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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邊坡飽和土層即時監測系統研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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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以物聯網常用之軟硬體，採用廣為
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及醫療器材之微
機 電 系 統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感測器，客製化具無線
網路通訊功能且可監測地表傾角、土壤
濕度、孔隙水壓、雨量特徵等功能之監
測模組，於數個邊坡反應靈敏之處佈設，
形成分佈式表層土層反應感測網路。由
於此類電子產品大量生產因此可大幅降
低成本，且監測點位選定與分佈式監測
感測模組反應詮釋一併考量，監測之結
果亦可回饋解析與數值分析模式，此流
程將可做為開發快速佈設且具依時特性
之公路邊坡破壞預警技術之骨幹。
本研究針對之破壞類型為破壞面位
於飽和土層之飽和層滑動，研究包括進
行考慮水力力學耦合之土層邊坡穩定分
析及無線監測模組開發，藉由解析與數
值法為基礎之水力力學耦合分析，建立
場址具依時特性之地表運動量(位移與
傾角)及表層土壤水力反應，結合研發之
雲端即時無線監測模組，即時監測土層
力學與水力反應，修正水力力學耦合分
析成果，並依修正結果推估滑動發生時
間及滑動土體幾何性質，作為依時特性
之場址客製化預警系統。
限於篇幅，本文以無線監測模組研
發及現地資料整理為主軸，相關解析法
細節及預警值建立仍處於發展階段，階
段成果可參考運研所歷年報告及港灣季
刊[2,3,5,6]。

摘要
公路土壤邊坡依破壞機制不同，可
區分為滑動面發生於飽和土層之飽和層
滑動及發生於原非飽和土層之淺層滑動
，本研究以發展飽和層滑動監測與解析
為標的，發展飽和土層水力力學反應無
線雲端監測模組，後續可結合具嚴謹力
學及通用性之解析法邊坡穩定分析，進
行水力力學耦合邊坡滑動數值分析，預
測邊坡依時性反應，做為土層反應無線
監測模組佈設及制定警戒值之依據。所
開發之監測模組以廣為應用於物聯網之
微機電感測系統，結合無線通訊與雲端
儲存顯示技術，整合具無線通訊功能且
可監測現地雨量、地表傾角、土中分層
濕度及孔隙水壓之監測模組，形成分佈
式土層感測網路，作為相關防災作為啟
動之準據。

一、前言
山區道路邊坡崩塌主因為地震與降
雨引致，其中降雨引致之邊坡破壞其發
生頻率與範圍遠較地震引致崩塌為高，
且降雨引致之邊坡破壞具有一定之延時
與前期徵兆，使得此類災害之預警較為
可行且易發揮成效。
本研究與現有公路邊坡預警系統主
要差異為考慮土壤破壞機制不同，目標
為發展以土層水力反應與地表位移或傾
斜為指標之預警模式，研發搭配之邊坡
無線即時雲端監測模組，克服傳統土中
監測安裝費時與設備昂貴之限制，監測

二、飽和層滑動分析與監測
2.1 飽和層邊坡破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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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邊坡穩定的問題中，水為最重
要的觸發因子，降雨入滲會增加土坡的
下滑力，減弱材料特性。傳統無限邊坡
深層滑動分析，以圖 1 所示模型其安全
係數為:
FS 

c'

 sat dcr sin  cos 

式中 ru 

(

 sat   w ru tan  '
…(1)
)
 sat
tan 

hw
為孔隙水壓比，hw 為地下水
dcr

圖 2 飽和層無限邊坡滑動應力狀態
(Anderson and Sitar, 1995)

位上升之總水頭高，包含靜水壓力與滲
流引致之孔隙水壓。不考慮帄行滲流時
( ru  1.0 )，則式(1)可簡化為:
c'
 ' tan  '
…………
FS 

 sat dcr sin  cos   tan 

水文解析，建立孔隙水壓比與降雨特徵
r
之關聯，建立 u 預警值，結合現地水壓
監測及深層無限邊坡水力力學耦合穩定
分析理論，可作為飽和土層依時預警之
架構。

(2)

式中為滑動面土壤浸水單位重。考慮
帄行滲流時，則u 大於 1，造成安全係
數降低直至破壞，其應力變化如圖 2 所
示(Anderson and Sitar, 1995)。

2.2 水力力學耦合數值分析
由於無限邊坡分析僅適用於一維案
例，且無法得到位移分佈、大小與方向
以及時間歷時，不利於監測點決定及位
移量預測，因此須以結合土中入滲與滲
流分析及飽和土層非線性有效應力分析
之數值工具，於進行水力分析時，將孔
隙水壓傳遞給相同網格之土壤進行力學
分析，水力分析之結果將用於更新土壤
之彈性及強度，此程序可近似模擬水力
力學耦合分析。
為進行初始非飽和土層水力力學耦
合分析，本研究以 FLAC 程式中之兩相
流模組(Two-phase Flow Module)進行初
始非飽和到飽和滲流分析，並開啟力學
分析功能，於暫態滲流分析過程中同步
進行力學計算，以有限差分型式進行非
線性大變形模擬，且力學計算中考慮土
壤孔隙水壓力改變對有效應力之影響，
更新土壤彈性參數及強度，模擬初始非
飽和土層邊坡因降雨引致之破壞過程。
但以二維水力力學耦合計算分析飽
和土層破壞有下列侷限：

圖 1 飽和層無限邊坡水力力學耦合穩定
分析圖
整體而言，臨界滑動面土壤孔隙水
壓力對飽和土層土壤無限邊坡穩定具有
重大之影響，因此掌握孔隙水壓變化可
有效推估現地邊坡穩定性並作為依時預
r
警之指標。因 u 為時間之函數，若由量
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或以整體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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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或分析資料，並可發送現地警報
通知孚視人員。
Huang et al. (2012) [7] 以光纖感測
技術進行阿里山公路五彎仔段分層水壓
即時量測，其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期間
之觀測結果如圖 3 所示，分層地下水位
因強降雨顯著增加，其應力路徑隨孔隙
水壓增加而接近土壤有效摩擦角 40°之
無限邊坡破壞包絡線。

無限邊坡中帄行滲流之影響不可忽
略；
2. 現地垂直入滲非為增加孔隙水壓之
唯一因子；
3. 地下水需考慮整體集水區降雨與入
滲特性；
4. 土壤非均質與強度不確定性。
為解決所列限制，本研究提出以長
期水位觀測資料，建立場址地下水位升
降與降雨前土壤狀態及降雨特徵關聯，
搭配非耦合邊坡穩定分析，建立監測水
位與安全係數關係曲線，發展以地下水
位為指標之客製化邊坡依時預警模式。
1.

2.3 飽和層邊坡監測預警
目前國內外所採用之道路邊坡監測
儀器種類繁多，常見之監測儀器可分
為:(1) 土中位移監測，(2) 地表位移監測
，(3) 水壓或地下水位監測，(4) 雨量監
測 ，(5) 土壓監測，(6) 擋土結構監測
等，可依據邊坡之可能破壞模式及風險
性之不同進行分級，對於風險性較低或
較穩定之邊坡，選擇簡易及較經濟之監
測系統加以監測，對於風險性較高或較
不穩定之邊坡，則需選擇較完整之監測
系統[1]。
黃安斌等人[1]認為道路邊坡之安全
監測涉及三個環節：（1）確保安全監測
所得之物理量為合宜之參考物理量
；
（2）妥善進行監測所得物理量之詮釋；
與（3）訂定合宜之預警基準應用於管理
層次。結合參考物理量、物理量之詮釋
及預警基準，道路防災管理方能落實。
依運研所(2011) [1]研究指出，道路邊
坡之監測系統可概分為人工記讀系統以
及自動化系統，自動化系統其組成包括：
(1)感測單元；(2)資料擷取單元；(3)資料
傳輸單元；(4)資料儲存、展現或分析單
元；以及(5)電源供應等五個單元。其中
感測單元感測現地物理量(如位移)或環
境條件(如雨量)之變化，由資料擷取系
統收集、記錄、篩選、判讀並經由資料
傳輸單元送達遠端之資料儲存單元儲存

圖 3 五彎仔現地孔隙水壓監測
與應力路徑圖 (Huang et al., 2012)
現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為無線感測加上控制之功能，其中無線
感測為重要之部分。為充分利用臺灣於
高科技產業之優勢，陳志芳等[2]採用廣
為應用之微機電系統(MEMS)感測器，發
展可監測地表傾角(Tilting)、淺層土壤濕
度(Soil Moisture)以推估土壤基質吸力
(Matric Suction)之監測單元，並以低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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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之無線網路連接，形成分布式無線感
測器網路，由於其可大量生產及具模組
化特性，可大幅降低成本，後續可建立
可拋棄式模組，以利於推廣。

無線土層監測系統之部分包括: (1)微控
制器、(2)無線傳輸模組、(3)時鐘與數據
儲存模組及(4)感測器等。

三、邊坡即時無線監測系統
3.1 模組系統架構
無線土層監測系統係由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Unit, MCU)結合各感測
器以及無線傳輸模組，裝設於待測地點
並透過無線傳輸將各感測器之量測資料
。無線土層監測系統主要組成包括微控
制器、感測原件(sensor)及通訊單元，並
以韌體進行整合，另外還包括附屬之模
組外構及電源系統。本研究採用 Wemos
Lolin32 作為系統之微控制器，搭配各式
感測元件，如觀測入滲速率之土壤分層
含水量計、地表傾角之高精度傾斜儀
(Tiltmeter)、地下水位之壓力式液位計
(Liquid Level Sensor)及區域降水量之雨
量計等，組成客製化監測模組，並以運
用低功耗廣域網(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 LPWAN)技術之 LoRa Radio 建
立感測模組間與接收端通訊，形成區域
監測網路，經由接收端連接 4G 無線網
路，達到遠端監測之功能。
無線土層監測系統包含兩種型態，
分別為客戶端與伺服器端，客戶端監測
模組將量測之現地資訊發送給伺服器端
，透過 4G 無線通訊模組將資訊上傳至
雲端，模組同時備有記憶卡備份現地資
料，達到現地無線即時之自動化監測。
本研究使用之無線傳輸模組、數據
紀錄模組、即時時間模組、感測器以及
微控制器，以可插拔方式配置於客製化
電路板上，以便於維護，並連同電源供
應模組放置於防水耐候之電子盒中，其
下方可連結分佈式土壤水分計。透過客
戶端與伺服器端建構之區域無線網路，
以及感測器擷取之數據，可進行即時邊
坡監測，其系統運作示意圖如圖 4 所示，

圖 4 邊坡無線監測系統架構圖
(張文忠等 2018)
3.1.1 微處理器
微控制器(MCU)，又稱單晶片微電
腦(Single-chip Microcomputer)，是把中
央處理器、記憶體、定時/計數器（timer/
counter）
、各種輸入輸出介面等都整合在
一塊積體電路晶片上的微型電腦。基於
開放原始碼之開發帄台，允許使用者發
展符合特殊需求的模組，整合不同通訊
界面，建構易於輸入/輸出之開發板。
MCU 可將程式邏輯帶入監測架構
中，藉由簡易之迴圈、布林參數可將監
測架構升級為智慧化感測，使用者可自
行設定擷取頻率或寫入特定觸發條件讓
微控制器進行特定動作，作為智慧型無
線感測模組之基礎，MCU 之選擇可基於
接腳數量、省電、系統穩定性與開發程
式撰寫的難易程度進行抉擇，於智慧型
無線模組中可比喻為大腦，進行所有電
子元件之連接、監測數值之取得、傳送
與邏輯判斷等工作，與開源(open-source)
架構 Arduino 相容之 MCU，可透過整合
開 發 環 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進行韌體撰寫。IDE
為一整合文字編譯器(Editor)、編譯器
(Compiler) 、 連 結 器 (Linker) 及 除 錯 器
(Debugger)之軟體，使用與 C 語言和 C++
相仿的程式語言，可與開發電路板透過
電腦以 USB 介面連結，編寫及燒錄韌體

4

以設定執行程序，降低開發門檻，同時
增加監測模組功能客製化的彈性。
坊間開發電路板產品眾多，為符合
無線土層監測系統之需求，本研究採用
Wemos Lolin32 開發板，其搭載 ESP32
晶片，240MHz 雙核微控制器，內建 16
MB 程式設計空間，且多種通訊介面，
最多可與 112 個結點通訊，足以應付多
組模組間數位資料傳輸，另內建 12 支接
腳可做為類比訊號接腳，可滿足現有與
未來擴充監測模組功能需求。

為將感測網路蒐集到之現地數據上
傳至雲端帄台，伺服器端之土層監測模
組搭載 4G 模組(型號: SIM7500SA-H)，
以連結場址資訊與後台人員形成廣域網
路。SIM7500SA-H 近似現今的手持裝置
，具有簡訊、語音發送以及基本通話功
能，且同樣以 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卡作為用戶身分識別，其連網程
序係由微控制器對其下達 AT command
操作。
3.1.3 時鐘、數據儲存及資料擷取模組

3.1.2 無線傳輸模組

為確保監測資料儲存安全以提供後
續數據分析的完整性，模組整合 SD 卡
數據紀錄模組 (Data Logger)以備份監
測資料，當無線傳輸模組因故斷訊時，
仍可藉由 SD 卡備份檔案記錄現地量測
資訊。輸出檔案以純文字檔作紀錄，包
括監測站即時時間、節點編號、土層分
層溫度、含水量、傾斜角度與地下水位
高程，皆可依照所需格式進行編排後輸
出，大幅簡化日後數據處理的流程。
數據紀錄模組與 MCU 之間透過 SPI
進行資料傳遞。此 SD 卡數據紀錄模組
內含一即時時鐘(Real-time clock，RTC)，
晶片為 DS1307，低功耗且提供年、月、
日、時、分、秒資訊，與微控制器透過
I2C 序列傳輸位址與時間資訊。DS1307
內含電源檢測電路並備有外接電池的獨
立輸入端，即使系統斷電能切換至備用
電源以確保時間正常計讀。
由於微控板之 ADC 解析度為 10-bit
，不足以應付本研究之精度需求，故以
外接之 ADC 模組整合感測器，本研究使
用基於 ADS1115 晶片之資料擷取卡，使
用 I2C 介面與微控板通訊，每秒最高可
處理 860 個資料點，解析度達 16-bit，
可符合量測之需求。

無線傳輸模組包括區域網路(Local
Network) 及廣域網路(Global Network)，
本研究以 LoRa 數位無線電形成區域網
路，將監測資料傳遞至現地之伺服器
(Server)或無線閘道(Gateway)，再以廣域
4G 技術將資料上傳至雲端帄台。
本研究以 LoRa 無線傳輸模組作為
伺服器端與客戶端之間互相傳輸資訊之
區域網路模組，LoRa 為 Long Range Low
Consumption 的縮寫，為低功耗廣域網
路 (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 ，
LPWAN)通信技術的一種，在 LPWAN
產生之前，使用者只能在遠距離以及低
功耗兩者之間做取捨，而 LoRa 無線技
術的出現，改變了關於傳輸距離與功耗
的折衷考慮方式，不僅可以實現遠距離
傳輸，並且同時兼具低功耗、低成本的
優點。LoRa 在 ISM 頻段中操作，ISM
頻率的分配和法規要求隨區域而有所不
同。兩個最常見的頻率分別為歐洲採用
的 868 MHz，以及北美的 915 MHz。其
他區域，則有不同的要求。
研 究 採 用 基 於 SEMTECH 公 司
SX1276 射頻晶片的無線模組，工作頻段
介於 900 至 931MHz 之間，可選擇與他
人不同之頻段進行資料傳輸，以減少干
擾，該模組可藉由控制腳位 M0 及 M1
之高低電位變化使其進入省電模式，以
減少無線感測模組之耗電量。

3.1.4 電源供應與管理
由於邊坡滑移多發生於長歷時、高
強度之降雨期間，為使監測系統獨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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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土壤體積含水量、深層土壤溫度、
水位以及模組電壓，游標移至資料點上
即可獲知該監測值及其量測時間，用以
展示即時監測成果，而帄台也提供歷史
資料輸出功能，檔案格式可用 Excel 直
接開啟。

作達到現地長期監控的目的，本研究使
用太陽能控制模組搭配 18650 鋰電池組
，作為土層監測系統之電源系統。以太
陽能電源控制器，搭配 10W 太陽能板。
當日光充足使太陽能板輸入電壓高過鋰
電池組輸入電壓時，將直接對鋰電池組
進行充電，反之則停止充電。土層監測
模組則連接鋰電池電源輸出端，直接由
鋰電池組供電。此外為因應不同模組與
元件對電壓需求不同，模組內建搭配之
直流晶片。
模組使用 18650 鋰電池，額定電壓
3.7V 容量最高達 3400 mAh，為目前市
售能量密度最高之充電式鋰電池，其高
電壓輸出使其易於串接以提供微處理器
之輸入電壓。土層監測模組依照現場系
統空間配置可搭載 6~12 顆鋰電池，高電
容量使監測模組於颱風、梅雨季時仍得
以維持系統運作至少 5 日。
為降低功耗，模組具有以 LoRa 喚
醒之功能，使模組非工作時處於低耗電
之休眠狀態，由具備 4G 模組之伺服端
喚醒對應之 LoRa 模組後再啟動系統運
作，此可大幅降低耗電量，並延伸監測
網路涵蓋範圍。

3.2 土層水文與運動反應感測器
因土壤邊坡滑動本質為土層水文與
力學反應，相關監測應為水文與運動量，
本研究以 3.1 節所述架構，結合適宜之
感測器，開發適用於因降雨造成之土層
邊坡監測且具有即時、無線及自動化特
點之邊坡土層監測模組，所整合之感測
器種類與功能如下:
1. 電 容 式 含 水 份 計 (Capacitance
Moisture Sensor)：量測周圍環境電
容變化，透過感測器內嵌之類比數
位轉換晶片進行數位輸出，間接測
得非飽和土壤之體積含水量或經換
算為飽和度。
2. 傾斜儀：量測單軸向傾斜量變化，
支援比例類比電壓與數位 SPI 輸出，
提供單方向高精度及高靈敏度之傾
斜角量測。
3. 液位計(Liquid Level Transducer)：以
電子薄膜式壓力計，量測開孔豎井
液位，以高精度 ADC 模組與 MCU
連結。
4. 雨量計(Rain Gauge)：用於量測降雨
，本研究採用自記傾斗式雨量計，
以研發之模組紀錄上傳。

3.1.5 雲端伺服帄台
物聯網的興起使各領域累積數據量
急劇攀升，開發商也因應推出各種 IoT
資訊帄台以滿足資料儲存與顯示的需求
。Thingspeaks 為 2010 年 IoBridge 開發，
用以整合物聯網應用之開源帄台，除了
開放程式碼供使用者專案應用外，也開
放定量資料讀寫功能讓使用者免費使用
，並透過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作資料存取、匯出以及視覺化
展示等功能，本研究延續前期成果，以
Thingspeaks 作為現地監測資料之雲端
即時顯示與儲存帄台。
Thingspeaks 雲 端 即 時 顯 示 頁 面
以”Field”依序顯示所收到之資料，現有
系統可顯示測站之節點編號、傾斜角、
淺層土壤體積含水量、淺層土壤溫度、

本研究採用 Catnip Electronics 設計
製作之電容式土壤水份計，具有低成本、
高解析度與高重複性等優勢，並採用 I2C
通訊界面與微控制器與周邊設備整合。
使用之傾斜儀為 Murata Electronics
所生產之高精度傾斜儀 SCA103T，量測
單軸向傾斜量變化，採差分量測
(Differential measurement)原理補償雜訊
及誤差，有效降低一般量測雜訊干擾，
提昇長期穩定性及減低溫度影響。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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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15 度，為提升穩定性及精度，本
模組以 16-bit ADC 模組讀取類比輸出，
以確保解析度至少 0.05 度。

傾到次數，搭配微控制器組成自計式雨
量計。

3.2.1 深層滑動邊坡無線監測模組
深層滑動中孔隙水壓力變化為滑動
預測之最重要指標，孔隙水壓中因入滲
及滲流所造成之超額孔隙水壓為觸發深
層滑動之物理量，其可以開孔式地下水
位代表總水頭，扣除位置水頭後可求得
壓力水頭，本研究開發之深層滑動模組
為在原有模組增加開孔井液位觀測。
深層監測模組以物聯網之架構進行
研發，由微控板(MCU)搭配數位類比擷
取卡(AD board)可連接傳統電子式感測
器，配合 4G 模組(WCDMA)將監測資料
送入雲端，突破常用有線監測之模式，
並允許使用者透過雲端即時查看監測資
料，此監測架構連結各式感測器形成局
部(Local)或全域(Global)監測網路，提供
管理者或工程師由即時監測數據 (real
time monitoring)進行決策。
模組採用國產之沉水式液位計，此
感測計為類比輸出，因此感測模組需整
合 ADC，現有模組以 16-bit 之 ADC 模
組，以確保解析度達 1 cm 以下，室內校
正結果如圖 5 所示，現有模組中使用之
液位計實驗室校正結果顯示其線性度
佳。

圖 5 液位計實體與校正結果
採用之雙傾斗雨量計解析度為 0.2
mm，因解析度較高對降雨量觀測較為敏
銳，對降雨強度較大之降雨所產生之系
統性誤差則經由室內詴驗對記錄器紀錄
值加以修正，其率定結果如圖 6 所示，
室內詴驗室率定利用體積量測儀記錄十
分鐘內通過雨量計之總流量，控制流量
大小可模擬不同的降雨強度，本詴驗最
大十分鐘雨量為 94 mm，大約為 564
mm/hr ， 根 據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建議檢驗範
圍至少達 500 mm/hr，可滿足氣候變遷
下的極端降雨事件。

