混凝土彈性模數初步以現地量測混凝
土抗壓強度中間值 500 kgf/cm2 估算。
L/4

L/2

數值分析所得梁中點垂直變位與
實驗量測比較，見表 8，可發現分析值
明顯小於量測值，顯示撓曲剛性偏高，
與試驗 1 號橋與 2 號橋結果不同。由於
在非破壞性檢測前本橋甫完成混凝土
孔洞修復，現地目視可見混凝土表面相
當光滑平整，因此推測該修復結果影響
混凝土反彈錘試驗，本研究再以原混凝
土抗壓強度設計值 350 kgf/cm2 進行分
析，分析值反而大於實驗量測值，見表
8，顯示低估彈性模數，不符合實際結

3L/4

圖 30 試驗 3 號橋貨車於 1/2 橋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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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體通例，即通常結構體之實際混凝土
抗壓強度高於設計值。因此，參考試驗
1 號橋與 2 號橋之數值分析結果，再以
原設計混凝土抗壓強度值 1.3 倍，即 455
kgf/cm2，重新分析結果見表 8，由於彈
性模數提高，變位值下降，與實驗量測
值最為相近，其差異值降至 2%以下。
6.4.5.2 大梁振動頻率分析
以上述數值分析模型進行模態分
析求取結構自然振動頻率及模態，分別
以設計混凝土抗壓強度及 1.3 倍值估算
之混凝土彈性模數分析，其結果見表

9。經與現地微振量測結果相較，以設
計值估算彈性模數分析的第一模態頻
率較小，差異值僅 4%，且第二與第三
模態頻率之差異值亦低，但考量第一模
態重要性遠大於第二與第三模態。若以
混凝土抗壓強度 1.3 倍估算彈性模數作
分析，則第一模態頻率較大，但差異值
降低為 2.5%，第二模態與第三模態頻率
分析值均高於實驗值，此分析結果尚屬
合理。圖 31 顯示模態分析結果之第一
模態至第三模態，與實驗結果所得之振
型相吻合。

表 8 試驗 3 號橋梁中點位移比較
載重位置

實驗量測
mm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f c  500 kgf/cm2

f c  350 kgf/cm2

f c  455 kgf/cm2

mm

誤差%

mm

誤差%

mm

誤差%

1/4 橋跨

6.24

6.05

3.0%

7.24

16.0%

6.35

1.7%

1/2 橋跨

8.77

8.48

3.3%

10.14

15.6%

8.89

1.4%

3/4 橋跨

5.57

5.42

2.8%

6.47

16.2%

5.68

1.9%

表 9 試驗 3 號橋模態頻率比較
模態

實驗量測
Hz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f c  350 kgf/cm

2

f c  455 kgf/cm2

Hz

誤差%

Hz

誤差%

1

2.74

2.63

4.0

2.81

2.5

2

10.11

10.35

2.3

11.05

9.3

3

22.23

22.73

2.2

25.3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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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橋梁承載力分析
本公路橋梁以 HS20-44 貨車加計
30%之超載為活載重，分別就彎矩與剪
力控制斷面計算大梁承載力評估係數
RF 值，依據美國 AASHTO 手冊，考量
本橋為高交通量及執行超載限制，活載
重之載重因數取 1.45，車道數為雙車道
故不折減載重因數，經現場目視檢測橋
面鋪面稍有磨損，但仍符合設計需求，
因此衝擊係數 I 取 0.1。結構型式為簡支
橋，定期辦理仔細檢查與嚴格執行維
修，為保守計，強度折減因數取為 0.7。
控制斷面之靜載重(D)與活載重(L)效
應，以及標稱強度(Rn)詳見表 10，依據
式(1)計算所得外梁及內梁之承載力評
估係數值(RF)均大於 1，顯示本橋承載
力仍符合需求。

第一模態

第二模態

第三模態
圖 31 試驗 3 號橋數值分析之振動模態

表 10 試驗 3 號橋承載力評估
外 梁

內 梁

斷面力

彎矩(tf-m)

剪力(tf)

彎矩(tf-m)

剪力(tf)

控制位置

梁中點

梁端點

梁中點

梁端點

D

391

43.7

383

42.7

L

189

30.4

212

33.5

Rn

1228

447

1162

418.6

RF

1.30

5.38

1.05

4.53

七、結論
本研究之三座試驗橋梁，均為預力
混凝土簡支橋梁。配合各橋梁所處環境
與現況，進行非破壞性檢測與載重試
驗。非破壞性檢測與載重試驗結果回饋
做為有限元素數值分析模型之參數調

校依據。確認數值分析模型之準確性
後，即可用以評估橋梁現有之載重能
力。
根據混凝土反彈錘試驗所估算之
混凝土抗壓強度，參考混凝土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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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公式計算混凝土彈性模數，所建
立之有限元素數值模型之分析結果，試
驗 1 號與 2 號橋之撓度分析值均大於實
驗量測值，為降低分析變位值，故以混
凝土抗壓強度 1.3 倍估算彈性模數作分
析。然而，對於試驗 3 號橋，經混凝土
孔洞修補後之大梁，混凝土反彈錘試驗
結果所估算之抗壓強度遠大於設計
值，其撓度分析結果反而小於實驗量測
值，推估大梁補修影響混凝土反彈錘試
驗之準確性，因此改以混凝土設計抗壓
強度為估算基準。綜合三座橋梁有限元
素分析模型之調校結果，歸納得：若以
混凝土檢測抗壓強度之 1.3 倍估算彈性
模數，撓度分析值與實驗量測值有相當
良好之擬合。
再者，試驗 1 號橋與 3 號橋之現地
微振量測所得之結構自然振動頻率與
模態，若以載重試驗撓度擬合最佳之數
值模型進行模態分析，其第一模態頻率