3.2.2 雲端雨量計
傾斗式雨量儀是由感應器及信號記
錄器組成的自計式雨量儀器，感應器由
承水器、上傾斗、計量及計數傾斗、干
簧開關等構成；記錄器由計數器、控制
線路板等構成。本研究採用標準雙傾斗
式雨量計，搭配微控制器組成自計式雨
量計，其原理為利用傾斗計算降雨量，
雨水經由口徑 200 mm 的承雨口流入傾
斗，到達一定雨量時，傾斗傾倒且同時
帶動磁簧開關並產生脈衝信號(pulse)，
利用微控器讀取高低電位變化計算傾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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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及道路下陷等情形，其中里程
52k+80～240 路段下邊坡於 2010 年莫拉
克颱風期間，發生嚴重崩塌，造成西行
線車道交通中斷，而 2011 年，該路段針
對莫拉克風災緊及補強後，至 2019 年初
該路段仍持續變形中。
根據青山工程顧問公司[4]2018 年於
此處進行之鑽探調查報告，鄰近監測邊
坡之地質狀態可概分為三種: (1)崩積層、
(2) 完整岩層及(3)節理與剪裂帶組成之
破碎帶，道路上下邊坡之崩積層厚度大
多在 10 公尺左右，完整岩層上部多為厚
層砂岩，下部則為頁岩與細粒砂岩所組
成之互層。
參考鄰近之甲仙雨量站統計 2013
年至 2017 年月帄均降雨量資料，此區域
年帄均降雨量為 2925 mm，降雨受到梅
雨季節與夏季颱風影響，多集中於每年
5 至 9 月期間。根據過往降雨記錄，乾
季期間雖有數場連續降雨，但水位無上
升趨勢，顯示該區域之地下水位變動存
在一門檻值，當累積降雨量或降雨延時
超越此值，地下水位才開始變動。

圖 6 雨量計量測值校正成果

四、現地土層水文與變位監測
本研究標的為飽和土層邊坡滑動，
其破壞面發生於飽和土層，現地力學帄
衡因地下水位上升使其孔隙水壓增加導
致土壤強度與勁度降低，帄行滲流使下
滑驅動力增加，引致邊坡滑動。為進行
本研究之系統測詴與現地監測，飽和土
層滑動監測場址須符合下列條件：(1)現
地需具有厚層軟弱土壤；(2)坡角小於土
壤有效摩擦角；(3)地下水位高或入滲速
率快及(4)臨界破壞面為位於飽和土層
之破壞。
飽和土層邊坡破壞雖為臺灣常見之
災害類型，但進行解析法分析需有一定
解析度之地形幾何與詳盡之地質材料參
數資料，此類資料並不見於現有資料庫，
經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同意，選
定台 20 線 52k+150 處為監測場址，並於
雨季前完成監測系統建置。

4.1.2 監測配置
本場址原有編號 ID02 與 ID04 之水
位井為量測位於深層砂岩與破碎帶間之
拘限含水層，本研究另新鑽兩孔深度僅
達崩積層底部之水位孔，以觀測位於崩
積層之自由含水層水壓變化。有鑑於過
往研究皆為利用臨近雨量站之降雨資料
，可能無法反應場址真實降雨情況、土
壤入滲及地下水位變化，故增設雨量計，
監測之降雨量將與臨近雨量站資料進行
比對。此外上下邊坡各裝設分層含水量
探棒及傾角監測，監測地表體積含水量
及傾角變化，監測頻率為每 30 min 一
筆。
本研究於台 20 線 52k+150 處裝設五
組無線監測模組與一組伺服器模組，各
監測站之資訊如表 1，位置配置圖與剖
面示意圖如圖 7 與圖 8 所示，ID 01 測站

4.1 場址介紹與監測配置
4.1.1 場址背景資料
選定之場址位於南化水庫東南方，
道路邊坡朝東北傾斜，此路段長期以來
每逢豪大雨，常會發生邊坡崩塌、路基

8

為雨量計，位於道路下邊坡，經現地探
勘，考量雨量計裝設需求、裝設難易度
及人員通達便利性後，此處為較適宜之
場地；ID02 與 ID04 測站分別位於道路
上下邊坡，其液位計裝設深度皆約 35m，
為量測位於破碎帶與砂岩間的侷限含水
層水位；ID03 與 ID05 測站分別位於道
路下邊坡與上邊坡，為本研究新增孔位，
ID03 與 ID05 測站之液位計深度皆約
11m，量測崩積層之自由含水層水壓；
伺服器端安裝於光照較好處，ID02 與
ID05 測站太陽能板亦安裝於鄰近伺服
器端。

ID
01
02
03

04
05

圖 8 監測剖面示意圖

4.2 監測資料與初步分析
4.2.1 降雨與地下水位
圖 9 為 孔 底 深 度 40 (ID02) 及
60m(ID04)深度之岩層地下水位與 ID1
記錄之降雨變化，ID02 與 ID04 監測值
於乾季為水位較低狀態，偶有降雨，但
降雨量或降雨延時未達其入滲門檻值，
水位並無變化，而梅雨季期間，長延時
降雨使孔內水位升高，且最高水位與最
大降雨強度有延遲。ID02 與 ID04 二者
水位上升趨勢及高度幾乎相同，顯示二
者為同一岩層地下水層。
圖 10 為崩積層地下水位監測紀錄，
ID03 測站位於下邊坡，初期水位為鑽探
施工的殘餘水位，施工完成後即快速消
散，此孔於梅雨季期間，水位僅些微上
升，推測因此孔位於道路下邊破，臨近
坡面可快速排水，導致崩積層內水位難
以蓄積；ID05 測站位於道路上邊坡，初
期亦有殘餘水位，施工完成後即快速消
散，而此孔於梅雨季期間水位迅速上升，
且需一定時間消散，顯示上邊坡之崩積
層內有自由地下水層且易蓄水，可能發
生因地下水位上升，孔隙水壓增加使土
壤強度降低，導致邊坡滑動。

表 1 台 20 線 52k 測站配置
配置
水位孔
水位孔頂
深度(m) 高程 (m)
雨量計
無
無
液位計
40 m
292m
液位計、
含水量計
11 m
281m
、傾斜儀
液位計
60 m
286m
液位計、
含水量計
11 m
292m
、傾斜儀

圖 7 監測儀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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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表體積含水量與傾斜儀
圖 11 為 ID03 與 ID05 測站含水量監
測結果，分層水份感測器對降雨事件反
應敏感，在降雨事件後體積含水量逐步
降低，顯示感測器具有重複性，適於長
期監測。圖 12 為地表傾斜儀監測結果
，顯示於此段觀測期間上邊坡 ID05 有約
1 度之變化，此與道路旁石籠輕微外推
現象吻合，顯示表層有輕微變位；下邊
坡 ID03 其傾角於 2018/08/23 起之降雨事
件中累積傾角達到 2 度以上，代表下邊
坡有顯著變位，經檢視現場鄰近擋土牆
底部有縫隙產生，道路下邊坡土層有明
顯變位與破壞跡象，此與現地表徵吻合。
相關成果顯示監測模組可有效量測表層
土壤水文與變位反應。
圖 9 岩層地下水位監測成果

圖 11 表層體積含水量監測成果

4.3 監測資料應用
現有監測成果初步運用為以統計方
式建立降雨特徵與崩積層水位上升關聯
性，以作為後續地下水位依時預測之基
礎。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定義降

圖 10 崩積層地下水位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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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延時 6 小時以內為短延時降雨，6 小
時以上為長延時降雨。

上升高度，累積雨量越多，上升高度越
高，以此可推估崩積層降雨後水位上升
高度。

圖 12 地表傾斜監測成果
圖 14 崩積層雨量門檻延時與累積雨量
關係圖

為進行降雨特徵與水位上升統計分
析各項參數定義示意如圖 13 所示，定義
開始降雨至地下水位開始變動間的累積
雨量為產生地下水位上升之降雨門檻，
其時間差為雨量門檻延時，地下水位上
升速率為水位上升高度除以由水位開始
上升至最高水位時間差，最高水位累積
雨量指開始降雨到最高水位之間的累積
雨量，將主要降雨事件相關數據整理可
進行統計分析。

圖 15 崩積層累積雨量與地下水位上升
高度關係圖
雨季水位上升速率與土層體積含水
量有關，因非飽和滲透係數小與飽和滲
透係數，土壤越接近飽和時，水力傳導
越快，地表土層含水量越高，降雨越容
易補充地下水層，水位越容易升高。圖
16 為地下水位上升速率與體積含水量
之關係，結果成高度正相關，驗證地表
的體積含水量對地下水位上升速率有極
大的影響，含水量越高自由含水層地下
水位上升速率越快。

圖 13 降雨特徵參數定義示意圖
監測初期尚處於乾季，崩積層水位
於短延時降雨達 60 mm 時水位開始上升
，隨著降雨延時增長，觸發地下水位開
始上升之所需累積雨量減少，且延時越
長所需累積雨量越少，如圖 14 所示，可
由此特性推估降雨開始後水位開始上升
時間。圖 15 顯示累積雨量影響地下水位
11

4.

，崩積層水位上升門檻雨量於短延
時降雨需達 60 mm，隨著降雨延時
增長，觸發地下水位開始上升之所
需累積雨量減少，且延時越長所需
累積雨量越少；累積雨量越多，上
升高度越高。
監測結果顯示，地表的體積含水量
對崩積層地下水位上升速率有極大
的影響，表層含水量越高地下水位
上升速率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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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地下水位上升速率與體積含水量
關係圖

五、結論
本研究以發展飽和土層水力力學反
應無線雲端監測模組，監測土層水文及
運動量，後續可結合具嚴謹力學及通用
性之水力力學耦合邊坡穩定分析，預測
邊坡依時性反應，作為相關防災作為啟
動之準據。研究提出以長期水位觀測資
料，建立場址地下水位升降與降雨前土
壤狀態及降雨特徵關聯。
本文介紹土層反應無線監測模組研
發、現地測詴及初步資料應用，主要成
果彙整如下:
1. 現有以 IoT 架構為主之雲端無線監
測模組已可連結應用於物聯網之微
機電感測及傳統感測器，結合無線
通訊與雲端儲存顯示技術，可即時
監測現地雨量、地表傾角、土中分
層濕度及孔隙水壓之監測模組，形
成分佈式土層感測網路。
2. 由台 20 線 52k+150 處長期連續監測
成果顯示，量測值與現地破壞表徵
吻合，相關成果顯示監測模組可有
效量測表層土壤水文與變位反應。
3. 地下水位與降雨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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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基樁單樁淘刷之探討
衛紀淮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一、 基樁淘刷過程機制
1.1 淘刷水動力過程

在海洋環境中放置一個結構物，勢
必造成流場的改變，流場局部加速度及
紊流的產生，也提升了泥沙傳輸的淺
能，所以更多的泥沙受到抬升後被水流
帶走，這種局部侵蝕的現象稱為淘刷，
因為結構物需要底床泥沙去平衡基樁載
重，固其對於結構之穩定性影響甚鉅。
現今對於淘刷的文獻中，探討的幾乎
都是相對細基樁之淘刷，其物理機制主要
是因為水流經過基樁，由於黏滯力的作
用，在靠近基樁表面的流體會出現邊界層
而產生分離，因此產生渦流，而渦流則是
造成淘刷之主因(Sumer,2002)。但在相對粗
大之基樁，水流方離的效應不明顯，相對
地，其造成波場的折射跟繞射現象效應才
是造成淘刷的原因，而粗基樁造成的淘刷
程度相比細樁來說小很多(Haddorp,2005)。
在設計離岸風電基樁的實際案例
中，除了考量一般季風條件下之最大平衡
淘刷深度以外，還須考慮極端氣候狀態下
之平衡淘刷深度，在一般季風條件下，其
物理現象大都接近於粗樁，但是在極端氣
候，本研究考慮各迴歸週期之極端颱風條
件下，由於海氣象條件的改變，其物理現
象則接近於細樁，而極端颱風下之波浪尖
銳度，有可能超過極限而產生碎波，碎波
對於淘刷深度之影響有加成之效果，可能
造成嚴重之淘刷進而影響結構物之安全
(Sumer and Fredsøe,2001)。
本研究使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臺
中港長期之波流觀測資料(邱永芳、蔡立
宏、廖慶堂等，2017)，配合離岸風電基
樁實際設計條件(台灣電力公司，2015)，
推算基樁單樁之淘刷深度，以供未來相
關港灣工程參考。

當放置一個結構物於海洋中，波流
場皆受到影響，原來之流線受到擠壓而
造成水粒子加速，產生明顯之壓力差，
而根據不同的結構物形狀，可能產生紊
流或是波浪之反射現象。
1. 流體流經細樁與粗樁:
而根據管徑的大小以及不同之物理
機制，又可細分為細樁與粗樁，若流體
經過細樁，則由於邊界層之產生，造成
流體分離，並在尾流產生渦流之現象，
此渦流為細樁產生淘刷之主因。而在粗
樁中，相對於細樁，其對於流場之“抵抗”
更大，流體之反射與繞射現象產生，而
造成的水流速度的增加，為淘刷之主因。
那多細稱為細樁?而多粗才足夠稱
為粗樁呢?以下針對兩種不同的分類，以
及其造成淘刷之物理機制再做更細部的
探討。
2. 流體分離現象:
如圖 1，對於 KC 值(Keulegan-Carp
enter number)大於 O(1)或是雷諾數 Re>
5 時，流體經過基樁圓柱會產生分離現
象(Sumer and Fredsøe,2002)，其主要原
因為流體碰到圓柱而往不同方向運動所
造成。
而 KC 值為一跟波流運動以及雷諾
數有關之參數。在探討離岸風電基樁受
淘刷之影響時，波跟流常常同時發生，
因此 KC 值的尺度大小為一重要之考慮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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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流體分離現象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圖 3 馬蹄型渦流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3. 尾流渦流:
流體分離後，根據擾動的情況大致
可分為四種情況(如下圖 2)，而同樣地，
有明顯尾流渦流情況發生在 KC 值大於
O(1)或是 Re>5 時，而如果尾流渦流產
生，其將會攜帶大量的能量，因此具有
地形動力過程(淘刷)之影響能力。

5. 反射和繞射現象:
如圖 4，波浪遇到結構物會反射和
繞射，但只限於粗樁中，Hoffmans 和 V
erheij(1997)定義基樁直徑與波浪波長之
比值 D/L 大於 0.1 之粗樁中才會有此現
象，而 Sumer 和 Fredsøe(2002)則定義 D
/L 大於 0.2 才會有此現象。

圖 2 尾流渦流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4. 馬蹄型渦流:
類似於尾流渦流之原理，在邊界層
中不均勻之速度分布，將造成流體的轉
動效應，而其於基樁圓柱前翻轉的形狀
像個馬蹄，故得此名。如圖 3，其是由
於上下壓力差所造成，馬蹄型渦流為一
垂直向之渦流。而在 KC 值小於 O(6)之
情況，馬蹄型渦流效應不明顯。

圖 4 反射繞射現象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6. 不同流體機制分類:
如圖 5~圖 8，Haddorp, R. (2005)
根據描述不同現象及造成淘刷的物理機
制，可大致分成三大類:
其中 KC 值大於 O(6)為細樁(slender
piles)、KC 值小於 O(1)為粗樁(large pi
les)，而 KC 值介於 O(1)與 O(6)間稱為介
於粗樁與細樁之間的中間樁(intermedidi
ate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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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粗樁淘刷物理機制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圖 5 不同 KC 值分類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而 KC 值之定義如下:
Um T 2πa
πH
KC=
≈
=
D
D
Dsinh(kh)
其中:
um :最大自由流速[m/s]
T:波浪週期[s]
D:基樁圓柱直徑[m]
a:自由移動高度[m]
h:水深[m]
H:波高[m]
其分別之物理機制如下圖:

圖 8 介於粗細樁之間淘刷物理機制示意
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這些分類標準主要參考 Sumer 和
Fredsøe(2002)所定義之標準，在不同的
文獻中，分類的標準上有一些區別，其
中 Sumer 和 Fredsøe(2002)反繞射現象
定義在 D/L>0.2 的標準，與 Hoffmans
和 Verheij(1997)所定義 D/L>0.1 不同。
文獻上對於細樁的淘刷過程及了解
也是最多的，而介於粗與細之間的樁了
解最少，因為其需一併考慮反繞射現象
以及渦流的物理機制。
7. 碎波:
淘刷中另外一個影響的因子是碎
波，因為碎波的發生，會瞬間增加奏造
物周圍淘刷的潛勢；而波浪產生碎波時
是達到最大的波浪尖銳度(H/L)max。在
深水區(h/L>0.5)或中間水深區(0.5>h/L>
0.05)中，依據 Miche(1951)所定義最大的
波浪尖銳度為:

圖 6 細樁淘刷物理機制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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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max =1/7〃tanh(kh)
其中:
H:波高[m]
L:波長[m]
k:波數[-]
h:水深[m]
圖 9 重力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1.2 淘刷地形動力過程
基樁圓柱淘刷探討的對象主要都是
非黏性砂，黏性砂有更好的淘刷防護力，
因為其黏性力能有效減緩淘刷過程；但
在實際應用中，非黏性砂之底床為較普
遍存在並且討論研究的。
而淘刷的地形動力過程，追溯到個
別沙粒之受力情形，之後探討底床剪應
力及其伴隨淘刷之產生。
1. 作用在個別顆粒之力:
沙粒的運動可以受力達到平衡狀態
時來描述，因此了解個別沙粒之受力，
有助於之後探討淘刷之過程。
傾向讓沙粒固定於原處的力稱為抗
力，傾向讓沙粒運動的力稱為動力，在
靜力學分析中，唯一的抗力是重力，而
動力則是阻力、升力以及慣性力。
2. 重力:
如圖 9，位於液體中之沙粒重力其
體積乘上沙粒原先之密度並扣掉流體密
度，因此重力之表示式為:

3. 阻力:
如圖 10，流體通過沙粒，由於分壓
之產生，而形成一阻力，阻力可表示為:
1
FD = CD ρu2b AD
2
其中:
FD :阻力[N]
CD :阻力係數[-]
ρ:流體密度[kg/m3 ]
ub :接近底床之流體速度[m/s]
AD :沙粒接觸表面積[m2 ]

FG =(ρs -ρ)gV

圖 10 阻力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其中:

4. 升力:
如圖 11，升力的造成主要是因為沙
粒上方的壓力較小，有一往上的力，可
表示為:
1
FL = CL ρu2b AL
2
其中:

FG :重力[N]
ρS :沙粒密度[kg/m3 ]
ρ:流體密度[kg/m3 ]
g:重力加速度[m/s2 ]
V: 沙粒體積[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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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來描述，提出 Critical Shields Parame
ter 而其為顆粒雷諾數 Re*之經驗函數:
σC
u2
ΨC =
= *c =f(Re* )
ρS -ρW gd △gd

FL :升力[N]
CL :升力係數[-]
𝜌:流體密度[kg/m3 ]
ub :接近底床之流體速度[m/s]
AL :沙粒接觸表面積[m2 ]

其中:
ΨC : Shields parameter[-]
τC :臨界剪應力[N/m2 ]
u*c : 臨界剪速度[s/m]
ρS :沙粒密度[kg/m3 ]
ρw :流體密度[kg/m3 ]
g:重力加速度[m/s2 ]
△:相對密度[-]
Re* :沙粒雷諾數[-]
分母的正向力可表示為重力作用在
顆粒上，如下式及圖 12
3
Fg ρS -ρW gV ρS -ρW gd
ςN = 2 =
≈
d
d2
d2
= ρS -ρW gd

圖 11 升力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5. 慣性力:
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加速度的
物體會傳遞慣性力，因此，加速度水粒
子會施加慣性力於沙粒上，Morison(195
0)提出一條式子計算阻力與慣性力:
1
Du
F=FD +Fi = CD ρA ub ub +CM ρV
2
Dv
其中:
F:作用於沙粒單位面積之力[N/m2 ]
FD : 單位面積阻力[N/m2 ]
Fi : 單位面積慣性力[N/m2 ]
CD :阻力係數[-]
CM :形狀係數[-]
ρ:流體密度[kg/m3 ]

圖 12 正向力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而分子表示為阻力加升力的合，如
果以圓形顆粒計算的話，阻力係數大約
是 1，阻力加升力合成之新的阻力細數
則為 1/2。在這情況下的底床剪應力 Sw
art(1976)可與波浪摩擦係數表示為:
1
σw = fw ρu2
2

6. 底床剪應力:
最常描述沙粒運動的參數是使用
Shields parameter。Shields(1936)認為沙
粒運動可以用臨界剪應力跟正向力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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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exp -5.977+5.21
if

ks
>1.4
a

fw =0.32 if

ks
a

-0.194

線的變化造成局部的水流加速作用；但
波浪對細樁的影響則是不大。
細樁的淘刷已被廣泛的研究與討
論，但是完全描述其水流與泥沙的傳輸
理論或是數值方法並不存在，前主要參
考 Sumer 和 Fredsøe(2002)做實驗求出
的經驗公式。

ks
≤1.47
a

其中:
τw :波浪造成之剪應力[N/m2 ]
fw :波浪摩擦係數[-]
ρ: 流體密度[kg/m3 ]
um :最大自由流速[m/s]
ks /a: 相對粗糙高度[-]
a:自由移動高度[m]
ks :底床粗糙度[m]

2.1 平衡淘刷深度
淘刷深度主要是跟 KC 值及基樁管
徑有關，而平衡淘刷深度為達平衡時的
最大淘刷深度，常被用來作為基樁圓柱
設計使用，被廣泛運用的是由 Sumer 和
Fredsøe(2002)實驗求出的經驗公式如
下:
S
=1.3[1-exp -A(KC-B) ]
D

而 Shields(1936)提出的 Shields par
ameter 是在穩定流場的狀況之下，並沒
有考慮慣性力，圖 13 是 Shields(1936)
以及 Sleath(1978)提出的修正版本， Sle
ath 的版本是考慮沙粒在波浪之條件
下，因此較適合用在離岸風機基樁之淘
刷研究中。

其中
A=0.03+0.75Ucw 2.6
B=6exp(-4.7Ucw )
Ucw =U

Uc
m +Uc

其中:
Ucw :流與波浪之相對流速[-]
Uc :中間水深之流速[m/s]
Um :底床之自由流速[m/s]
另外此條式子是同時考慮波浪海流
的情形，若是在一穩定橫流狀況下，則
KC 趨近無限大，那麼平衡淘刷深度就
是 1.3 倍的基樁管徑。圖 14 為實驗室之
統計資料:

圖 13 Shields parameter 圖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二、細樁之淘刷
這邊細樁如前述定義為 KC<9,D/L<
0.1 之基樁圓柱，細樁主要受到尾流渦流
及馬蹄形渦流的影響而造成淘刷，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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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時間尺度，也是淘刷深度對
時間圖中(如圖 15)，時間等於零時之切
線斜率，其物理意義也代表著，特定的
淘刷條件，維持時間需大於時間尺度，
才有機會達到平衡淘刷深度，否則之後
可能會有回填效應而無法一次到達平衡
淘刷深度。

圖 14 細樁之平衡淘刷深度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另外 Breusers et al.(1977)則建議平
衡淘刷深度應為 1.5 倍的基樁管徑。
2.1 時間尺度
Summer 和 Fredsøe et. al.(1992)建
議一個評估時間尺度的公式如下:
D2

Ts =
g

ρs
ρ

-1 d350

圖 15 平衡淘刷濃度時序圖

T*
1/2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9.)
2.1.1 淘刷範圍

KC 3
T =10
在波浪條件下
Θ
1 ς -2.2
T* =
Θ
在穩流條件下
2000 D
*

淘刷的影響範圍，在穩定流的條件
下，淘刷範圍可達到 5 倍的基樁圓柱直
徑(Whitehouse,1998)，因此 Whitehouse
建議淘刷的保護工程，至少要大於 5 倍
基樁圓柱直徑的範圍；而 Sumer 和 Fre
dsøe(2002)則跟據 Melville 和 Coleman
(2002)之建議，淘刷的保護工程只須 2
倍基樁圓柱直徑的範圍；但由於淘刷範
圍有高度不確定性，Halfschepel(2001)
和 Zaaijer(2004)則建議淘刷的保護工程
應到 7 倍基樁圓柱直徑。

-6

其中:
Ts :淘刷時間尺度[s]
T* :無因次淘刷時間尺度[-]
D:基樁圓柱直徑[m]
g:重力加速度[m/s2 ]
ρs :沙粒密度[kg/m3 ]
ρ: 流體密度[kg/m3 ]
d50 :沙粒中值粒徑[m]
Θ:Shields parameter[-]
σ:邊界層厚度[m]

2.1.2 碎波的影響
在碎波的發生的條件下，水粒子的
運動速上升，因此在碎波時的淘刷程度
遠大於沒有碎波發生時。Bijker 和 Bru
yn(1988)認為實驗室無法重現碎波時的
條件，因為不可能在實驗室用一個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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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床粗糙度，同時泥沙粒沒有辦法隨
著尺度有效地變小，所以實驗室的底床
粗糙度遠比實際現場來的大，而實驗淘
刷在碎波的結果也比現場量測到的小。
關於碎波條件下的淘刷研究，幾乎
沒甚麼文獻可以參考，而 Bijker(1988)
認為碎波條件下的平衡 S/D 最大可以達
到 3。

表 1 基樁區域之水深、週期、波高、波
長資料
條件

水深 h

週期 T

波高 H

波長 L

冬季

40

7

2.23

76

夏季

40

6

0.92

56

如表 2，計算出來之冬季的 KC 值
為 0.17，夏季的 KC 值為 0.02，皆小於
O(1)，就算使用 20 公尺水深計算，冬
季、夏季的 KC 值分別為 0.93、0.21，
還是小於 O(1)，因此在平常的冬季、夏
季中，其淘刷機制都屬於粗樁的範疇，
若以 30%考量的話，最大平衡淘刷深度
最多在 0.9 公尺以內如圖 16。

三、粗樁之淘刷
根據前述定義，KC 值<O(1)則定義
為粗樁，粗樁淘刷的主要機制被認為是
由於波浪的反射跟繞射，但不幸的是，
粗樁的淘刷到目前為止，其量化之研究
還未完全，並沒有一個廣泛使用之式子
存在，更不用說介於粗樁跟細樁之間的
淘刷研究了。

表 2 基樁區域冬夏季 KC 值
條件
KC 值

3.1 平衡淘刷深度

冬季
(20m)
0.93

夏季
(20m)
0.21

冬季
(40m)
0.17

夏季
(40m)
0.02

Rance(1980)認為，在波浪的衝擊
下，粗樁之平衡淘刷深度小於 6%基樁圓
柱直徑，若加上流的影響，平衡淘刷深
度應小於 10%。而這個預測，也被廣泛
同意用在粗樁上，但在離岸風電基樁設
計上，則使用 3%至 30%樁圓柱直徑，
因為離岸風機葉片的轉動，可能造成基
樁微小的位移而底床鬆動之現象。
圖 16 一般條件下之冬夏季之平衡淘刷

3.2 平常氣候條件下平衡淘刷深度

深度

以目前規劃好之條件，基樁直徑取
3 公尺，水深取 40 公尺及 20 公尺，d50 取
0.2 毫公尺，而基樁附近之波浪、海流條
件，則參考港研中心實測資料，冬季歷
年平均波高 2.23 公尺、週期 7 秒、波長
使用分散關係式算得 76 公尺；夏季歷年
平均波高 0.92 公尺、週期 6 秒、波長使
用分散關係式算得 56 公尺如表 1。

3.3 極端颱風下之平衡淘刷深度
以目前規劃好之條件，基樁直徑取
3 公尺，水深取 40 公尺，d50 取 0.2 毫公
尺，而基樁附近之波浪、海流條件，則
參考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臺灣
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分公司於 201
3 年，
「臺中港南堤路海側提基保護工程
初步設計報告書」中推算之 10、20、25、
50、100、200、250 年迴歸颱風之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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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資料，並使用分散關係式算出波長
如表 3:

同樣使用迴歸颱風條件下去計算，
在水深 20 公尺之條件下，可發現除了 1
0 年迴歸颱風之 KC 值介於粗樁與細樁
之間，20~250 年颱風之 KC 值均大於 O
(6)，也就是在極端氣候的條件下，原來
的粗樁已經變成細樁條件了，而就可以
使用 Sumer 之公式估算其淘刷深度如表
5，10 年迴歸颱風平衡淘刷深度以 3.9
公尺估算，20~250 年颱風依照公式計算
呈現如圖 18。

表 3 基樁區域極端颱風氣候下，推算之
水深、週期、波高、波長資料
水深
事件
h(公尺)
10 年颱風
40
20 年颱風
40
25 年颱風
40
50 年颱風
40
100 年颱風
40
200 年颱風
40
250 年颱風
40

週期
T(秒)
9.9
10.6
10.8
11.3
11.8
12.2
12.3

波高
波長
H(公尺) L(公分)
5.6
143
6.4
160
6.6
165
7.3
177
7.9
189
8.5
198
8.6
200

表 5 基樁 20 公尺水深區域極端颱風氣候
下計算之 KC、S/D

當使用迴歸颱風條件下去算如 表
4，可以明顯發現 KC 值變大了，也不屬
於原來的粗樁條件，在水深 40 公尺之條
件下，各週期颱風條件下算出的 KC 值
介於 2.08~5.58 之間，屬於介於粗樁與細
樁之間的範疇，而這也是淘刷研究最缺
乏之部分，但若以粗樁最多 30%基樁直
徑及細樁 1.3 倍之基樁直徑來計算的
話，平衡淘刷深度約介於 0.9 公尺及 3.
9 公尺之間如圖 17。

條件
(20m
水深)

10 年 20 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250 年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KC 值

5.89

7.72

8.25

9.91 11.57 13.13 13.43

S/D

---

0.21

0.22

0.26

0.31

0.35

0.35

表 4 基樁 40 公尺水深區域極端颱風氣候
下計算之 KC 值
條件
10 年 20 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250 年
(40m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水深)
KC
2.08 2.91 3.16 3.93 4.71 5.43 5.58
值

圖 18 極端颱風條件下之平衡淘刷深度
(20 公尺水深)

3.4.3 不同深度在極端颱風條件下之
平衡淘刷深度
基樁直徑取 3 公尺，用迴歸颱風條
件下去計算如表 6，在水深 30 公尺之條
件下，10~50 年颱風條件下之 KC 值小
於 O(1)，若以粗樁最多 30%基樁直徑來
計算的話，平衡淘刷深度約介於 0.9 公
尺之間，而 100~250 年颱風條件下之 K
C 值大於 O(6)，使用 Sumer 之平衡淘刷
深度公式算出來約 0.21~0.24 倍基樁圓

圖 17 極端颱風條件下之平衡淘刷深度
(40 公尺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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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直徑，也就是 0.63~0.72 公尺的淘刷深
度如圖 19。
表 6 基樁 10 公尺水深區域極端颱風氣候
下計算之 H/L、KC、S/D
條件
(10m
水深)

10年 20年 25年 50年 100年 200年 250年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颱風

H/L

0.039 0.040 0.040 0.041 0.042 0.043 0.043

圖 20 所有條件下之 KC 值與平衡淘刷
深度

(H/L)max 0.059 0.053 0.052 0.049 0.046 0.044 0.043
KC 值
S/D

四、結論

12.93 16.64 17.72 21.09 24.43 27.58 28.20
0.32 0.42 0.44 0.52

0.59

0.65

0.66

離岸風電潛力場址位於彰化縣彰濱
工業區鹿港區西方，離岸最近距離約 5.
8 公里，其北面迎盛行風之邊界長度約
15.22 公里；東、西側邊界長度分別約
為 7.36 公里與 10.52 公里；南側邊界因
鄰接福海示範風場及第 27 號潛力場址
共區分為 4 段，總長度約 16.50 公里。
風場面積約為 118.62 平方公里，整體形
狀略呈以東-西為長向之狹長梯形範
圍。除了 26 號風場全區範圍內除東側
略呈與風場東界平行的狹長帶狀水域水
深約為 20 公尺外，其餘大部分海域地
形水深均在 34 公尺~49 公尺間，其中
尤以水深 40 公尺~49 公尺間約佔 3 分
之 2 以上海域面積。離岸風機機樁採水
下套筒式，其水下套筒式基礎結構各有
4 根樁徑約 3m 樁柱，底床泥沙的中值
粒徑d50 介於 0.009~0.389mm 之間。
本研究以現場實際資料作分析，分
成一般波浪條件、颱風條件以及不同迴
歸週期之颱風波浪條件，並計算出各種
狀況其平衡淘刷深度，以作為未來設計
維護工程之參考依據。另外以不同直
徑、水深條件做分析，以淘刷分析的角
度出發，考量未來選址或設計之參考依
據。

圖 19 極端颱風條件下之平衡淘刷深度
(10 公尺水深)
把上述所有計算與估算之條件，以
KC 值與平衡淘刷深度作圖如圖 20，可
以發現雖然公式計算之平衡淘刷深度只
適用於細樁之推估，但也可用來評估在
粗樁、中樁時之設計最大淘刷深度之合
理性，由圖 20 可看出若中樁使用 1.3 倍
基樁圓柱直徑之淘刷深度來設計，則是
過於高估保守，中樁同樣使用粗樁之設
計準則(30%基樁圓柱直徑)已足夠；另一
方面，細樁若是有可能產生碎波之情況
下(最大可達 3 倍基樁圓柱直徑)，單純
使用公式則是過於低估，因此在選址、
設計時，各條件下之 KC 值與預估淘刷
深度應仔細評估，以防過於高估或低估
之情形。

23

參考文獻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our of Foundations, 2002, pp. 749
-763.
13. Miche, M., “ Le pouvoir reflêchissa
nt des ouvrages maritimes exposés à
l’action de la houle”, Ann. Ponts
Chausées, 1951, pp. 285-319.
14. Morison, J. R., O'Brien, M. P., John
son, J. W. and Schaaf, S. A., “The
force exerted by surface waves on p
iles”, 1950.
15. Rance, P. J., “The potential for sco
ur around large objects.” Scour prev
ention techniques around offshore str
uctures, 1980, pp. 41-53.
16. Sumer, B. M., Fredsøe, J. and Chris
tiansen, N., “Scour around vertical p
ile in waves”, Journal of waterway,
port, coastal, and ocean engineerin
g, 118(1), 1992, pp. 15-31.
17. Sumer, B.M., Fredsøe, “Wave Scour
around a Large Vertical Circular C
ylinder”, Journal of Waterway, Port,
Coastal and Ocean Engineering, 20
01.
18. Shields, A., “Application of similarit
y principles and turbulence research
to bed-load movement”, 1936.
19. Sleath, John FA., “Measurements of
bed load in oscillatory flow”, Jour
nal of the waterway, port, coastal a
nd ocean division 104.3, 1978, pp. 2
91-307.
20. Van der Tempel, J., M. B. Zaaijer,
and H. Subroto. “The effects of Sco
ur on the design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Proceedings of MAREC,
2004.
21. Whitehouse, Richard. “Scour at mari
ne structures: A manu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omas Telford, 199
8.

1. 台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
計畫可行性研究，2015 年。
2.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離岸風力發
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7
年。
3. 邱永芳、蔡立宏、廖慶堂等，「2017
年 12 港域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
，20
17 年。
4.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南堤
路海側堤基保護工程初步設計報告
書，2013 年。
5. B. Mutlu Sumer, “The Mechanics of
Scour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2002.
6. Breusers, H. N. C., G. Nicollet. and
H. W. Shen., “Local scour around
cylindrical piers”, Journal of Hydraul
ic Research 15.3, 1977, pp. 211-252.
7. Bijker, E. W. and C. A. De Bruyn.,
“Erosion around a pile due to curr
ent and breaking waves”, Coastal E
ngineering 1988, 1989, pp. 1368-138
1.
8. Bijker, E. W. and De Bruyn, C. A.,
“Erosion around a pile due to curr
ent and breaking waves”, In Coastal
Engineering 1988, 1989, pp. 13681381.
9. Haddorp, R., “Predictability of Scour
at Large Piles due to Waves and
Currents”, 2016.
10. Hoffman, G. J. C. M. and Verheij,
HJ., “ Scour manual”, 1997.
11. Halfschepel, R. “Concept study bott
om protection around pile foundatio
n of 3MW turbine”, Van Oord ACZ
BV, Gorinchem 22, 2001.
12. Melville, B. W., Coleman, S. and H
oe, D., “Countermeasures for Scour
at Spill-Trough Bridge Abutments”,

24

三維雷射掃描儀應用於臺中港漂沙試驗地形
之量測分析技術
洪維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擬臺中港未來近岸地形侵淤變化趨勢，
以因應未來之所需。本計畫 107 年度進
行臺中港漂沙預備試驗，以尋求模型與
現場地形變化的重現時間，決定漂沙變
化的時間比尺，提供本年度模擬臺中港
未來近岸地形侵淤變化之參考依據，另
以往漂沙試驗地形測量，皆以水準儀進
行量測，耗時且耗人力，測量之點位不
夠密集無法精確計算試驗區域之土方
量，本年度也嘗試使用三維雷射掃描儀
取代傳統水準儀應用於試驗地形量測。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臺中港區鄰近海域
之漂沙影響，利用現場海氣象觀測及歷
年水深地形資料分析以進行水工模型
漂沙試驗，模擬未來 1 年、3 年臺中港
港外水深地形變化。以往本所試驗地形
測量皆採水準測量，測量過程耗時且耗
人力，且僅能就測量點位高程內插計算
其他點位之高程，無法精確計算區域之
土方量，此次嘗試以水準測量及三維雷
射掃描儀應用於試驗地形量測，並將兩
者測量數據進行比對，以確認三維雷射
掃描儀可取代水準測量應用於後續之
漂沙試驗，其相關技術及試驗成果將提
供未來規劃港型試驗及防治對策試驗
應用。
本研究三維雷射掃描儀量測成果
平均測點間距約為 1.8cm，其和試驗模
型固定物進行高程比對，測量精度皆優
於±5mm；另和試驗地形水準測量之比
對結果，其高程平均差值皆小於±5mm
之精度差異值，可證明三維雷射掃描儀
可取代水準測量施測方式，並可獲得高
密度及高精度三維空間資訊，使傳統平
面圖立體化，達到多功能使用之目的。

二、水工模型試驗
本 計 畫 之漂沙水工模型試驗於本
所港研中心之第二試驗場棚進行，試驗
項目為模擬未來臺中港區外地形侵淤變
化，試驗設備、試驗條件及過程，詳述
如下，試驗範圍如圖 1 所示。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距離離岸風電最近的臺中港為一個
國際商港，十大建設的重要項目之一，
距離北部基隆港和南部高雄港各約 110
海里。港區總面積為 4,438 公頃，水域
面積 958 公頃，陸地面積 3,480 公頃，
也因其距離風場最近，定位為提供風機
組裝碼頭及工作船靠舶母港，因此需模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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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試驗範圍配置圖

2.1 試驗設備

M.W.L.(+6.00m~+2.76m)作為颱風波
浪作用之變化水位。
2. 一般漂沙試驗佈置過程分為預備試
驗與預定規劃港型探討其對未來港
外地形變化影響之後續試驗等兩大
部份，預備試驗為比較往昔已有之現
場與模型試驗之地形變遷趨勢，用以
尋求最佳的試驗重現時間，因此，試
驗波浪即須配合現場地形資料的選
取時間；而後續試驗則為預訂未來發
生之情況，其試驗波浪則須以較長期
之統計值作為參考資料。
後續試驗工作項目包含模擬未
來臺中港區外之地形侵淤變化等，屬
於未來可能發生之事項，因此試驗波
浪條件採用本所長期統計資料（參考
本所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
報），擬定為(1)冬季季風波浪，波高
2.15m，週期 7.5 秒，波向為 NNE 向。
(2)夏季季風波浪，波高 0.87m，週期
6.5 秒，波向為 W 向。(3)颱風波浪，
依表 1，考量模型試驗之累積誤差，
僅選 5 年重現期之颱風波浪資料(依
兩種計算方式之平均值)，波向選取 N
NE 向，波高為 4.19m，週期 8.54 秒。

本試驗於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試
驗廠棚進行，相關設備與量測儀器說明
如下：
1. 試驗水池：長 62m、寬 57m、深 1m，
池內有潮污控制系統。
2. 不規則造波機：本造波機係英國 HR
Wallingford 公司出品之機械推移式
不規則造波機及加拿大 DAVIS 公司
出品之油壓推移式不規則造波機，各
由四個獨立造波模組組成。利用電腦
傳送數位訊號至控制器，再傳送至各
造波機模組，可模擬規則波及多種波
譜型態之不規則波。
3. 容 量 型 波 高 計 及 資 料 擷 取 處 理 系
統：波高計用於量測水位變化。透過
資料擷取處理系統，波高計感應之波
浪條件，經電腦分析後，選擇及修正
需要的試驗波浪。
4. 水準儀：用以量測模型底床高程變
化。

2.2 試驗條件
依據本所港研中心之現場觀測資
料，擷取試驗所需部分進行分析，相關
試驗條件包含試驗水位與試驗波浪等說
明如下。
1. 試驗水位
臺中港附近海域之潮位統計資料如
下：
最高潮位(H.H.W.L.)
＋6.00m
平均高潮位(M.H.W.L.)
＋4.61m
平均潮位(M.W.L.)
＋2.76m
平均低潮位(M.L.W.L.)
＋0.89m
考慮現場地形之長時間性變化，及季
節風波浪與颱風波浪之不同情況，因
此，試驗時，以 M.H.W.L.~M.L.W.L.
(即+4.61m~+0.89m)作為季節風波浪
作用時之變化水位；而以 H.H.W.L.~

表1

臺中港外海颱風波浪迴歸分析統
計表

迴歸期

5年
波高 週期
(m) (sec)

10 年
波高
週期
(m)
(sec)

25 年
波高 週期
(m) (sec)

NNE

4.19

8.54

4.75

9.09

5.46

9.59

N

4.85

9.19

5.50

9.78

6.32

11.16

NNW

5.15

9.46

5.84

10.08

6.70

11.50

NW

4.85

9.19

5.50

9.78

6.32

11.16

WNW 4.48

8.83

5.09

9.41

5.84

10.73

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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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4.26

8.61

4.84

9.17

5.55

10.47

WSW

4.63

8.97

5.25

9.56

6.03

10.91

SW

5.07

9.39

5.75

10.00

6.61

11.41

2.3 試驗比尺

灣西部海岸地形變遷之水工模型試驗
者，應用許泰文等人(1985)之模式可獲
致較佳之試驗結果；若屬於臺灣東部地
形者，則引用其他人之結果較為妥適。
因此，本試驗之波浪比尺係採用許等人
之模式比尺為：
波高比尺，NH = μ2/5 λ4/15 Nr ND501/3
週期比尺，NT = μ1/5 λ2/15 Nr1/2 ND501/6
= NH1/2
潮污比尺，Nt = λ / (μ)1/2
式中 NT：波浪週期比尺，NH：波高比
尺，  ：垂直比尺,  ：水平比尺，r：
底質比重，D50：底沙之中值粒徑。
從模型相似性觀之，應儘可能採用
等比模型試驗，然而面臨包含廣大海域
之海岸動床漂沙模型試驗，其水平方向
與垂直方向無法採用同一比尺，否則在
垂直比尺方面將因比尺太小，導致模型
水深太淺與波高太小，因此必需採用平
面方向與垂直方向比尺不同之歪比模
型，一般動床試驗之水平方向與垂直方
向比尺之比例不超過 1：6，且以 1：4
為佳。另外，為考量預定應用之現場範
圍、試驗水池大小，及考慮應用上列公
式與造波機造波能力，本試驗之水平與
垂直比尺採用如下：

漂沙動床試驗中，試驗波浪比例尺
的選擇適當與否，影響試驗結果的正確
性甚巨。由於現場漂沙運移機制影響因
素甚多，因此，往昔學者專家的研究成
果亦莫衷一是，此情況如下表 2 所示。
表2

漂沙動床模型相似律(摘自歐、許
港灣技術第一期，1985)

作者

推導法則

NT

NH

 1/ 2



 1/ 2

 4/5

 1/ 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 2



Noda(197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 2



 1/ 2



Goddet 等人 浪與流交互作用下底
(1960)
Valembois

質運動條件相似

懸浮質運動條件相似

(1960)
Yalin(1963) 因次分析
Fan 等人
(1969)

Kamphuis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972)

水平比尺：
垂直比尺：

Dalrymple
and

考慮參數 H0/ω0T 之相

Thompson

似性

 1/ 2



λ = 1/300
µ = 1/75

2.4 試驗步驟

(1976)

椹木(1982)

考慮參數 u*/ω0 之相
似性

 1/ 2

有關預備試驗及模擬未來臺中港區
外地形侵淤變化試驗皆依循下列之步驟
進行：
1. 於預備試驗之模型舖設前，先行檢驗
試驗波高、週期。由於各項試驗配置
之造波時間長，波浪經地形反射結
果，入射波高可能受影響而改變，因
此於試驗中每隔 30 分鐘取其 2 分鐘
造波資料分析，調整修正入射波高
(H)與週期(T)。



N r1 / 2 ‧

許泰文等人 碎波帶內漂沙現象及
(1985)

地形變化性質相似

6
N 1D/50

‧μ1/5‧

N T2

 2 / 15

參考上述學者之結果及本所港研中
心往昔從事漂沙試驗之經驗，當從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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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舖設各種試驗配置相對應之現場地
形，作為模型試驗之初期地形。
3. 於模型舖設完畢後，先行造波 5 分鐘
讓地形勻稱，再量測地形變化視為造
波前之初期地形，爾後再依試驗條件
造波，並於各時段中量測地形變化情
況，量測時則將試驗水池水放掉，避
免標桿之沉陷以減低量測之誤差。
4. 依各種試驗配置需求，於適當時間量
測一次地形變化，予與現場地形作一
比較。

3.