與微振量測之振動頻率最為吻合，其餘
較高模態分析值均高於實驗值，由於第
一模態為結構動力反應最重要模態，因
此數值分析結果尚屬合理。藉由結構自
然振動頻率之比對，除瞭解橋梁動態反
應特性外，可再確認數值分析模型之合
理性與準確性。
最後，依據現地檢測結果以及調校
後之數值分析模型評估橋梁上部結構
承載能力，屬於公路橋梁之試驗 1 號橋
與 3 號橋，採用美國 AASHTO 制定之
橋梁承載力評估公式，即 RF 值；屬於
鐵路橋梁 之試驗 2 號橋則採用美國
AREMA 訂定之橋梁承載力評估公式，
包含標準係數 LFN 及最大係數 LFM，
經分別評估大梁彎矩與剪力之承載能
力，三座橋梁彎矩與剪力之承載能力係
數均大於 1，且剪力承載係數均大於彎
矩承載係數，顯示三座橋梁目前承載能
力仍符合活載重使用需求。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
範」，台北，2018 年。
2. Mangat, P. S. and Molley, B. T.
(1995),
"Chloride
Binding in
Concrete Containing PFA, GBS or
Silica Fume under Sea Water
Exposure," Magazine of Concrete
Research, Vol. 47, No. 171, pp.
129-141.
3. Flori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entral Structures Office, (2003),

"Test and Assessment of NDT
Methods for Post-Tensioning Systems
in Segmental Balanced Cantilever
Concrete Bridges," State of Flori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4. Highway Agency, (1999), SETRA,
TRL,
LCPC,
Post-Tensioned
Concrete Bridges, Thomas Telford
Publishing, London.
5. Highway Agency, (1999), SETRA,
TRL,
LCPC,
Post-Tensioned

88

(1976), “Structural System Parameter
Estimation by Two-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Division,
ASCE, 102(15), pp. 883-899.
12. AASHTO,
(1989)
“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Strength Evaluation
of Existing Steel and Concrete
Bridge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Washington, D.C., U.S.A.
13. AREMA, (2016) “Manual for
Railway Engineering.”
American
Railway
Engineering
and
Maintenance-of-Way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U.S.A.
14. 鉄道総合技術研究所，「鉄道構造
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丸善株
式會社，東京，2004 年。
15. 交通部，「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台北，2015 年。
16. 交通部，「鐵路橋梁設計規範」，
台北 2004 年。

Concrete Bridges, Thomas Telford
Publishing, London.
6. 王仲宇主編，「橋梁檢測方法與應
用」，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科
技圖書公司，2010 年。
7. Ryan, T.W., et al., (2006), Bridge
inspector’s reference manual. Report
No. FHWA NHI, pp. 03-001.
8. Huston, D., et al., (2000), GIMA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system for
monitoring concrete bridge decks.
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
43(2-4): p. 139-146.
9. Cole, H.A., Jr. (1973), On-line
Failure Detection and Damping
Measurement of Aerospace Structures
by Random Decrement Signatures,
NASA Report CR-2205.
10. Ulrych, T.J. and Bishop, T.N. (1975),
“Maximum
Entropy
Spectral
Analysis
and
Autoregressive
Decomposition,”
Reviews
of
Geophysics, Vol. 12, pp. 183-200.
11. Gersch, W., Liu, R. and Taoka, G.T.

89

「港灣季刊」徵稿簡訊
1. 本刊為提供國內港灣工程界同仁交換工作經驗與心得之園地，歡
迎工程、學術界之同仁提供港灣工程相關之工程動態、實務、工
程新聞、技術新知、地工技術、工程材料、營運規劃及其他有關
之工程簡介或推動中之計畫等的報告、論著或譯述。
2. 投稿者應保證所投稿件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如有違反，願就
侵害他人著作權情勢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對中華民國（代表機關：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因此肇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3. 來稿經本刊接受刊登後，作者應附具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非專
屬授權予本刊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瀏覽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
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4. 作者應保證稿件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前項授權，且授權著作
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5. 稿件每篇以八頁（含圖）
（4000~5000 字）以內為原則，稿酬從優；
請附磁片或 E-mail，並請加註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含鄰、里）。
6. 本刊每年刊行 3 期，分別於 2 月、6 月、10 月出版。如蒙惠稿請
於每期出版前 30 日寄交本刊。
7. 聯絡電話：(04)2658-7150 周于楨
傳真電話：(04)2656-4189
E-mail：chou@mail.ihmt.gov.tw
8. 歡迎賜稿，來稿請寄：
43542 臺中市梧棲區中橫十路 2 號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港灣季刊」編輯委員會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