4.

三、三維雷射掃描儀進行試驗地
形量測
以往試驗地形測量皆採水準測量，
測量過程耗時且耗人力，本研究嘗試以
三維雷射掃描儀應用於試驗地形量測，
並將測量資料和水準測量結果進行比
對，相關作業方法、精度分述如下。

5.

3.1 作業方法及步驟
1. 地面三維雷射掃描儀又稱地面光達（t
errestrial lidar），或稱三維影像掃描
儀(3D image scanner)由於可藉由細
緻掃描將現場實體物精密紀錄三維
數據，依獲取之高密度數據數據便可
還原現場實景可稱為逆向工程儀，掃
描儀是由伺服馬達驅儀器本體作水
平與垂直旋轉，設定參數控制雷射光
掃描方向，由儀器本體或透過 Wi-Fi
技術同步傳輸至電腦記錄水平及垂
直掃描數據，相當是一部自動高密度
觀測之全測站式電子經緯儀。
2. 3D 雷射掃瞄儀，可迅速測得現地即
時的 3D 環場資料，宛若一部立體的
彩色影印機一樣，可以快速而完整地
將建築物現場以雷射點雲的方式數
位保存在電腦中，保留所有物件的尺
寸、位置、坐標、方向等幾何關係，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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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產生 CAD 圖檔或進行物件模型
化。
作業方式為使用地面 3D 雷射掃瞄儀
進行結構物掃瞄作業，取得結構物三
維點雲資料，經過內業處理套疊、清
除雜訊後，可以獲得相關之三維點雲
數位模型，並由模型上量得精確之相
關尺寸，以製作三維建物模型。
本研究採用 RIEGL VZ-1000 多波段
三維雷射掃瞄儀(如表 3)，本機水平
轉動角度為 360 度，垂直轉動角度為
100 度，三維雷射掃瞄儀可將整個測
區進行高密度掃瞄；並在測站與測站
之間自動計算形成共軛面，將不同測
站所收集到的點雲資料加以套合、分
析，並將不同角度之掃瞄結果連接，
以便獲得更詳盡之地貌狀況。
在掃瞄工作完成後，配合專用的後續
處理軟體，利用中值(Median)法來濾
除雜訊以達到平滑化，過濾植被並清
除地上物後，參考控制點的坐標進行
坐標轉換，即可得到地物的絕對坐標
值。
雷射掃瞄儀的掃瞄原理為計算飛行
時間法(Time-of-flight)，即利用計算
雷射撞擊待測點反射回感應器之往
返飛行時間求得掃瞄頭至待測點之
距離觀測量，據此計算待測點之坐標
位置，此法與傳統的測量儀器之測距
儀有相同之原理。
掃瞄成果提供真實色彩、灰階及反射
訊號強度三種點雲資料成果。
3D 雷射掃瞄作業步驟說明如下：
(1) 規劃掃瞄測站位置，以達到最大
通視及最大掃瞄範圍為主，減少
設站數目，並方便後續測量之擺
站位置。若於車輛可到達之處，
則以行動掃瞄測量車以油壓桿
將掃瞄儀昇高，以獲得最佳視角
及通視情況。
(2) 各站之間放置三個以上的共軛
掃瞄 Target(覘標)，擺設以前後

左右上下均勻分布，且須前後站
均能看到為原則。掃瞄 Target 擺
設位置須至少一次。
(3) 儀器架設需定心、定平，掃瞄完
場景及 Target 後，轉站並重複上
述步驟至掃瞄完畢。
(4) 三維掃瞄獲得點雲資料後，經過
內業處理套疊、清除雜訊後，可
以獲得相關之三維點雲數位模
型、相關尺寸的獲取及數位模型
資料。
9. 點雲掃瞄坐標系統與地面坐標轉換
精度分析:以本工程所使用之掃瞄設
備，需將後視之三個共軛掃瞄 Target
賦予指定之坐標系統坐標值，便可藉
由坐標轉換模式進行掃瞄之假設坐
標系統與圖根點之坐標系統進行轉
換，並進行轉換精度分析，檢核方式
可利用結構中明顯特徵物體於系統
中量測其長寬是否達到作業要求。3
D 雷射掃瞄作業流程及資料處理流
程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確定掃瞄目標/範圍

現場踏勘
 測站模擬
 作業模式準備
 進行工作分配

搬
站
掃
瞄
作
業
直
到
完
成
掃
瞄






蒐集相關資料
 平面圖
 位置圖
 文獻資料

工作流程及作業模式
架射掃瞄儀之位置
Target擺設位置
絕對坐標的測量
掃瞄儀兩站之間需3個以上Target作為結合共軛點

補
掃
瞄
作
業

3D雷射掃瞄儀架並設依設計擺設3個以上之Target

掃瞄各Target以求得測站與Target之相關位置
進而計算測站之假設坐標值

掃瞄標地物本體
 選定掃描範圍FOV
 選定適合之掃描解析度
 拍照獲取RGB值

是

否

檢視螢幕
判斷掃描是否完整

圖2

地面 3D 雷射掃瞄外業工作流程圖
外業掃瞄獲取之點雲資料
進行各站點雲結合

表3
項

RIEGL VZ-1000 3D 瞄儀器規格表

目

測距範圍

規

格

5mm

測量速率

125,000 點/秒

掃瞄視角
(FOV)

360°( 水 平 ) x
100°(垂直)
內建 1,200 萬畫素
可自動率定重疊影
像 之 同 軸 全 彩
（True Color）數位
相機，將點雲上
彩，提高掃瞄成果
逼真度

操作方式

儀器照片

檢查Target
結合精度是否符合
正負1公分要求

有效掃瞄距離 2.5m
～ 1400m (80% 反
射率)
使 用 一 級 雷 射
Laser Class 1

測距精度

相機

否

是
清除不必要的點雲雜訊
整理各區資料並分類
匯入CAD軟體
針對所需剖面進行切割
量測尺寸/繪製線條圖
現場調繪/補繪/核對

可自由選取掃瞄的
範圍以及掃瞄密度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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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雷射掃瞄資料處理流程圖

3.2 試驗地形現況量測作業程序

表4

地面三維雷射掃描儀進行地形量測
作業必須經由下依程序獲取掃描成果：
1. 控制測量：控制測量(如圖 4)的目的
是提供測區高精度之地理坐標資
料，供地面雷射掃描儀測量反射覘標
轉換空間坐標。
(1) 傳 統 平 面控制法 (本 案使用方
法)：本法適用於建築群或隧道
等處，通常是於對空良好空曠
處，先以 GPS 靜態測量測定二
組可通視之點對共四點，作為控
制基準，再以全測站式電子經緯
儀以導線法進行由起始點對開
始測量，閉合於終點點對，控制
測量成果供地面雷射掃描儀架
設反射覘標用以轉換空間座標。
(2) 掃描儀軸心定位法：本法適用於
野外空曠處，是於掃描儀頂端安
裝菱鏡或衛星定位儀，再利用經
緯儀或衛星定位儀以 RTK(即時
定位系統)定位方式求取掃描站
坐標，作為多站結合後轉換依
據。
(3) 全測站經緯儀臨時控制點(如圖
5)及 UAV(空拍機)輔助標測量
計算：本案控制點座標成果是以
全測站經緯儀配合光線法計算
座標搭配電子水準儀獲取高程
成果如表 4 所示。

圖4

水工模型控制點測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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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模型控制點坐標成果表

點名

縱坐標

橫坐標

高程

A

9999.645

4983.346

0.441

B

10000.000

5000.000

0.084

C

10045.197

5024.275

0.486

A1

9982.351

4966.551

1.281

A2

9993.324

5004.331

2.947

A3

10026.832

5017.533

2.933

A4

10058.461

5001.418

1.290

B01

9999.202

4998.817

0.079

B02

10001.791

5000.274

0.078

B03

9998.272

5001.090

0.087

B04

10002.010

5002.495

0.084

B05

10002.474

5003.825

0.084

B06

10004.463

5004.488

0.081

B07

10009.690

5004.303

0.089

B08

10006.618

5006.109

-0.196

B09

10009.143

5006.263

0.081

B10

10009.725

5007.547

0.077

B11

10012.530

5008.606

0.079

B12

10013.642

5007.614

0.075

B13

10014.045

5010.257

0.075

B14

10017.790

5011.677

0.079

B15

10021.879

5009.083

0.084

B16

10025.219

5004.380

0.087

B17

10024.838

5010.775

0.073

B18

10023.461

5013.686

0.083

B19

10030.606

5014.735

0.094

B20

10027.637

4996.063

0.303

B21

10004.784

4986.462

0.294

圖 5 現場水工模型控制點
2. 地面掃描與多站結合：於測區架設三
維雷射掃描儀將整個測區進行高密
度掃描(如圖 6)，掃描站之架設以能
盡量目視測區無阻礙遮蔽之地理位
置為佳，並採多站掃描方式避免同向
方位陰影過多，掃描站各站結合方式
採覘標結合法與地物特徵(共軛三
角)結合法。
(1) 覘標結合法(如圖 7):掃描同時於
相鄰兩站架設 4 組以上控制覘
標，並於相鄰站對此覘標進行細
緻掃描，利用相鄰控制覘標之幾何
對應關係進行結合如圖 8 所示。
(2) 地物特徵結合法：掃描完成後將
各測站所收集到的點雲資料加
以計算求出可利用之共軛三角
中心，再將相鄰站資料加以比對
向量關係進行匹配完成多站結
合。

圖7

利用覘標結合法控制結合精度優
於 5mm

圖8

掃描站結合影像

3. 點雲資料過濾分析：掃瞄外業完成後
將不同測站所收集到的點雲資料結
合完成後，利用多重回波(Full Wave
form)的特性，過濾地表植被及隆起

圖 6 3D 雷射掃瞄作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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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求取原地面高程點，以便獲得更
詳盡之地貌狀況(如圖 9)，特別是野
外陡峭山壁利用此項技術省去砍伐
林木及除草作業，兼具環保安全及便
利性。

果資料，於岸上不受實驗影響之固定物
附近進行高程比對，其結果如表 5 所
示，各次測量精度皆優於±5mm。
表5

地面光達和固定物高程精度檢核

檢測日期

檢
測
點
號

已知高
程(m)

點雲成
果(m)

差值
(m)

2019/05/21

B02

0.078

0.081

0.003

圖 9 點雲資料過濾分析

2019/05/21

B04

0.084

0.087

0.003

4. 轉 出 DEM (數值地形模型資料 )成
果：當過濾地表程序完成求取原地面
點成果後，輸入各覘標之地理坐標值
藉由此坐標值轉換矩陣，完成坐標對
位與轉換工作轉出 DEM 成果繪製地
形圖。
(1) 系統轉換：輸入現場水工模型控
制點座標，將成果資料附合並藉
由已知固定座標轉換成果。
(2) 座標輸出：將轉換完成之點雲資
料輸出成原始光達點雲資料、2c
m 間距之 DEM 成果。
(3) 地形圖轉換：將測量成果轉換成
圖面 AutoCAD 並及繪製 2cm 等
高線間距之地形圖。
(4) 完成數值地形圖：結合上述高程
點、等高線、結構物及控制點
後，即可產製本次測量成果地形
圖。
5. 傳統地形測量僅以單調的線繪製平
面地形圖，測量成果利用者對其施工
區域土地與結構物之空間位置關係
較難連結。藉由 3D 雷射掃描技術測
量可獲得高密度及高精度三維空間
資訊，使傳統平面圖立體化，達到多
功能使用之目的。

2019/05/21

B09

0.081

0.084

0.003

2019/05/30

B02

0.078

0.078

0.000

2019/05/30

B04

0.084

0.084

0.000

2019/05/30

B09

0.081

0.081

0.000

2019/06/05

B02

0.078

0.082

0.004

2019/06/05

B04

0.084

0.088

0.004

2019/06/05

B09

0.081

0.084

0.003

3.4 地面光達掃描與水準儀施測精
度檢核
本案水工模型試驗地形測量採用地
面光達掃描方式施測共計 8 次，將其成
果與水準儀施測方式進行比對(如表
6)，其高程平均差值皆小於 5mm 之精度
差異值，可證明地面光達方式可取代水
準儀施測方式，且可取得更高解析度及
整體完整資訊之地形資料。
表6
地面光
達
施測日
期
05/22
05/30
06/05
06/13
06/17
08/29
09/05
09/20

3.3 地面光達掃描精度檢核
各次地面光達成果平均測點間距約
為 1.8cm，皆優於平均測點間距需小於 2
cm 之規範。利用不同測次之地面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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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光達精度檢核
水準儀
施測日
期

比較點
數

平均差
值(mm)

05/21
05/30
06/04
06/12
06/18
08/28
09/04
09/23

303
219
229
230
228
222
226
227

0.9
1.3
1.3
1.4
3.2
0.9
1.9
3.7

四、未來臺中港近岸水深地形模
擬

將測量結果進行地形侵淤分析。本文繪
製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淤比較圖、
模擬 1 年及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淤比較
圖、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淤比較
圖，如圖 10～12 所示。

依據 107 年度預備試驗求出冬季季
風波浪作用下，累積試驗時間 8 小時可
重現冬季期間之現場地形變化；夏季季
風波浪作用 3 小時，再施以颱風波浪作
用 30 分鐘，最後再進行 3 小時之夏季季
風波浪作用，其整個試驗累積時間可重
現夏季期間之現場地形變化，以下進行
未來 1 年、3 年臺中港港外水深地形模
擬，相關試驗條件、試驗原則與試驗過
程，分述如下。

表7

臺中港近岸水深地形模擬試驗條
件

物理量

比尺

水平比尺

1/300

類別

季風
垂直比尺

1/75

4.1 試驗條件與佈置

潮位

波高

週期

潮污比尺

1/25.74

1/5.07

1/34.6

試驗

+4.61 ~

+6.15 ~

+0.89 m

+1.19 cm

+6.00 ~

+8.00 ~

+2.76 m

+3.68 cm

冬季波浪

2.15 m

8.35 cm

夏季波浪

0.87 m

3.38 cm

颱風波浪

4.19 m

16.28 cm

冬季波浪

7.5 秒

1.48 秒

夏季波浪

6.5 秒

1.28 秒

颱風波浪

8.5 秒

1.68 秒

半日潮

12hr

20.8min

颱風

本次試驗目的為預定未來發生之情
況，故試驗地形參照 108 年 5 月臺中港
港外水深地形測量資料進行鋪設；試驗
波浪則須以較長期之統計值作為參考資
料，其中水位和預備試驗相同，冬季及
夏季季風波浪為參考本所出版之港灣海
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臺中港域觀測
海氣象資料)，另颱風波浪資料則參考臺
中港外海颱風波浪 5 年迴歸分析統計
表，取最常發生之波向 NNE 之值，有關
本次試驗之現場與試驗模型之各項物理
量換算，如表 7 所示。

現場

4.2 未來 1 年及 3 年試驗模擬結果
應用預備試驗所獲得冬、夏季期間
之地形重現時間的試驗結果，再依上述
試驗條件，進行模擬未來 1 年及 3 年之
地形變化比較。由於現場初期地形資料
為 108 年 5 月，因此，試驗波浪即以夏
季波浪作為開始，後再以冬季波浪作用
後，量測試驗地形的變化情況，作為試
驗 1 年的比較資料。為避免試驗地形之
累積誤差，本項試驗僅進行相當現場地
形變化 3 年之試驗時間。本次試驗後之
地形嘗試以三維雷射掃瞄方式施測，並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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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1 年地形變化侵淤比較圖

圖 11 模擬 1 年及 3 年之地形變化侵淤
比較圖

圖 13

斷面位置圖

為避免地形侵淤圖因內插造成之誤
判，及瞭解實際侵淤變化，接著進行水
深地形斷面之繪製與分析，將測量成果
網格化處理後再擷取相關斷面水深資料
進行比對，以每隔約 6 公尺繪製一條斷
面，共繪製 6 條斷面，斷面位置及坐標
如圖 13 及表 8 所示。
表8

斷面位置坐標

斷面起點

圖 12

斷面終點

編號

模擬 3 年地形變化侵淤比較圖

X

圖中數值網格大小採用 0.1m 進行
繪製，其中藍色為淤積(正值)，紅色為
侵蝕(負值)。由圖 10~圖 12 可知模擬結
果整區皆呈現侵淤互現，於臺中港北防
波堤以北至北防沙堤北側，高程-0.23m
以淺的近岸地形變化皆較大，而北防波
堤以南至石化專區北側，高程-0.24m 以
淺的近岸地形變化皆較小。

Y

X

Y

P01 5014.750 10028.348 5002.376 10033.768
P02 5006.447 10025.616 4997.326 10029.622
P03 5010.017 10017.737 4994.258 10024.548
P04 5005.151 10012.740 4991.511 10018.653
P05 5003.364 10006.407 4988.608 10012.809
P06 4998.441 10001.799 4985.877 1000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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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一（圖 14）：起點位於北防沙
堤以南約 2.00 公尺；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5.860 公尺，高程由-0.001m 降至-0.2
78m，坡降約 4.73/100，距斷面起點 5.8
60 至 13.509 公尺地形較為平緩高程由0.278m 降至-0.356m，坡度約 1.02/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298 至 4.668 公尺高程-1.1
92m 處呈現約 0.068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4.867 至 6.854 公尺高程-0.242 ~ -0.2
99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6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2.384 公尺高程
0m 處呈現約 0.068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3.178 至 4.172 公尺高程-0.164 ~ -0.2
01m 處呈現約 0.021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4.370 至 5.860 公尺高程-0.214 ~ -0.2
78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22m。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4.470 公尺高程-1.1
92m 處呈現約 0.072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4.569 至 6.059 公尺高程-0.217 ~ -0.2
86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37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2.789 公尺高程
-0.167~-0.260 m 處呈現約 0.027m 的侵
蝕，距斷面起點 2.989 至 4.383 公尺高程
-0.272~-0.318 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
最大 0.011m。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2.391 公尺高程-0.3
98m 處呈現約 0.070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2.590 至 4.383 公尺高程-0.281~-0.319
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不超過 0.
031m。

圖 15

斷面 P02 地形變化圖

斷面三（圖 16）：起點位於南防波
堤以南約 2.25 公尺；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1.996 公尺，高程由-0.074m 降至-0.1
22m，坡降約 2.4/100，距斷面起點 1.99
6 至 3.194 公尺地形較陡，高程由-0.122
m 降至-0.181m，坡降約 4.92/100，距斷
面起點 3.194 至 17.168 公尺又變平緩，
高程由-0.181m 降至-0.356m，坡降約 1.
25/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8.883 至 10.081 公尺高程-0.
251~-0.270m 處呈現約 0.011m 的侵蝕，
距斷面起點 12.976 至 15.171 公尺高程0.327~-0.344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
大 0.015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0.200 至 0.599 公尺高程
-0.082~-0.083m 處呈現約 0.012m 的淤
積，距斷面起點 7.686 至 16.070 公尺高
程-0.243~-0.343 m 處大致上呈現侵蝕，
侵蝕幅度最大 0.014m。

圖 14 斷面 P01 地形變化圖
斷面二（圖 15）：起點位於北防波
堤以北約 1.12 公尺；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5.878 公尺，高程由-0.167m 降至-0.3
41m，坡降約 2.96/100，距斷面起點 5.8
78 至 9.962 公尺地形平緩，高程由-0.34
1m 降至-0.347m，坡降約 0.15/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2.092 公尺高程-0.4
98m 處呈現約 0.060m 的侵蝕，距斷面起
點 2.291 至 4.483 公尺高程-0.266~-0.321
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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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299 至 0.998 公尺高程-0.0
80~-0.092m 處呈現約 0.011m 的淤積，
距斷面起點 9.083 至 12.377 公尺高程-0.
254~-0.315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最
大 0.018m，距斷面起點 13.275 至 14.07
4 公尺高程-0.330~-0.335 m 處呈現淤
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7m。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1.896 至 2.394 公尺高程-0.1
99~-0.202m 處呈現約 0.018m 的侵蝕，
距斷面起點 2.494 至 3.292 公尺高程-0.2
05~-0.206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7m，距斷面起點 4.789 至 8.081 公尺
高程-0.215~-0.269m 處呈現侵蝕，侵蝕
幅度最大 0.023m。

圖 16 斷面 P03 地形變化圖

圖 17

斷面四（圖 17）：起點位於臺中港
石化專區外；距斷面起點 0 至 6.585 公
尺地形平緩，高程由-0.178m 降至-0.236
m，坡降約 0.88/100，距斷面起點 6.585
至 14.866 公尺，高程由-0.236m 降至-0.
335m，坡降約 1.2/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2.394 至 3.592 公尺高程-0.2
02~-0.205m 處呈現約 0.013m 的淤積，
距斷面起點 6.086 至 10.276 公尺高程-0.
226~-0.286m 處大致上呈現侵蝕，侵蝕
幅度最大 0.015m，距斷面起點 12.172
至 13.369 公尺高程-0.292~-0.306 m 處呈
現淤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2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2.195 至 2.494 公尺高程
-0.205~-0.192 m 處呈現約 0.015m 的侵
蝕，距斷面起點 3.392 至 3.991 公尺高程
-0.205~-0.208 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
最大 0.017m，距斷面起點 8.979 至 10.3
76 公尺高程-0.278~-0.283 m 處呈現淤
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5m，距斷面起點
11.274 至 13.269 公尺高程-0.283~-0.299
m 處大致上呈現侵蝕，侵蝕幅度不超過
0.011m。

斷面 P04 地形變化圖

斷面五（圖 18）：起點位於臺中港
石化專區以南約 3.33 公尺；距斷面起點
0 至 13.088 公尺地形平緩，高程由-0.15
4m 降至-0.259m，坡降約 0.8/100，距斷
面起點 13.088 至 16.085 公尺地形較陡，
高程由-0.259m 降至-0.337m，坡降約 2.
6/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1.798 至 3.297 公尺高程-0.1
96~-0.206m 呈現侵蝕，侵蝕幅度最大 0.
010m，距斷面起點 10.690 至 11.589 公
尺高程-0.270~-0.268m 處呈現約 0.012m
的淤積，距斷面起點 11.989 至 13.188 公
尺高程-0.272~-0.264m 處呈現淤積，淤
積幅度最大 0.016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4.696 至 5.595 公尺高程
-0.227~-0.231m 處呈現約 0.015m 的侵
蝕，距斷面起點 6.094 至 7.593 公尺高程
-0.227~-0.248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
最大 0.016m，距斷面起點 10.390 至 12.
289 公尺高程-0.272~-0.263m 處呈現淤
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4m。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4.596 至 5.595 公尺高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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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26m 處呈現約 0.020m 的侵蝕，
距斷面起點 6.094 至 7.093 公尺高程-0.2
27~-0.242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最大
0.016m，距斷面起點 10.490 至 13.288
公尺高程-0.267~-0.262m 處呈現淤積，
淤積幅度最大 0.024m。

0.025m，距斷面起點 6.696 至 7.696 公尺
高程-0.270~-0.259m 處呈現淤積，淤積
幅度最大 0.022m，距斷面起點 9.894 至
12.293 公尺高程-0.269~-0.316m 處呈現
淤積，淤積幅度最大不超過 0.017m。

圖 19
圖 18 斷面 P05 地形變化圖

斷面 P06 地形變化圖

各斷面侵淤變化最大值彙整於表
9，斷面 P01 及 P02 的變化較大，侵淤變
化範圍約高程 0.037 ~ -0.072m，斷面 P
03 的侵淤變化範圍約高程 0.017~ -0.01
8m，斷面 P04 至 P06 的侵淤變化範圍約
高程 0.024~ -0.025m。

斷面六（圖 19）：起點位於臺中港
南填方區外海；距斷面起點 0 至 9.794
公尺地形平緩，高程由-0.194m 降至-0.2
60m，坡降約 0.67/100，距斷面起點 9.7
94 至 13.692 公尺地形較陡，高程由-0.2
60m 降至-0.361m，坡降約 2.59/100。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1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6.996 至 8.195 公尺高程-0.2
78~-0.256m 處呈現約 0.022m 的淤積，
距斷面起點 8.295 至 8.495 公尺高程-0.2
55~-0.255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最大
0.011m。
模擬未來 1 年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
較，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0.999 公尺高程
-0.194~-0.199m 處呈現約 0.021m 的淤
積，距斷面起點 1.299 至 6.396 公尺高程
-0.201~-0.260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
最大 0.023m，距斷面起點 6.596 至 7.09
6 公尺高程-0.271~-0.257m 處呈現淤
積，淤積幅度最大 0.017m，距斷面起點
9.994 至 11.194 公尺高程-0.268~-0.281m
處呈現淤積，淤積幅度不超過 0.017m。
初始地形與模擬未來 3 年相比較，
距斷面起點 0.000 至 0.999 公尺高程-0.1
90~-0.201m 處呈現約 0.016m 的淤積，
距斷面起點 1.999 至 6.496 公尺高程-0.2
07~-0.261m 處呈現侵蝕，侵蝕幅度最大

表9

各斷面侵淤變化最大值
模擬 1 年後地

模擬 1 年後地
形&模擬 3 年 模擬 3 年後地
形&初始地形
形&初始地形

斷面 淤積
最大
值(m)
P01 0.016
P02 0.029
P03 0.015
P04 0.013
P05 0.016
P06 0.022

侵蝕
最大
值(m)
0.068
0.06
0.011
0.015
0.01
0.011

後地形
淤積 侵蝕
最大 最大
值(m) 值(m)
0.022 0.068
0.011 0.027
0.012 0.014
0.015 0.017
0.014 0.016
0.022 0.025

淤積
最大
值(m)
0.037
0.031
0.017
0.017
0.024
0.021

侵蝕
最大
值(m)
0.072
0.07
0.018
0.023
0.02
0.023

五、結論
依據 108 年 5 月初始地形模擬 1 年
後之地形變化顯示，臺中港北淤沙區近
岸部分呈現淤積情形，向外海的部分則
變為侵蝕掏刷情形，北防波堤堤基區域
則整體呈現淤積現象，並於堤頭部分出
現掏刷情形，而在北防波堤及南防波堤
間之地形則無明顯之變化；南防波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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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填方區間於近岸部分皆為淤積之情
形，外海部分則呈現侵淤互現之沙連情
形；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顯示，北淤
沙區至北防波堤三角區域呈現明顯淤積
情形，而後向外海側則變呈現明顯侵蝕
之變化，但在更外海處則又呈現淤積之
情形，而臺中港南側防波堤整體呈現淤
積情形，而在臺中港南側靠近大肚溪處
所呈現之掏刷侵蝕情形，推估是因為模
型試驗區域邊緣所造成之現象，另將 3
年與 1 年之試驗結果相比，北淤沙區淤
積區域擴大，向外海側則變為侵蝕掏
刷，臺中港南側防波堤淤積情形更為明
顯。
本年度水工模型試驗地形測量嘗試
採用地面光達掃描方式施測，其成果與
水準儀施測方式進行比對，並利用不同
測次之地面光達成果資料，於岸上不受
試驗影響之固定物附近進行高程比對，
其高程平均差值皆小於 5mm 之精度差
異值，由此可證明地面光達方式可取代
試驗地形以水準儀施測方式，日後漂沙
試驗地形以光達施測可節省時間及人
力。

6. 吳孟姍、陳國威、黃振全(2013)，地
面式三維雷射掃描於野溪地形監測
之應用，財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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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介紹
劉正琪
李兆芳
傅怡釧
李俊穎
謝佳紘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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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科長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Administration, NOAA)發展的第三代波
譜 風 浪 模 式 WaveWatch III ( 縮 寫 為
NWW3)建構出多重網格之決定性波浪
預報模式。此模式包含三層不同解析度
(0.25°、0.1°及 0.025°)之大、中及小網
格，各層網格模擬範圍如圖 1 所示。圖
中 大 網 格 模 擬 範 圍 為 (E99°,
N1°)−(E155°, N41°)，採用 NCEP 預報風
場 驅 動； 中 網格 模 擬範 圍 為 (E109.9°,
N9.4°)−(E126.1°, N36.1°)，採用氣象局
10km 決定性預報風場驅動；小網格模擬
範 圍 為 (E117.6°,N20.8°)− (E123.9°,
N26.7°)，採用 2.5km 決定性預報風場驅
動。目前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方式為每
日四報，預報時間分別為 UTC00、06、
12 及 18。(氣象局[1]，2011)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介紹港研中心建置的
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子系統，以及
2019 年強烈颱風利奇馬侵臺期間，花蓮
及蘇澳等海域小尺度風浪模組模擬值與
觀測值、氣象局預報值校驗結果。證明
每日四報作業方式可以及時更新預報資
訊，達到改善預報資訊準確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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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展海象模擬預報有其需求
及必要性。基於臺灣周圍海域海象變化
莫測，為確保海上航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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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港研中心致力於建置臺灣
周圍海域小尺度風浪模擬系統，於平時
提供較細緻化的風浪模擬資訊供國內主
要商港營運參考；於颱風期間，相關風
浪模擬預報資訊將規劃提供東部海岸公
路浪襲預警系統或港池靜穩模擬預警系
統開發之使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CWB)是國內海
象預報作業權責單位，氣象局採用的風
浪預報作業化系統主要為決定性波浪預
報模式系統，該系統採用美國海洋大氣
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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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氣象局決定性波浪模式三層多重
網格模擬範圍示意圖
港研中心基於需求及發展國內海象
模擬技術，與中山大學合作建置臺灣近
岸 海 象 預 報 系 統 (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 ，
TaiCOMS)，此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2 所
示；其組成可區分為即時海象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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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及港灣環境資訊網
等三個單元。其中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
主要結合了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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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浪模擬系統
下針對不同需求分別建構了西太平洋模
擬範圍之大尺度風浪模組、臺灣周圍海
域模擬範圍之中尺度風浪模組、各主要
商港外海近岸模擬範圍之小尺度波浪模
組以及各主要商港港域模擬範圍之細尺
度波浪模組。此波浪模擬系統採用的風
浪數值模式包括了 WAM 及 SWAN，前
者用於大尺度風浪模組具有節省數值模
擬時間之效果，後者應用於中尺度風浪
模擬，目的提供臺灣周圍海域較精確的
風浪模擬結果。在 TaiCOMS 架構下，
大、中尺度風浪模組主要目的為提供各
主要商港外海近岸及港域波浪模組(小
及細尺度)波浪場模擬所需之外海波浪
預報資訊。(運研所[2]，2007)
商港長期海象觀測
風場
水深地形

波浪

水位

觀測資料

格解析度為 0.008°略高於氣象局決定性
波浪預報模式最小網格之解析度
(0.025°)，但缺點是 TaiCOMS 最小網格
之模擬範圍目前仍無法含蓋臺灣本島周
圍重要海域。(劉正琪等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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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TaiCOMS 風浪模擬子系統之三層巢
狀網格模擬範圍示意圖

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
流場

風場
驗證

波浪

水位

流場

表 1 三層巢狀網風浪模擬系統之網格
資訊一覽表

海嘯

模擬資料

港灣環境資訊網

網格名稱

圖 2 臺灣近岸海象預報系統整體架構圖
基於澎湖等離島港口營運及航行安
全需求，評估 TaiCOMS 既有的中尺度風
浪模擬資訊已無法滿足資訊需求。因
此，自 2015 年起港研中心陸續分別以澎
湖群島海域及臺東綠島、蘭嶼等海域為
對象，採用 SWAN 數值模式及解析度為
0.008°之 計 算 網 格 建 置 小 尺 度 風 浪 模
組，並與 TaiCOMS 既有的大、中尺度風
浪模組結合，建構成三層巢狀網格(如圖
3 所示)之風浪模擬子系統，藉以提供臺
灣與離島間更細緻化的風浪模擬資訊。
此風浪模擬系統包含兩個小尺度計算網
格，分別為澎湖海域及東南海域，相關
網格資訊綜整如表 1 所列，其中大、中、
小尺度網格解析度比為 1 : 5 : 25。在
TaiCOMS 系統架構下風浪模擬最小網

模擬範圍

解析

格點數

經度(°)

緯度(°)

度(°)

110.0/134.0

10.0/35.0

0.2

121× 126

臺灣海域

117.6/123.6

20.60/28.0

0.04

151× 186

澎湖海域

119.0/120.56

22.8/24.2

0.008

186× 176

東南海域

120.76/122.0

21.52/23.0

0.008

156× 186

西太平洋

新的風浪模擬子系統之模擬架構及
作業化模擬流程，如圖 4 所示，圖中顯
示在遠域(大尺度)與近域(中尺度)之巢
狀網格邊界上，中尺度風浪模擬之邊界
條件為大尺度風浪模擬結果之波譜資
料；同樣地，在近域與近岸(小尺度)巢
狀網格邊界上，小尺度風浪模擬採用的
邊界條件為中尺度風浪模擬結果之波譜
資料。此外，大尺度風浪模擬輸入的風
壓場資料 WA02，以及中、小尺度風浪
模擬輸入的風壓場資料 WA03 等，均屬
TaiCOMS 因應每日一報作業化模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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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作業化組合風壓場資料，有關各
風壓場資料之網格資訊如表 2 所列。
TaiCOMS 作業化組合風壓場的來源為
氣象局第四代數值天氣預報模式 WRF
之 M05 成員，其中 WA02 網格解析度約
為 0.1667°(或 1/6)，係利用 M05 成員水
平解析度為 15km 之風壓場資料內插產
生 的 ； WA03 網 格 解 析 度 約 為
0.04167°(或 1/24)，則採用 M05 成員水
平解析度為 3km 之風壓場內插產生的。

海象模擬與預報，包含前一日 24 小時海
象追算及今、明日 48 小時推算(預報)，
如圖 6 所示。在颱風時期，此一作業化
方式提供的風浪預報資訊往往在時效或
更新速度上會有跟不上颱風風場變化之
疑慮，因此本文提出修正作業方式為每
日四報，預報時間分別為臺灣時區之
00、06、12 及 18 時等。
同時，因應東部海岸公路浪襲預警
系統及港池靜穩模擬系統開發之需求，
因此，本文提出的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
擬子系統包含 TaiCOMS 既有的大、中尺
度風浪模組、小尺度東南海域風浪模組
及本文新建的花蓮海域及蘇澳海域小尺
度風浪模組。

表 2 TaiCOMS 每日一報作業化組合風壓
場之網格資訊一覽表
模擬範圍

網格名稱

經度(°)

緯度(°)

解析

格點數

度(°)

WA01

100.0/150.0

5.0/40.0

0.5

101×71

WA02

110.0/134.0

10.0/35.0

1/6

145×151

WA03

117.5/124.5

20.5/28.0

1/24

16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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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TaiCOMS 每日一報海象作業化模擬
之預報風場組合方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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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aiCOMS 風浪模擬子系統之架構及
作業化模擬流程圖
因應 TaiCOMS 每日一報之特性，系
統產生每日 0~72 小時作業化組合風壓
場之方式，如圖 5 所示；即依據每日一
報作業化模擬啟動時間，往前選取氣象
局每六小時發布的天氣預報逐時數值風
壓場(0~84 時)共六組，分別抽取相對應
時段之風壓場，構成具有連續性的 0~72
時作業化組合風壓場。
長期以來，TaiCOMS 海象模擬作業
化系統採用的作業方式為每日一報，即
每日執行一次 72 小時波浪及水動力等

圖 6 海象作業化模擬之追算與推算時間
示意圖

二、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介紹
本文結合 TaiCOMS 既有的大、中、
小尺度風浪模擬系統建構出臺灣東部海
域風浪模擬系統，此系統具備的特性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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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層巢狀網格架構

35
Large scale model

本文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採
用的數值計算網格架構屬於三層巢狀網
格，最外層網格稱之為大尺度網格，解
析度為 0.2°，中層網格稱之為中尺度網
格，解析度為 0.04°，內層網格稱之為小
尺度網格，解析度為 0.008°。各層網格
之模擬範圍如圖 7 所示，其中小尺度網
格計有三個，其模擬範圍分別代表臺灣
東部之東南海域、花蓮海域及蘇澳海域
等。本文綜整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採
用的網格資料，如表 3 所列。

30
Medium scale

25

20

15

10
110

115

Z
0.0
-10.0
-20.0
-50.0
-100.0
-200.0
-5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10000.0

30

25

20

15

10
110

115

緯度(°)

度(°)

大尺度

110.0/134.0

10.0/35.0

0.2

121× 126

中尺度

117.6/123.6

20.60/28.0

0.04

151× 186

125

130

28
Z

格點數

經度(°)

120

圖 8 大尺度網格水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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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解析

130

35

表 3 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之巢
狀網格資訊一覽表
模擬範圍

125

圖 7 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之三層巢狀
網格架構及範圍圖

各模組數值計算網格之地形水深資
料產生方式簡述如下：
1. 大尺度網格則直接採用 ETOPO1 水
深資料，利用繪圖軟體 Tecplot 內插
工具得到計算網格地形水深資料，如
圖 8 所示；
2. 中尺度網格則整合 ETOPO1、海科中
心公布的 500m 及 200m 網格數值水
深資料，再利用繪圖軟體內插工具得
到計算網格地形水深資料，如圖 9 所
示；
3. 小尺度網格(東南、花蓮及蘇澳等海
域)水深資料則直接由海科中心公布
的 200m 網格數值水深資料分別內插
得到，分別如圖 10~圖 12 所示。

網格名稱

120

26

25

24

23

東南海域

120.76/122.0

21.52/23.0

0.008

156× 186

花蓮海域

121.4/122.4

23.28/24.24

0.008

126× 121

22

21
118

蘇澳海域

121.64/122.4

22.24/25.12

0.008

96× 111

119

120

121

122

123

圖 9 中尺度網格水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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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2.5

22.0

2.2 風浪模擬架構及流程

23.0

本文針對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
統提出的模擬架構及模擬流程，如圖 13
所示，整體模擬架構包含遠域(大尺度)
風浪模擬、近域(中尺度)風浪模擬及近
岸(小尺度)風浪模擬等三部份，其中
大、中尺度風浪模擬目的分別為提供
中、小尺度風浪模擬時所需輸入的逐時
邊界條件(波譜資料)，因此僅小尺度風
浪模擬預報結果為本文研究重點。
與 TaiCOMS 相同，本文大尺度風浪
模擬採用第三代波譜模式 WAM 執行風
浪模擬，以節省作業化數值模擬時間；
中、小尺度風浪模擬則採用 SWAN 模
式，以求得較精確的風浪模擬結果。整
體作業化模擬流程與圖 5 之主要差異
為，本文作業化風壓場資料改採用
WE01 及 WE02。此作業化組合風壓場資
料之來源與 WA02 及 WA03 相同，均來
自於氣象局第四代數值天氣預報模式
WRF 之 M05 成員，同樣分別由 M05 成
員水平解析度為 15km 及 3km 之風壓場
內插產生的。本文作業化風壓場資料
WE01 及 WE02 之網格範圍及解析度，
如表 4 所列；相較於表 2 得知，在網格
解析度上本文 WE02 略高於 WA03，與
M05 成員水平解析度 3km 網格較接近，
此一改善預期有助於促進風浪預報之準
確性。
本文風浪模擬系統採用的數值模擬
方式均屬非穩態模擬，其中大尺度風浪
模組採用的模擬時間距為 120sec，中、
小尺度風浪模擬設定的模擬時間距為
300sec。

22.5

Z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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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東南海域小尺度網格水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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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花蓮海域小尺度網格水深分布圖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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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aiCOMS 每日四報作業化組合風壓
場之網格資訊一覽表

24.6

網格名稱

24.4

121.8

122.0

122.2

模擬範圍

解析

格點數

經度(°)

緯度(°)

度(°)

WE01

105.0/150.0

10.0/40.0

1/6

271×181

WE02

116.0/125.0

20.0/29.0

1/30

271×271

122.4

圖 12 蘇澳海域小尺度網格水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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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
大、中、小尺度風浪模組採用的數值模
擬方式均屬非穩態模擬，其中大尺度風
浪模組採用的模擬時間距為 120sec，
中、小尺度風浪模擬設定的模擬時間距
為 300sec。
作業化風壓場資料
(WE01、WE02)

06~11 時之組合；以及每日四報第一報
之預報時間段風場資料與每日一報之預
報時間段風場資料具有一致性的特性。
全程54小時
當日第一次預報
追算
階段

東部海域風浪模擬子系統

遠域風浪模擬

00:00

00:00
儲存下次Warm Start
作業所需資料

讀取前次儲存的資料
進行Warm Start模擬

一、二維模擬資料

逐時風壓場

預報階段(48小時)

18:00

巢狀邊界波譜檔

全程54小時

(WE01)

近域風浪模擬

圖 14 每日四報每報風浪模擬之追算與
當日第二次預報
追算
階段
預報階段(48小時)
推算時間示意圖

一、二維模擬資料
巢狀邊界波譜檔

逐時風速

00:00

(WE02)

近岸風浪模擬

06:00
儲存下次Warm Start
作業所需資料

讀取前次儲存的資料
進行Warm
Start模擬
0 6 12
24

(D-1) 00.00~00.84

D-1日 14時

港區測站(波高、週期、波向)
藍色公路(波高、週期、波向)

06:00

風場公布時間
UTC+8

一、二維模擬資料

波浪模擬資料後處理

48

72

84

D-1日 20時
0 6 12

波高、週期、波向分布圖

D日

48

02時
0 6 12

圖 13 東部海域風浪模擬系統之架構及
作業化模擬流程圖

24

24

06:00

(D-1) 06.00~06.84
全程54小時
84

當日第三次預報
(D-1) 12.00~12.84

追算48
階段

24

d日 03時整合計算
0 6 12

72

72

84

預報階段(48小時)
(D-1)
00.10~00.11 + (D-1) 06.06~06.11 +
(D-1) 12.06~12.52 共55小時

48 54

12:00

12:00

每日‛4’ RUN, 使用最近三筆風場組合資料

儲存下次Warm Start
作業所需資料

讀取前次儲存的資料
進行Warm Start模擬

2.3 每日四報作業方式評估

圖 15 每日四報每報作業化組合風場之
全程54小時
組合結構示意圖
當日第四次預報

由 於 TaiCOMS 每 日 一 報 作 業 方
式，風浪模擬系統每次作業化耗費的模
擬時間約 3.5 小時，若每日四報採取
TaiCOMS 既有的風浪模擬時間方式(採
取 72 小時模擬預報方式)規劃，則系統
可能陷入無法休息狀態。因此，本文規
劃的每日四報作業方式是，每報數值模
擬時間長度由 72 小時縮短為 54 小時，
其中前 6 小時屬於追算模擬階段，後 48
小時屬於預報模擬階段，維持系統 48
小時預報特性不變，如圖 14 所示。在每
報數值模擬時間長度為 54 小時之情況
下，測試得到每報耗費的模擬時間約 2.5
小時，經評估為系統可承受方式。
因應每日四報作業方式的改變，每
報風浪模擬系統輸入的組合風場資料結
構的改變，如圖 15 所示。圖 15 風場之
組合結構與 TaiCOMS 每日一報風場之
組合結構(參考圖 5 所示)相同之處為，
每報追算時間段的風場資料合併後，等
於氣象局每報天氣數值資料時間段

追算

階段
2.4 離散化波譜之設定
12:00

18:00

預報階段(48小時)
18:00

本文風浪模式之波譜離散化方法
儲存下次Warm Start
作業所需資料
讀取前次儲存的資料
採用階梯函數(step
function)，為獲得相
進行Warm Start模擬
對均等的解析度，離散化頻寬計算採用
對數尺度，即 Δ f/f = 1.1，則波浪頻率
模擬範圍為
fmax/fmin= (1.1)ML−1 ........................... (1)
式中 ML 為頻率離散化數量。
本文大、中及小尺度各風浪模組之
離散化波譜頻率數(ML)及波向數(KL)
設定值分別為 31 及 36，其中最小頻率
值 fmin=0.04，波向解析度為 10°。

2.5 輸出點位及波浪參數之定義
本文小尺度風浪模組設定的輸出點
位包括長期波浪測站如港研中心在花蓮
港及蘇 澳港 外的 AWAC 波流 觀測站
(HLA 及 SAA)、氣象局或水利署設置浮
標測站如台東外海浮標(TD)、蘭嶼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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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模擬輸出的主要波浪參數包括
示性波高(Hs)、平均波向(θm)、平均週
期(Tm 或 Tm02)、譜峰週期(Tp)等參數，相
關參數之定義，本文參考 SWAN 使用手
冊(Booij et al[5]，2004)整理如下：
4. 波浪能譜 E(f,θ)之 n 階動差(Mn)：
M n   f n E  f ,  df  d ................... (2)

(LY)、花蓮浮標(HLB)及蘇澳浮標(SAB)
等，各測站位置分布如圖 16~圖 18 所
示。此外，針對東部海岸公路浪襲路段
如臺東之南興段(NX)及多良段(DL)、花
蓮人定勝天紀念碑所在石門段(SM)等，
本文設定的風浪模擬資訊輸出點位，分
別如圖 16 及圖 17 所示。另針對花蓮港
港域靜穩模擬系統開發所需之風浪模擬
資訊輸出點位，如圖 17 所示。
23.0

5. 示性波高(Hs)
H s  4 E0  4 M 0 ........................... (3)
6. 平均週期(Tm 或 Tm02)：零階動差(M0)
與 2 階動差(M2)比值之平方根定義
風浪之平均週期，即
Tm  Tm02  M 0 M 2 ......................... (4)

23.0

TD

22.5

DL

22.5

7. 平均波向
  tan 1  SF CF  .......................... (5)
式中
SF= sinθE f , θ df ．dθ ............ (6)
CF= cosθE f , θ df ．dθ ........... (7)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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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Z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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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121.5

121.5

12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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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 (8)

122.0

圖 16 東南海域小尺度風浪模組輸出點
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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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花蓮海域小尺度風浪模組輸出點
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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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圖 18 蘇澳海域小尺度風浪模組輸出點
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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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部海域風浪模擬作業化模
擬成果
每年夏秋之際，臺灣周圍海域易遭
受颱風侵襲，2019 年氣象局發布的侵臺
颱風警報計有輕度颱風丹娜絲
(DANAS) 、 強 烈 颱 風 利 奇 馬
(LEKIMA)、輕度颱風白鹿(BAILU)及中
度颱風米塔(MITAG)等，上述颱風路徑
分別如圖 19 至圖 22 所示，其中強烈颱
風利奇馬警報時間為 08/07 17:30~08/10
08:30，颱風中心雖然未登陸，但暴風圈
掠過臺灣北部及東北部陸地；輕度颱風
白 鹿 警 報 時 間 為 08/23 05:30~08/25
11:30，颱風中心於屏東滿州附近登陸，
從高雄楠梓附近出海。中度颱風米塔在
菲律賓東方海面生成後向西北移動，朝
臺灣東北部海面前進，警報發布時間為
09/29 08:30~10/01 11:30。

圖 21 2019 年輕度颱風白鹿(BAILU)侵
臺路徑圖(來源：氣象局網站颱風資料庫)

圖 22 2019 年中度颱風米塔(MITAG)侵
臺路徑圖(來源：氣象局網站颱風資料庫)
本文以強烈颱風利奇馬為例，說明
臺灣東部海域小尺度風浪作業化模擬成
果。強烈颱風利奇馬於 8 月 3 日發展成
熱帶低氣壓，8 月 5 日成為輕度颱風，
至 8 月 8 日成為強烈颱風，颱風警報時
間發布時間為 08/07 17:30，解除警報時
間為 08/10 08:30，侵臺日期為 8 月 9 日。

圖 19 2019 年輕度颱風丹娜絲(DANAS)
侵臺路徑圖(來源：氣象局網站颱風資料庫)

3.1 花蓮海域小尺度風浪模擬成果
本文選取 8 月 7 日 00 時花蓮海域小
尺度風浪示性波高模擬結果與氣象局波
浪預報結果(6 日 12 時 UTC)、觀測資料
比對，如圖 23 及圖 24 所示，圖中本文
模擬值之預報長度為 48 小時，CWB 預
報資料長度為 84 小時。圖 23 顯示在風
場預報時間相同情況下，本文 AWAC 測
站之示性波高模擬值與氣象局預報值之
模擬趨勢高度相似，但氣象局預報值明

圖 20 2019 年強烈颱風利奇馬(LEKIMA)
侵臺路徑圖(來源：氣象局網站颱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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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高於本文模擬值；與觀測值比對結果
顯示，前 24 小時本文示性波高預報值低
於觀測值，36~48 小時本文預報值轉為
高於觀測值。圖 24 浮標測站比對結果顯
示，氣象局預報值仍普遍大於本文模擬
值，二者模擬趨勢之相似性明顯不如
AWAC 測站模擬結果。

此外，每報之間前 36 小時預報值差
異較不明顯，亦即代表預報趨勢偏差較
大時段通常發生於 36 時以後。類似的情
況同樣出現在花蓮浮標測站示性波高模
擬，如圖 29 及圖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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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花蓮海域浮標測站波高模擬值與
氣象局預報值、觀測值之比較
圖 25 及圖 26 為本文 8 月 9 日 18
日預報結果與氣象局預報值(9 日 06 時
UTC)、觀測值之比對，同樣顯示 AWAC
測站本文與氣象局預報趨勢相似性高於
浮標測站預報結果，以及氣象局預報值
普遍大於本文模擬值等特性。
本文另針對 7 及 8 日每日四報風浪
預報階段(6~48 時)，選取花蓮港 AWAC
測站示性波高模擬結果與觀測值比較，
如圖 27 及圖 28 所示，其中每日 00 時預
報結果等同港研中心 TaiCOMS 每日一報
預報階段。圖 27 顯示本文在 7 日 06 時
第二報時，因氣象局及時修正颱風侵臺
期間預報風場而修正颱風侵臺期間示性
波高預報值，縮小預報值與觀測值間誤
差。因此每日四報作業方式不僅可以提
昇預報資訊更新速度，同時可以達到改
善預報資訊之準確性及參考性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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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蘇澳海域小尺度風浪模擬成果
8.0

本文同樣選取 8 月 7 日 0 時蘇澳海
域小尺度風浪示性波高模擬結果與氣象
局波浪預報結果(6 日 12 時 UTC)、觀測
資料比對，如圖 31 及圖 32 所示。比對
結果呈現 AWAC 與浮標兩測站之預報值
及觀測值大小及變化均相當類似，颱風
期間本文與氣象局預報值均明顯高於觀
測值。圖 33 及圖 34 為本文 8 月 9 日 18
日預報結果與氣象局預報值(9 日 06 時
UTC)、觀測值之比對，結果呈現 AWAC
測站本文模擬值低於氣象局預報值及觀
測值；浮標測站本文模擬值與氣象局預
報值極為近似，與觀測值大小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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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蘇澳海域浮標測站波高模擬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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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7 及 8 日每日四報風浪預報階
段，本文同樣選取蘇澳港 AWAC 及浮標
測站之示性波高模擬結果與觀測值比
較，如圖 35~圖 38 所示，同樣呈現本文
在 AWAC 及浮標兩測站預報值大小及變
化趨勢均相當近似。其中 7 日四次預報
結果顯示，颱風侵臺期間(8 日 6 時~)示
性波高預報值的修正相當顯著；直至 8
日以後，四次預報結果颱風期間示性波
高預報值才趨近於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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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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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臺灣東部海域風浪模擬提
出每日四報作業化模擬方式，每報風浪
模擬預報時間長度為 54 時，其中其 6
小時屬於追算模擬階段，後 48 小時於預
報模擬階段。本文參照 TaiCOMS 作業化
組合風壓場組成構架建構作業化風壓
場，可確保每日四報第一報採用的組合
風壓場(0~54 時)等同 TaiCOMS 每日作
業化組合風壓場(17~72 時)，將有助於縮
短兩作業系統更替之過渡期。
針對 2019 年強烈颱風利奇馬侵臺
期間風浪作業化模擬成果，本文採用
AWAC 及浮標觀測資料、氣象局風浪預
報資料進行校驗。對東部海域而言，氣
象局預報值普遍高於本文模擬值之現
象，應與兩系統採用的預報風場不同有
關。此外，本文每日四報作業方式不僅
提昇預報資訊更新速度，同時達到改善
預報資訊之準確性及參考性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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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模擬中彰海域設置群樁之漂沙變化
傅怡釧
張君名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丹麥水利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摘要

二、中彰海域底床粒徑調查

本研究為了解風機群樁設置於臺
中、彰化海域後對局部海域漂沙運動影
響，使用丹麥水利研究所(DHI)開發之二
維數值分析軟體(MIKE 21)，結合水動
力、波浪及沙傳輸等 3 類模組，建置適
用臺中、彰化海域地形變遷模式，模式
考量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河
川流量提供海域漂沙沙源，利用波浪、
潮流觀測資料驗證模式合理性以推估此
海域地形侵淤特性後，再進一步探討模
擬中彰海域設置群樁，經冬季、夏季及
颱風情境後之漂沙變化情形。

中彰海域近年辦理底床粒徑調查相
關研究報告，本所於民國 92 年，在臺中
港北防沙堤北側採樣的粒徑分析結果，
中值粒徑(D50)為 0.24 mm;成功大學水
工試驗所調查南側彰濱工業區海域的底
質粒徑結果，海域-15 m 處至 0 m 水深
線間的中值粒徑(D50)大約介於 0.2mm
~ 0.25mm。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於
103 年~105 年辦理臺中海岸基本資料調
查，其海岸底質冬季、夏季調查結果，
水深在 0m、3m、6m、10m 處，底床中
值粒徑(D 50 )從近岸屬級配良好之中礫
石，隨水深變深變成均勻細砂(0.135mm
~0.273mm);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於
103 年~105 年辦理彰化海岸基本資料調
查，其海岸底質冬季(104 年 4 月)、夏季
(104 年 9 月)調查結果得知中值粒徑(D50)
以 0.2mm 細砂居多。

一、前言
臺灣臺中、彰化海域(以下簡稱中彰
海域)位於臺灣海峽中段位置，而臺灣海
峽處於臺灣與大陸之間，傳遞至臺灣中
部海域的風、浪及流均受限於兩岸陸地
限制或受中央山脈地形影響，使得海象
狀況較其他直接面對大洋之海域更為複
雜，且自 107 年度經濟部通過審核之離
岸風場大部分集中於中彰海域，未來將
豎立數百支風機群樁，不間斷運轉以提
供風能，中彰海域勢必成為船舶航行與
綠能發電並行之活絡海域。
為了解數百支風機群樁對中彰海域
產生之漂沙運動情形，本研究參考其他
相關計畫對此海域底床粒徑調查資料，
建置中彰海域地形變遷數值模式(以下
簡稱:地形變遷模式)，並進一步探討模擬
設置群樁後之漂沙變化。

三、數值模式建立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簡稱港研中心)使用丹麥水利研究所
(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DHI) 研發
之 MIKE 21 數值分析軟體，於 107 年底
初步完成西北太平洋風浪及水動力等 2
數值模式(大域數值模式)。本研究則針
對中彰海域範圍，結合 MIKE 21 軟體內
水動力(HD)、波浪(SW)及沙傳輸(ST)等
3 類模組，建置地形變遷模式(屬局部數
值模式)，其利用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及
西北太平洋水動力模式模擬之資料，作
為地形變遷模式之波浪、水動力模組內
的邊界輸入資料。以下先簡介西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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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及水動力模式，再說明本研究創建之
地形變遷模式。

表 1 模式水深資料彙整
項
次

3.1 簡介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及西北
太平洋水動力模式
本研究團隊於 107 年度採用 DHI 研
發之 MIKE 21 數值模擬軟體，使用表 1
所列各項地形水深資料，建置西北太平
洋模型(大域模型)，其範圍由東經 105°
至 150°、北緯 5°至 40°，共 6,111 個節
點及 10,533 個三角形元素，模型邊界網
格大小約 1°，如圖 1 所示，並以此模型
導入至波浪(SW)及水動力(HD)等 2 模
組，各自建立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及西
北太平洋水動力模式等 2 類大域模式。
模式使用之 104 年風場資料均為中
央氣象局第四代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區
域模式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
ecasting)風場 M00 成員之第一層數值預
報資料，擷取其每次發布之第 5 至 11
時、共計 6 小時之風、氣壓場，拼接組
合成模式所需之 2 維平面風、氣壓場格
式資料，作為模式的驅動力。
邊界條件設定部分，在西北太平洋
風浪模式分成二種邊界形式，一為陸域
邊界，其不考慮入射波浪的能量通量；
另一為海域邊界，海域邊界均設定為封
閉邊界，即外部無波浪能量進入模式
內，內部波浪能量向外擴至邊界時則完
全被邊界吸收;至於西北太平洋水動力
模式，邊界水位則採用 MIKE 21 提供之
全球潮汐模式資料庫(解析度為 0.125
度)，取出與模型範圍邊界上對應之潮汐
水位時間序列做為模式邊界輸入水位。
初始條件設定部分，西北太平洋風
浪模式初始條件由 JONSWAP 經驗譜公
式給定，西北太平洋水動力模式水位初
始值均設 0m。藉由上述風、氣壓場資料
及水位、波浪邊界及初始條件設定，分
別執行西北太平洋風浪及水動力模擬工
作。

區域範圍

水深資料

資料來源

1

梧棲漁港

92 年刊行之海軍水道
圖(臺中港)

2

臺中港域

106 年港域測深資料

臺中港務公司

103 年 10 月海域測深
資料
103 年 10 月海域測深
資料
21-26ºN, 119-123ºE
200m 網格水深

水利署第三河
川局
水利署第四河
川局
台灣海洋科技
研究中心

3

臺中沿岸

4

彰化王功沿岸 8
km

5

臺灣周圍海域

6

臺灣外海海域

ETOPO1

7

上述地區以外之
模式範圍

ETOPO5

海軍大氣海洋
局

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署

圖 1 西北太平洋模型範圍示意圖

3.2 中彰海域地形變遷模式
為掌握中彰海域設置群樁後對局部
區域海氣象、漂沙變化情形，使用表 1 之
第 1~5 項水深資料，創建中彰海域模型。
其模型範圍涵括臺中、彰化沿岸及向外海
80 公里範圍，網格共計 2,012,550 個節點
及 401,030 個三角形元素，如圖 2 所示。
為凸顯臺中、彰化沿岸及離岸風電潛力
場址及示範場址區域各海象物理量變
化，前述區域範圍網格較小，網格大小
邊長約 40~50 公尺，其餘範圍模型網格
大小則長約 3 公里，如圖 3 所示。
以圖 2 模型導入模式內，再結合波
浪(SW)、水動力(HD)、沙傳輸(ST)等 3
模組，建置本研究地形變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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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推估輸沙量時間，模式整體架構流程
圖如圖 4，各模組間以耦合計算方式，
即計算當時刻波浪、流場，進而推估當
時刻輸沙率表，並更新地形水深資料，
如此反覆運算直至模擬時間終了。

3.2.1 地形變遷模式輸入條件
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地形變遷模式
風、氣壓場資料及各模組參數設定。
1. 風、氣壓場資料
模式執行時間大都以 104 年度冬、
夏季及颱風為主，風、氣壓場使用中央
氣象局第四代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區域
模式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
asting)M00 成員之第三層數值預報資料
(WA03)，網格解析度約 5km。
另模式執行 108 年利奇馬颱風時
期，則使用 WRF 風場 M05 之第二層數
值預報資料，網格解析度約 3km。前述
2 類預報資料均擷取前 6 小時風、氣壓
場，拼接組合成模式所需之 2 維平面
風、氣壓場格式資料做為地形變遷模式
之驅動力。

圖 2 中彰海域模型示意圖

圖 3 中彰海域模型-臺中及彰化沿岸段

2. 波浪模組
波浪模組選用全譜方程式，基於波
浪守恆理論，模擬波浪在各種外力作用
下之波能變化;在波浪頻率方面，最小頻
率採 0.055Hz，並以 1.1 倍參數的指數型
式分割成 25 個頻率帶；在角度領域方
面，以 22.5 度為 1 個角度單位，共計分
割成 16 個方向角。風浪能量消散機制則
考量 4 個波波非線性交互作用、碎波效
應、底床摩擦、白帽耗散等物理機制。
波浪初始條件由經驗譜 JONSWAP
公式給定，各個時間水位、流場資料則
由執行地形變遷模式之水動力模組計算
結果提供，至於邊界條件共分成二種邊
界形式，一為陸域邊界，其不考慮入射
波浪的能量通量；另一為海域邊界，海
域邊界則輸入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模擬
之波浪條件資料作為其邊界資料，模組
各參數設定整理列如表 2 所示。

地形變遷模式除了使用 3.1 節所述
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及西北太平洋水動
力模式之模擬資料導入做為波浪、水動
力模組的邊界輸入資料，另依據中彰海
域海象特性，先行建置輸沙率表(Q3D)
以節省模式推估輸沙量時間，模式整體
架構流程圖如圖 4，各模組間以耦合計
算方式，計算當時刻波浪、流場，進而
推估當時刻輸沙率表，並更新地形水深
資料，反覆運算直至模擬時間終了。
圖 4 地形變遷模式架構流程圖
地形變遷模式除了導入 3.1 節西北
太平洋風浪模式及西北太平洋水動力模
式之模擬資料做為其波浪、水動力模組
的邊界輸入資料，另依據中彰海域海象
特性，先行建置輸沙率表(Q3D)以解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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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動力模組
水動力模組可同時考慮底床摩擦、
科氏力、風、大氣壓力、潮汐水位變化、
輻射應力等因素，以模擬潮位變化與流
場流況。本研究考慮河川入流至臺中、
彰化海域時帶入之輸沙量，除了提供海
域漂沙沙源，海域底床亦隨河川輸沙量
而產生變化，爰引用經濟部水利署 107
年出版水文年報，統計 51 年大安溪、大
甲溪、烏溪及濁水溪河川流量資料，取
其 1 月、2 月及 7 月、8 月之月平均河川
流量資料，作為模式冬、夏季期間河川
流量輸入資料列如表 3;至於模式執行期
間各時刻的波浪輻射應力由 3.2.1 節所
述之波浪模組計算值給定，邊界條件則
由 3.1 節西北太平洋水動力模式模擬之
水位資料作為其邊界輸入資料，模組各
參數設定整理列如表 4 所示。

表 2 地形變遷模式之波浪模組參數

3.

模組參數

參數設定或輸入值

頻率譜

頻率譜的離散:採用對數分布
𝑓1 = 𝑓0 𝐶 𝑛 , n=1,2,3……..
其中𝑓0 為最小頻率，預設
0.055Hz

角度領域

0º ~360º、Δθ=22.5º

碎波指標

γ=0.8

底床摩擦

kN=0.04m

白帽耗散

Cds=4.5、δds=0.5

水位、流場
邊界條件

由地形變遷模式之水動力模組
提供
由西北太平洋風浪模式提供波
浪示性波高、譜峰周期、波向、
DSD 指數

表 3 研究區域河川流量站統計彙整表

4. 沙傳輸模組
考慮海岸漂沙因素，模組選擇波流
交互作用之計算方式，即在進行本計算
前，先將可能發生之流速、波浪條件(波
高、週期、波向)及計畫區域的中值粒
徑，先製作出在此特性範圍內對應之輸
沙率表(Q3D)，使得沙傳輸模組計算時可
迅速查詢在任何水動力、波浪條件之下
所對應之輸沙率以節省計算輸沙率時
間。基於歷年對於中彰海域現場粒徑調
查研究結果，模組中值粒徑設定 0.2m
m，另河川流量帶入之輸砂量，除了提
供海岸漂沙之沙源亦有影響底床變動之
效應，參考上述水文年報 106-107 年調
查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等 4
中央管河川之冬季平均懸浮載資料(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及夏季平均懸浮
載資料(107 年 6 月至 8 月)，進而推估
冬、夏季期間河川出海口處的底床變動
率並列入模組計算參數考量，模組各參
數設定整理列如表 5 所示。

流量單位:C.M.S。
51 年

大安溪/ 大甲溪/

烏溪/

濁水溪/

統計量

義里

龍安橋

大肚橋

溪州大橋

1月

4.80

11.33

105.92

17.72

2月

11.05

12.17

49.15

12.76

7月

41.32

42.99

184.41

285.41

8月

57.48

20.68

216.78

324.0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文年報,2018，本研究彙整。

表 4 地形變遷模式之水動力模組參數
模組參數

參數設定或輸入值

紊流渦度係數

0.028

底床磨擦係數

36 𝑚1/3 /𝑠

風摩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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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55 (if 7m/s 以下)
0.002425 (if 25m/s 以上)

波浪輻射應力

地形變遷模式之波浪模組
提供輻射應力資料

邊界條件

西北太平洋水動力模式提
供邊界水位資料

表 5 地形變遷模式之沙傳輸模組參數

3.2.3 中彰海域現況漂沙模擬結果

模組參數

參數設定或輸入值

模式形式

波流交互作用

在考慮河川入流提供海域漂沙沙源
因素下，地形變遷模式模擬中彰海域現
況漂沙模擬結果，以下分別以冬季期
間、夏季期間及蘇迪勒颱風期間作說
明，圖上紅色代表底床淤積量、藍色代
表底床侵蝕量。

作用力:
波浪場

底床變動率
(a*10-6m/日)

邊界條件

由地形變遷模式之波浪模組提
供各時刻的波浪示性波高、譜
峰周期、波向
冬季模擬:
大安溪 a=0.30
大甲溪 a=0.16
烏 溪 a=0.9
濁水溪 a=0.87

夏季模擬:
大安溪 a=1.1
大甲溪 a=2.6
烏 溪 a=2.0
濁水溪 a=12

1. 冬季期間，現況海域底床侵淤情形
模擬 104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
經冬季季風影響後，底床侵淤情形如圖
6、圖 7 所示(模擬圖展示時間為 2 月 18
日 0 時)。

輸沙量能量梯度均為零

3.2.2 地形變遷模式之波浪及水動力模
擬結果驗證
為驗證地形變遷模式模擬推估波
浪、潮流之合理性，選取本所港研中心
設置臺中港北防波堤波流觀測站(TC)、
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之彰濱浮標(CH
3)做為波浪模擬結果驗證測站;本所港研
中心臺中港北防波堤波流觀測站(TC)則
進行潮位、流速、流向驗證，測站位置
如圖 5 所示，再以冬季期間、夏季期間
及颱風期間做為模擬時間，相關驗證結
果及誤差分析請參閱傅(2020)「中彰海
域波流數值推算研究」。

圖 6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冬季)

圖 7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冬季，中彰沿
岸段)

圖 5 驗證測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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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為退潮時間，整體流速由北往
南流、近岸流場向離岸方向流，比對兩
圖可知底床呈現侵淤互現情形，近岸以
海埔新生地、海堤、港灣構造物及各河
川出海口附近變動最明顯，其中臺中港
北防波堤堤頭及台中港域呈現偏侵蝕情
形。

現侵淤互現情形，彰化沿岸模擬結果與
冬季案例相比，底床以侵蝕為傾向，另
臺中港北防波堤南側及臺中港域呈現淤
積傾向，推測漂沙由南往北、遇防波堤
沉積下來，且夏季河川流量及輸沙量均
較冬季多。
3. 颱風期間，現況海域底床侵淤情形
模擬 2015 年 8 月 6 日~8 月 11 日、
經蘇迪勒颱風影響後，底床侵淤情形如
圖 10、圖 11 所示(時間 8 月 11 日 0 時)。

2. 夏季期間，現況海域底床侵淤情形
模擬 104 年 7 月 10 日~8 月 6 日、
經夏季季風影響後，底床侵淤情形如圖
8、圖 9 所示(模擬圖展示時間為 8 月 6
日 0 時)。

圖 10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蘇迪勒)
圖 8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夏季)

圖 11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蘇迪勒，中
彰沿岸段)
此時為退潮時間，整體流速由北往
南流、近岸流場向離岸方向流，底床呈
現侵淤互現較夏季案例更為明顯，臺中

圖 9 現況海域底床侵淤圖(夏季，中彰沿
岸段)
此時為漲潮時間，整體流速由南往
北流、近岸流場向岸邊方向流，底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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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防波堤南側及臺中港域仍以偏淤積
為傾向。

四、風機群樁情境模擬
雖然經濟部於 107 年 1 月 18 日公告
「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量分配作業
要點」
，採「先遴選、後競價」原則進行
分配，並於 4 月 30 日公開遴選結果，計
有 7 家業者(10 個離岸風場)獲選，總分
配容量達 3,836 MW，但本研究為能全
面性考量風機群樁布設於臺中、彰化海
域之漂沙變化情形，爰將位屬臺中、彰
化海域之離岸風電場址(含示範風場)，
一併納入地形變遷模式，模擬所有風場
均設置風機群樁後對中彰海域的影響。

圖 12

17 個風電場址及群樁分布圖

4.2 季風及颱風期間情境模擬結果
本節模擬中彰海域設置 4,152 支風
機群樁後，經過冬季、夏季及蘇迪勒颱
風影響後的波浪、水動力及漂沙結果，
再比較中彰海域風機群樁設置前(現
況)、後之示性波高、底床變化情形並輸
出 6 段空間剖面圖查看，以此評估風機
群設置完成後對海域、近岸環境及臺中
港影響，輸出空間剖面位置如圖 12 所示
(Line1~Line6)。

4.1 模式內離岸風電場址及群樁配置
本研究模式探討之風電場址計有福
海一號、福海二號、台電第一期、西島、
海鼎一號(編號 11)、大彰化西北(編號 1
2)、大彰化東北(編號 13)、大彰化西南(編
號 14)、大彰化東南(編號 15)、海鼎二號
(編號 16)、海鼎三號(編號 17)、海龍三
號(編號 18)、海龍二號(編號 19)、台電
第二期(編號 26)、彰芳(編號 27)、海峽(編
號 28)及中能(編號 29)等 17 個離岸風
場。參閱前述 17 個離岸風電場之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各離岸風電開
發商已完成調查開發海域地質條件，經
評估地質及工程技術可行性後，規劃風
機基礎型式均以套筒(JACKET)型式為
主，即 1 座風機具 4 支基樁，基樁為直
徑約 3m 鋼管樁，樁與樁間距 20m。
為盡可能探討設置風機群樁後對中
彰海域環境衝擊，本研究選取各離岸風
場規劃配置最多風機數方案，因此，17
個離岸風電場址有 1,038 座風機，即在
地形變遷模式內配置 4,152 支風基樁，
如圖 12 所示，圖上白點代表風機基樁。

4.2.1 冬季期間，設置群樁後之波浪、水
動力及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1. 波浪改變情形
模擬冬季期間中彰海域設置群樁前
(現況)、後之整體海域示性波高改變情
形，如圖 13 所示，計算群樁設置後之示
性波高最大下降量為 0.297m、波高最大
增加量為 0.046m， 整體示性波高平均
改變情形為下降 0.01 m;輸出中彰海域 6
空間剖面波浪運動情形，其中僅 Line3
及 Line6 在部分區段有波高略降、再回
升情形，如圖 14 所示，圖上紅色線代表
現況海域波浪運動情形、綠色線代表設
置群樁後海域波浪運動情形，其餘空間
剖面比對結果近乎重疊，表示設置群樁
前、後之波浪運動幾乎相似、無變化，
且由圖 13、圖 14 可知，波浪僅於風機
群周圍發生改變(略降)但不明顯，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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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至臺中港域時改變量接近 0 m，再
比對臺中港波浪模擬情形結果，臺中港
示性波高、譜峰週期及波向於群樁設置
前、後模擬結果幾乎無差異，顯示 17
個離岸風電場址全部風機群設置完成後
對整體海域波浪影響範圍有限。

遭(場址外)流速有回升現象，因退潮時
流速由北向南流，在通過多處離岸風電
場址後，流速呈現降低趨勢;漲潮時，雖
在風電場址區域有增加，尤其經過風機
群樁時更有局部增長情形，但離開風電
場址區域外則流速減緩，使得流速在離
岸風場間之航道會降低。但整體海域流
速於群樁設置前後的差異變動大小大致
約在 0.015m/s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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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設置群樁前後，示性波高空間改變
情形(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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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設置群樁前後之模擬流場流速差
異結果(冬季/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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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設置群樁前後，Line3~Line6波浪
運動比對情形(冬季)
2. 流場差異情形
模擬冬季期間，中彰海域設置群樁
前(現況)、後之流場，選擇退潮及漲潮
等 2 時間點，比較和討論群樁設置前後
對流場之差異性，如圖 15 及圖 16 所示。
由圖可知，設置群樁後，退潮時，流速
在風電場址區域降低且較不穩定，但周

圖 16 設置群樁前後之流場模擬流速差
異結果(冬季/漲潮)
再比較設置群樁前、後之臺中港潮
位、流場模擬情形結果，潮位、流速及
流向結果幾乎無差異，顯示中彰海域設
置群樁後對臺中港域附近幾乎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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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比較設置群樁前(現況)、後之底床
侵淤改變情形，如圖 17、圖 18 所示，
圖中紅色代表底床淤積量、藍色代表底
床侵蝕量。由圖 17 計算整體中彰海域平
均底床變化增加量小於 0.0001m，此計
算結果皆在量測精度範圍外，在物理意
義上已無實際影響差異;另在離岸風電
場址有侵淤互現之變化情形，尤以中彰
近岸海域更明顯，但在中彰近岸往外靠
外海處則偏向淤積傾向，如圖 18 所示。
底床傾向淤積最明顯處發生在彰濱工業
區附近海域;底床傾向侵蝕最明顯處發
生在彰化近岸海域接近濁水溪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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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
形(冬季，中彰沿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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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
形(冬季)
輸出設置群樁後模式 6 空間剖面之
底床變化與現況底床變化做比較，如圖
19 所示，僅在靠近彰化王功沿岸(Line3)
有傾向淤積及傾向侵蝕之變化情形，在
臺中北防沙堤至北防波堤間(Line4)，近
北防沙堤區域底床傾向淤積之變化情
形，彰化沿岸(烏溪至濁水溪間，Line6)
則是近烏溪出海口附近及近濁水溪出海
口附近之底床有增加淤積之變化情形，
其餘區域底床剖面無明顯變化，即離岸
風電場址區域底床大致無變化，圖 19
藍色線代表設置群樁前(現況)海域底
床、紅色線代表設置群樁後海域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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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冬季期間，中彰海域在群樁設置前、
後 Line3~Line6 比較圖
4.2.2 夏季期間，設置群樁後之波浪、水
動力及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1. 波浪改變情形
模擬夏季期間中彰海域設置群樁前
(現況)、後之整體海域示性波高改變情
形，如圖 20 所示，計算群樁設置後之示
性波高最大下降量為 0.0185m，波高最
大增加量為 0.0733m，整體示性波高平
均改變情形為下降 0.006 m，且波高傳
遞至臺中港域時改變量已近似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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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可知設置群樁後，波浪運動至風電場
址區域時(Line1~Line3)，示性波高有略
微降低;由臺中港北防沙堤至北防波堤
間(Line4)、北防波堤至工業專區Ⅱ間(即
預定興建外擴堤區域，Line5)之波浪空
間運動情形，可知波高傳遞至臺中港域
時，幾乎接近現況(設置群樁前)，彰化
沿岸(Lin6)因鄰近風電場址，設置風機群
後波浪運動情形亦有微幅下降情形，但
整體波高運動情形仍與現況模擬結果近
似。
再比對臺中港(TC)測站及彰濱浮標
(CH3)測站示性波高、譜峰週期及波向於
風機群樁設置前、後模擬結果，兩觀測
站示性波高、譜峰週期及波向幾乎無差
異。爰設置風機群後，波浪經過風機群
時，波高雖會呈現降低傾向但僅局部變
化，通過風機群後即逐漸回復，表示 17
個離岸風電場址全部設置群樁後對整體
海域影響範圍仍有限。

圖 20 設置群樁前後，示性波高空間改變
情形(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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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場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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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夏季期間，中彰海域設置群樁
前(現況)、後之流場，選擇退潮及漲潮
等 2 時間點，比較和討論群樁設置前後
對流場之差異性，如圖 22、圖 23 所示。
由圖可知，設置風機群後，流速在退潮
時雖在風電場址區域有增加，尤其經過
風機群樁時更有局部增長情形，但離開
風電場址區域時流速降低，隨著退、漲
潮時刻，流速由北向南改為南向北流，
在離岸風電場址變化也由局部增長變成
局部降低趨勢，但流速在群樁設置前後
的差異變動大小約仍在 0.01m/s 範圍內。
再比較設置群樁前後之臺中港潮
位、流場模擬情形結果，潮位、流速及
圖 21 夏季期間，中彰海域在群樁設置前、 流向結果幾乎無差異，顯示中彰海域設
置群樁對臺中港域附近幾乎無影響。
後之 6 剖面底床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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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中彰海域 6 空間剖面波浪運動
情形，如圖 21 所示，圖上紅色線代表設
置群樁前(現況)海域波浪運動情形、綠
色線代表設置群樁後波浪運動情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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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場址區域及臺中、彰化沿岸、臺中
港區域底床影響甚小。

圖 22 設置群樁前後之模擬流場流速差
異結果(夏季/退潮)
圖 24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
形(夏季)

圖 23 設置群樁前後之模擬流場流速差
異結果(夏季/漲潮)
3. 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比較設置群樁前(現況)、後之底床
侵淤改變情形，如圖 24、圖 25 所示，
圖中紅色代表底床淤積量、藍色代表底
床侵蝕量。計算整體中彰海域平均底床
變化為增加量小於 0.0001m，底床淤積
最大量及侵淤最大量均小於 0.0001m，
此底床變化數值計算結果皆在量測精度
範圍外，在物理意義上已無實際影響差
異;另在離岸風電場址區域，侵淤變化情
形與冬季案例相比有較明顯差異。
輸出設置群樁後模式 6 空間剖面之
底床變化與現況底床變化比較，底床幾
乎無變化，顯示設置群樁後，雖較現況
海域仍有侵淤變化，但變化小，對離岸

圖 25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
形(夏季，中彰沿岸段)

4.2.3 颱風期間，設置群樁後之波浪、水
動力及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1. 波浪改變情形
模擬蘇迪勒颱風期間，中彰海域設
置群樁前(現況)、後之整體海域示性波
高改變情形，如圖 26 所示，計算群樁設
置後之示性波高最大下降量為 0.19m、
波高最大增加量為 0.183m，示性波高平
均改變情形為下降 0.008m，且波高傳遞
至臺中港域時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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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3)，示性波高有些微降低;變化以臺
中港北防沙堤至北防波堤間(Line4)、彰
化沿岸(Lin6)示性波高較其他剖面明
顯，但仍僅是微幅變化，可知波高傳遞
至臺中港域時，雖略降低但仍幾乎接近
現況(設置群樁前)，整體波高運動情形
仍與現況模擬結果近似。再比對臺中港
(TC)測站及彰濱浮標(CH3)測站之示性
波高、譜峰週期及波向於風機群樁設置
前、後模擬結果，兩觀測站示性波高、
譜峰週期及波向幾乎無差異。爰設置群
樁後，波浪經過風機群時，波高雖會呈
現降低傾向但僅局部變化，通過風機群
後即逐漸回復，即表示 17 個離岸風電場
址全部設置群樁後，即使遇到颱風，對
整體海域影響範圍仍有限。

圖 26 設置群樁前後，示性波高空間改變
情形(蘇迪勒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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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場差異情形
模擬蘇迪勒颱風期間，中彰海域設
置群樁前(現況)、後之流場，選擇退潮
及漲潮等 2 時間點，比較和討論群樁設
置前後對流場之差異性，如圖 28、圖 2
9 所示。由圖可知，在群樁設置後，退
潮時流速在離岸風電場址區域較現況
低，直至漲潮時流速降低趨勢減緩，但
在離岸風場址外，降低之流速均有回升
情形，整體空間流速在風機群設置前後
的差異變動大小均約在 0.01m/s 範圍
內。再比較設置群樁前、後，臺中港潮
位、流場模擬情形結果可知，設置群樁
後臺中港於颱風期間之潮位、流速及流
向模擬與現況模擬結果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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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漂沙引致底床變化情形
比較設置群樁前(現況)、後之底床
侵淤改變情形，如圖 30、圖 31 所示，
圖中紅色代表底床淤積量、藍色代表底
床侵蝕量。計算整體中彰海域平均底床
變化為增加 0.01 m，颱風時期案例底床
變化較冬、夏季案例還顯著，且比對 6
空間剖面底床，離岸風電場址區域及彰
化沿岸底床幾乎無變化，僅臺中港北防
沙堤至北防波堤間(Line4)，靠近北防波
堤之底床有侵蝕傾向，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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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設置群樁前後，6 空間剖面波浪運
動比對情形(蘇迪勒颱風)
輸出中彰海域 6 空間剖面波浪運動
情形，如圖 27 所示，顯示設置群樁後，
波浪運動至離岸風電場址區域時(Li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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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設置群樁前後之模擬流場流速差
異結果(蘇迪勒/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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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形
(蘇迪勒，中彰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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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蘇迪勒颱風期間，中彰海域在群樁
設置前、後 Line4~Line6 剖面底床
比較圖

圖 29 設置群樁前後之模擬流場流速差
異結果(蘇迪勒/漲潮)

五、結論
為能確實反應離岸風電場址(深水
區域)及臺中、彰化鄰近海域(淺水區域)
漂沙情形並考量數值計算時效，在本所
107 年度建置大尺度的西北太平洋風浪
及水動力模式的研究成果基礎上，108
年度再行創建尺度較小、網格更細且波
浪、水動力及漂沙耦合計算之中彰海域
地形變遷模式，以提供中彰海域更細緻
海象及地貌變化資料。
本研究地形變遷模式進行冬季、夏
季及蘇迪勒颱風期間之中彰海域現況模

圖 30 設置群樁前後，底床侵淤變化情
形(蘇迪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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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部能源局，風力發電 4 年推動
計畫，2017 年。
7. 海峽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海峽
離岸風力發電計畫(27 號風場)環境
影響說明書(第二次修訂本)，2017
年。
8. 海峽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海峽
離岸風力發電計畫(28 號風場)環境
影響說明書(第二次修訂本)，2017
年。
9. 福芳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彰化福芳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第二次修訂本)，2017 年。
10. 台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
計畫可行性研究，2018 年。
11.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福海離
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期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申請施
工期間暫時停止環境監測計畫)，
2018 年。
12. 海鼎一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
處，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 1 號風場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2018
年。
13. 海鼎二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
處，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 2 號風場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2018
年。
14. 海鼎三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
處，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 3 號風場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2018
年。
15. 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
公司籌備處，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修訂
本)，2018 年。
16. 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
公司籌備處，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修訂
本)，2018 年。
17. 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
公司籌備處，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8 年。
18. 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
公司籌備處，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8 年。
19. 西島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2018 年。

擬，其模擬結果底床在離岸風電場、中
彰海域沿岸呈現侵淤互現情形，尤以海
埔新生地、海堤、港灣構造物及河川出
海口處之底床變動較為明顯，其中河川
出海口底床變動明顯主要來自模式有考
量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河川
提供季節性入流量及輸砂量做為海域漂
沙沙源因素。彰化沿岸於夏季期間模擬
結果底床變化以偏侵蝕為傾向(與冬季
案例相比)，另經夏季、蘇迪勒颱風期間
模擬結果顯示，臺中港北防波堤南側及
臺中港域呈現以淤積為傾向。
本研究完成模擬中彰海域 17 個離
岸風電場址設置群樁後之情境模擬，與
現況(未設群樁)模擬結果相比，群樁設
置後僅於離岸風電場址發生局部波高下
降、流速降低或升高情形，但影響範圍
有限，波浪、海流至臺中港域範圍已幾
乎與現況模擬結果無差異，底床變化僅
在冬季模擬案例有平均增加 0.01m，其
餘模擬案例底床變化量甚小。
在臺中、彰化沿岸區域本有長期性
侵淤變化情形，後續可針對臺中港域及
未來臺中港擴港，建置網格尺度更細緻
之模式，探討其中、長期地形變遷。另
本研究建置模式尚未考量風場受離岸風
電群樁之影響，後續仍有待相關研究評
估。

六、參考文獻
1. 傅怡釧、陳鈞彥、張君名，「中彰海
域波流數值推算研究」，港灣季刊，
第 116 期，2020 年，43-52 頁。
2. 林柏青，「碎波帶漂沙與波動特性研
究」，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
士論文，2003 年。
3.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彰化海岸
防護基本資料調查(2/2)，2014 年。
4.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海岸
基本資料調查(2/2)，2015 年。
5. 台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15。

63

20. 彰芳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彰化彰芳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2018 年。
21. 中能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中能
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8 年。
22. 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2018 年。
23. 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電推動現況與
展望，2019 年。
24. 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 Spectral
Wave Module Scientific Document
ation, 2012.
25. 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 Hydrody
namic and Transport Module Scienti
fic Documentation, 2012.
26. 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Sand Tra
nsport Module Scientific Documenta
tion, 2012.

64

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李俊穎
劉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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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工程師
近年來陸續發生海上航行安全事件，99
年 8 月 8 日海洋拉拉從澎湖馬公載運三
百多名旅客回臺中港，因為十級風浪，
船艏不敵兩小時風浪拍擊而破裂粉碎，
船長發出緊急求救信號求救，所幸此事
最後沒有擴大成為船難。100 年 6 月 11
日外圍環流帶來的強浪，讓航行於嘉義
布袋至馬公的百麗輪，在布袋港外海遭
逢強浪，加上船速太快，造成船身劇烈
震盪，船隻上下震盪約 50 公分，造成 2
1 名乘客及兩名船員受傷。103 年 10 月
10 日載有 45 人隸屬國家海洋研究院臺
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的海研 5 號研究
船，晚間 9 時 30 分在澎湖縣湖西鄉龍門
外海觸礁沉沒，顯示出海上運輸所存在
的風險確實不容小觑其航安重要性。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達 1193 公
里，位處國際航道要衝，周遭海域船舶
活動頻繁，政府近年來也一再以「海洋
立國」為口號，加上配合交通部提高海
上運輸效能，建立藍色公路之政策以強
化本島與離島間船舶航行安全，因此臺
灣海域海氣象環境資料及相關資訊之完
整獲得與提供相當重要，也有必要建置
適用於各港務單位之查詢展示系統，以
期能在海象狀況惡劣下，能快速得知海
氣象變化，並降低船難發生的事件。本
所港研中心於 92 年整合本所海象即時
觀測資料成立「港灣環境資訊網」
，而於
102 年起結合臺灣近岸海象模擬系統與
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辨識系統，以積極態
度面對建構安全之海上藍色公路，提供
相關航線上海象數值預報資訊與船舶航
行動態和軌跡資訊，確保航運安全，同
時協助相關單位維護臺灣海域的安全。

摘要
臺灣四面環海，地處歐美兩大航運
幹線上，隨著兩岸航線的陸續開通和水
域觀光遊憩活動盛行，海上運輸交通日
益繁忙，使其航行安全也非常受到重
視。然而臺灣附近水域的地形環境複
雜，又受季風及颱風影響，海象可說是
變化莫測，而港區周遭之水理特性，除
外海海象環境，更受制於港灣結構物的
影響，常有局部性的效應產生，此都對
船舶進出港的操航安全有極大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呈現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所港研
中心）收集之臺灣各港附近海域及離島
地區海氣象即時觀測資訊與臺灣近岸海
象模擬系統 (Taiwan Coastal Operation
al Modeling System , TaiCOMS)，搭配
交通部航港局之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ut
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自 1
02 年起著手進行套疊海象數值模擬與 A
IS 資訊，開發為「藍色公路資訊」系統，
以利相關人員掌握海氣象及船舶航行等
資訊，提升海上航行安全。
透過本研究整合多元的應用服務，
希望於實質應用上，除提供各相關管理
單位海氣象資訊的運用，追蹤船舶航行
動態，進而掌握海上藍色公路航線海氣
象狀況，以增進船舶進出港航行安全，
作為後續應變與緊急狀況之救災參考。

一、緒論
基於臺灣周圍海域海象變化莫測，
時有船舶或漁船筏等海上事件發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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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研究發展現況回顧

條小三通航線及 9 條環島航線，如需資
訊服務，可透過網頁與手機版 App 查
詢。加拿大政府網站於海象資訊上提供
風速(0~12 級風力)、風向、降水、能見
度、凍沫(Freezing spray)、氣溫、浪高，
提供 3 天之預報資訊，在資訊服務提供
上也是以網頁方式，顯示加拿大周邊地
區海域之海象情況。近海水文中心網站
在海象資訊上提供浪高、浪向、潮汐、
風速(蒲福氏風級表 0~17 級)、風向資
訊，提供三天之預報資訊，以展示臺灣
特定區域之海象。在中國大陸海洋局廈
門海洋預報台網站，在海象資訊提供上
有浪週期、浪高、風速資訊，提供 3 天
之預報資訊，此網站有提供結合 8 條海
上藍色公路航線與電子地圖疊合展示廈
門至金門、臺中至金門、基隆至台州、
泉州至金門、臺中至平潭、臺北港至平
潭、基隆至馬祖與馬尾至馬祖等 8 航
線。針對上述之網站並無船舶動態資
訊，但有專屬的船舶動態資訊系統可以
進一步做查詢，例如國外 Marine Traffi
c、船訊網與交通部航港局之船舶動態辨
識系統。

2.1 國內外海氣象與藍色公路研究與
發展
港灣海象是船舶航行時參考的重要
資訊，但我國從事海象相關研究機關與
管理船舶動態資訊之部門常不是同一單
位，如國內船舶管理單位屬交通部航港
局，而國內較具規模海象研究公部門單
位有本所港研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與經濟部水利署，財團法人有成功大學
近海水文中心及成功大學水工詴驗所，
也因船舶管理與海象研究屬不同單位，
影響到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整合應用之
發展。我們初步藉由探討不同單位或國
家對外公開之服務網站，了解各網站所
提供之海象資訊種類、是否提供船舶動
態相關資訊、服務提供方式與設計特點
等，進而提升本所相關系統之研究量能
與未來系統開發設計參考。
目前參考之網站有日本海上保安廳
(Japan Coast Guard) 、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加拿大政府網站(Government of Ca
nada) 、成大近海水文中心、中國大陸
海洋局廈門海洋預報台等數個相關網站
資訊，以下針對各網站資訊進行相關之
說明。
日本海上保安廳網站在海象方面提
供四種測站風速與風向等級分別為 11m
/s 以上(紅色指標示意)、6~10m/s(橘色指
標示意)、2~5m/s(黃色指標示意)與 2m/s
(綠色指標示意)之觀測資訊，並無提供
船舶動態資訊，但在進入港區時，在電
子地圖上會有標示主要航道區域，其資
訊服務方式主要由網頁查詢方式提供。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在藍色公路網站上，
在海象資訊方面提供浪高(浪高對照表
共分 17 階級)、浪向、週期、風速、風
級(蒲福氏風級表 0~17 級)、風向、流速、
流向等 48 小時預報資訊，在航路上提供
33 條海上藍色公路，分別為 5 條兩岸航
線、12 條離島航線、3 條島際航線、4

2.2 港灣環境資訊服務系統回顧
本所港研中心投入大量經費與人
力，著重於港灣海洋環境的量測與研
究，曾相茂(2005) 即著手進行臺灣五個
國際商港附近海域長期性海氣象資料之
蒐集、觀測、整理及分析歸納，以及吳
基(2006)陸續建置臺灣國內商港附近海
域長期性海氣象資料蒐集，冀求得到臺
灣主要商港代表性區域的海氣象整體特
性，這麼多年來以來，也已獲致頗佳的
成果並提供港灣工程界及學者專家參考
依據。也透過簽署合作備忘錄及換文方
式，達到不同單位之間資料互惠與共
享，互補觀測資料不足部分，整合本所
港研中心、中央氣象局和經濟部水利署
的長期性海氣象觀測站，建立一全國性
的海象資料庫，可供相關管理單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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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與決策參考。除了觀測資料的蒐集
與分析，另有李忠潘(2005) 等人針對臺
灣環島海象建置近岸海域海象預報系
統。這些成果僅多以提供書面報告的方
式來做展現，因此透過 IT 技術將臺灣各
港口之海氣象現觀測即時資料與數值模
式計算預報資訊加以系統整合，以及陸
續將海嘯模擬資訊、大氣腐蝕以及船舶
動態資訊等相關資料納入至資料庫，並
進行加值應用，以建置港灣環境資訊系
統，提供整合性的海氣象資訊平台，讓港
埠管理單位、全國災害防救中心、國內
外船舶業者及相關人員查詢，是一項積
極提升海上航行安全之工作。
「港灣環境資訊服務系統整合及建
置」計畫中，主要針對港灣環境資訊網，
採用電腦自動化作業的運作方式進行大
量且有系統的資料擷取、傳遞、品管、
儲存及展示等工作，藉由資訊傳輸控
制、系統硬體建置維護、軟體開發、資
訊整合及網路安全控管，而達到資料整
合與分享於網際網路平台使用者。並隨
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擬建置港
灣環境資訊系統擴及支援行動裝置，期
使能更即時提供港埠管理單位、全國災
害防救中心及中央主管機關查詢，藉此
迅速準確獲得各港區海域之海氣象即時
與預報資訊，擬定適當之因應對策。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應用「港灣環境
資訊服務系統」部分研究成果，加值應
用本所港研中心發展之臺灣近岸海象模
擬系統，及交通部航港局之船舶動態辨
識系統，自 102 年起著手進行，整合 AI
S 船舶與海象數值模擬資訊，開發為「藍
色公路資訊」系統，提供 33 條航線上的
海氣象及船舶航行等資訊，提升海上作
業安全。

本研究為「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整
合應用」
，係依據海象觀測、數值模擬及
船舶資訊等相關資料，進行海上藍色公
路系統建置開發，如何蒐集、彙整、應
用與展示之系統功能進行需求分析、開
發等流程步驟，透過以下方法進行本研
究之各項工作：
(1) 個案研究(Case Study)：
針對海氣象觀測、數值模擬與船舶
資訊相關系統，以背景、現況、環境和
發展歷程予以觀察、分析，並就其內部
和外部的系統介接的諸種影響因素，分
析並歸納其系統格式、功能與服務等。
(2) 評估研究(Evaluation Study)：
透過上述個案研究，評估此系統功
能之需求是否有提供遵循、參照之處，
以達成本系統預定的目標；
(3) 設計與展示研究(Design-Demonstra
tion Study)：
透過個案研究、評估研究之過程與結
果，提出本系統功能與設計概要，並且透
過雛型系統之開發、建構、測詴與評估，
與本系統預定之目標確認、檢核，以釐清
功能是否可行、符合服務之功能要求。

3.2 開發工具
由於本研究為實際之系統功能 開
發，其系統架設環境於 Microsoft Wind
ows 平台，相關之開發使用工具如表 1
所示，詳細說明如下：
表 1 系統開發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
開發工具
資料庫
程式底層
架構
主要程式
語言
網頁開發
技術
網站伺服器
其他應用
模組

三、研究方法和開發工具
3.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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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規格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Microsoft SQL Server
.Net Framework

版本
2008
2017SP1
2016
3.5 SP1

ASP.NET C#
JavaScript CSS3、jQuery
IIS
Google Map API、
Markers

10.0

四、系統架構說明

4.1 臺灣近岸海象模擬系統
本所港研中心所發展之海象預報模
式，如圖 3 所示，透過不同範圍及精度
之數值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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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港灣管理單位、國內
外船舶業者及海岸保護等單位，作為航
安作業與港勤推展等參考依據。

本研究介接整合本所港研中心發展
之臺灣近岸海象模擬系統(TaiCOMS)，
透過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每日提供包
括風場、波場、水位及流場等海象模擬
資訊，以此為基礎提供環島藍色公路全
年航行之海象資訊。同時納入交通部航
港局建置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辨識系統之
AIS 資訊，有效掌握臺灣本島周遭海域
船舶航行動態資訊，如圖 1 所示，因此
擷取海上航路之海氣象數值模擬資訊，
加上擷取特定舶舶動態(藍色公路之客
船)和航行軌跡資訊，搭配全國性海象觀
測資料平台，建構為一友善「藍色公路
資訊」系統，如圖 2 所示，以確保海上
航行安全及防救災評估依據，相關系統
的介紹如下說明敘述。

圖3

臺灣近岸海象預報系統架構

4.2 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利用無線電通訊技術，透過發射與
接收來傳送船舶靜態與動態資料；例如
船舶類型、船名、航行狀態、經緯度等
相關訊息，藉以提供用戶自動辨識海上
船舶航行資訊的一套系統，整合臺灣及
離島沿海船舶動態資料，AIS 訊息的傳
遞與接收皆採用甚高頻 (Very High Fre
quency, VHF)天線來收發訊號，一般而
言，系統的接收距離為 50 海哩（約 92.
2 公里），但 VHF 實際接收範圍狀況可
能會因發射功率、海面或天候狀況以及
天線高度而改變。

圖 1 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整合應用
系統架構

五、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應用

圖2

隨著經濟發展海上運輸交通日益繁
忙，海上航行安全也日漸受到重視，因
此，利用 IT 技術將臺灣各港口之海氣象
現場觀測即時資料、數值模式計算預報

港灣海象及船舶資訊整合
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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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船舶動態資訊加以系統整合，以
建置海上航路海氣象系統功能，透過資
訊網路即時提供給港灣管理單位、國內
外船舶業者及有關人員查詢，以提升海
上航行安全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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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本所港研中心發
展之 TaiCOMS 海象預報模式，以提供環
島藍色公路全年航行之海象資訊需求，
自 102 年開始，陸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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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環島航線如表 2 所示，
共計 33 條海上藍色公路航線，如圖 4
所示。實際船舶於航行中會因航路上的
天氣變化及海氣象情況而導致航線些許
變動，針對固定船班之藍色公路航線(圓
點圖示)會透過船舶動態辨識系統，擷取
實際航行該航線的船舶軌跡(綠色線段)
進行套疊，加以彙整修正航線位置，以
更符合實際船舶動線，因此大部分於正
常行駛狀態下，船舶仍會於預先劃定之
藍色公路航線軌跡行駛，如圖 5 布袋至
馬公航段為例所示。
表2
航線
兩岸
航線
島際
航線
離島
航線

環島
航線

小三
通航
線

圖 4 藍色公路系統 33 條航線示意圖

圖 5 套疊藍色公路(布袋至馬公航段)
與船舶實際航行軌跡

藍色公路建置情形分析表
航段
臺中-平潭、基隆-平潭、基隆-台
州、臺北-平潭、臺中-廈門
金門水頭-九宮、馬祖南竿福澳北竿白沙、馬祖南竿福澳-馬祖西
莒-馬祖東莒
高雄-馬公、臺中-馬公、布袋-馬
公、東港-小琉球、墾丁-蘭嶼、
臺東-蘭嶼、臺東-綠島-蘭嶼、基
隆-東引-馬祖南竿、龍洞-龜山
島、烏石-龜山島、鳳鼻頭-小琉
球、臺中-金門
蘇澳-花蓮、基隆-龍洞、基隆-臺
中、基隆-花蓮、花蓮-高雄、高
雄 -蚵 仔 竂 漁 港、 高 雄 -彌 陀漁
港、高雄-臺中、興達港-安平
金門水頭-廈門五通、金門水頭泉州石井、馬祖南竿福澳-福州馬
尾、馬祖北竿白沙-福州黃岐

同時整合交通部航港局船舶動態辨
識系統，納入固定航線之客船船舶，如
表 3 所示，呈現即時所在位置、航行方
向、航行速度、目的地港口及預計抵達
時間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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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藍色公路資訊，具有整合即
時海象觀測與數值結果涵蓋全面性、即
時性與預測性之港區環境資訊，並與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連結，以提供給港埠管
理單位、船長、航商及遊客等，使其對
航線之自然環境狀況能有較確實完整的
掌握。

總計
5條
3條

12 條

9條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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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和<=7.9 公尺/秒以綠色燈號作呈
現、風速>7.9 和<=13.8 公尺/秒以黃色燈
號作呈現和風速>13.8 公尺/秒以紅色燈
號作呈現；另波向和風向資訊(如圖 8 和
圖 9 所示)，以 16 方位來表示。

表 3 藍色公路固定航線之船舶資訊
固定航線
基隆-東引-南竿
基隆-台州
蘇澳-花蓮
臺北-平潭
臺中-平潭
臺中-廈門
布袋-馬公

高雄-馬公
東港-小琉球

墾丁後壁湖-蘭嶼
臺東-綠島-蘭嶼
臺東-蘭嶼
蘇澳-花蓮
馬祖南竿-北竿

馬祖南竿東西莒
馬祖南竿福州馬尾
金門水頭廈門五通

金門水頭泉州石井

船舶名稱
臺馬之星、臺馬輪
中遠之星
麗娜輪
麗娜輪、海峽號
海峽號
中遠之星
滿天星 1 號、百麗輪、滿天星
2 號、凱旋 3 號、太吉之星、
今一之星、凱旋 6 號
臺華輪
泰富 1 號、泰富 2 號、泰富 3
號、飛馬號、欣泰號、翔信、
群益、東昇 11 號、光輝、吉祥
如意輪
金星 5 號、恆星號
金星 3 號、天王星、凱旋輪 1
號、凱旋輪 2 號、綠島之星
綠島之星
麗娜輪
吉順２號、吉順３號、吉順６
號、閩珠８號、吉順８號、閩
珠２號
馬祖之星、東海明珠

表 4 波高和風速數值警戒等級說明
顏色
燈號
藍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波高數值

風速數值

<=0.6 公尺 (小
波)
>0.6 和<=1.5 公
尺 (小浪)
>1.5 和<=3 公尺
(大浪)

<=3.3 公尺/秒 (小於等於
2 級風)-輕風
>3.3 和<=7.9 公尺/秒 (介
於 3~4 級風)-和風
>7.9 和 <=13.8 公 尺 / 秒
(介於 5~6 級風)-強風
>13.8 公尺/秒 (大於等於
7 級風)-疾風

>3 公尺 (巨浪)

安麒輪、安麒２號、金龍輪
金瑞龍、捷安、迅安、五緣、
和平之星、新武夷、金星、馬
可波羅、東方之星、新金龍、
金祥龍 、新五緣、馬可波羅 1
號、金星 6 號
八方、蓬江、泉金

圖 6 基隆-東引-南竿航段波高與
船舶資訊畫面

藍色公路系統展示畫面，為了方便
使用者瀏覽查詢，依據中央氣象局的浪
高對照表及蒲級風級表定義各海氣象數
值警戒等級，採用顏色燈號進一步作呈
現，如表 4 所示，提供的資訊包含目前
時間和未來 24 小時該航段的波高、波
向、風速和風向變化以及船舶動態資
訊。以基隆-東引-南竿航段為例，其波
高資訊(如圖 6)分為四階顏色呈現，如波
高<=0.6 公尺以藍色燈號作呈現、波高>
0.6 和<=1.5 公尺以綠色燈號作呈現、波
高>1.5 和<=3 公尺以黃色燈號作呈現和
波高>3 公尺以紅色燈號作呈現；而風速
資訊(如圖 7)分為四階顏色呈現，風速<
=3.3 公尺/秒以藍色燈號作呈現、風速>

圖 7 基隆-東引-南竿航段波向與
船舶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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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https://isohe.ihmt.gov.tw/blu
e/index.aspx)可藉由電腦或行動裝置，透
過港灣環境資訊網之藍色公路網頁，可
進一步得知 33 條藍色公路航路每個點
位之即時風速大小、風的方向、波浪有
多高、波浪的方向等海氣象資訊及船舶
目前所在位置、航行方向、航行速度、
目的地港口及預計抵達時間等船舶動態
資訊。船舶業者也可從藍色公路上的
風、波浪即時與預報資訊，判斷船隻是
否適合航行，而提升海上航行安全。乘
客也可事先透過查詢藍色公路海象預報
資訊，配合船班時刻表選擇風平浪靜的
時候搭船，可避免風浪太大造成暈船，
因此海氣象及船舶資訊之整合，不僅能
提升藍色公路海上運輸安全，也能掌握
海氣象變化狀況及船舶航行動態。
目前所提供之藍色公路模擬資訊，
希望於實質應用上，能提供給民眾及各
港埠管理單位參酌使用，進而掌握海上
航線海氣象，以作為後續應變之用；因
此對於海上航行安全議題，其藍色公路
系統仍有相當大之改善空間，因而需持
續擴充適用於各港務單位之查詢展示系
統，以期能在海象狀況惡劣下，能快速
得知海氣象變化，並降低船難發生的事
件。
未來因應臺灣海域客貨輪船舶、旅
客數量日益增多，港灣環境資訊服務的
需求愈趨重要，同時為提昇港埠運作效
能與提供民眾對近岸海象之完整資訊，
應持續擴充與維護港灣環境資訊系統，
尤其是針對與海上航行安全有關之重要
功能，宜持續進行加值功能開發，如藍
色公路與全國海象之應用，對於改善港
區交通海氣象服務作業以及海上防救災
工作有重要之影響，港灣環境資訊服務
系統作為一海氣象觀測資料的整合與加
值應用平台，將持續擴大現有功能納入
船班及到離港資訊等，有助於提升港埠
營運效能亦保障海上航行安全。

圖 8 基隆-東引-南竿航段風速與
船舶資訊畫面

圖 9 基隆-東引-南竿航段風向與
船舶資訊畫面

六、結論與建議
在以往資訊不足的時代，當船舶跨
越臺灣海峽時，由於無法掌握海上瞬息
萬變的海況，為使航行安全順利，應排
除造成航行安全的因素，如航行或搭船
前有明確的航線規劃及海氣象資訊供參
考，可避免船舶因地形或惡劣的海氣象
造成船隻觸礁、碰撞甚至傾覆等海難事
件的發生，加上海上現場觀測不易，因
此本研究整合本所港研中心所發展之臺
灣近岸海象模擬系統及交通部航港局之
船舶動態辨識系統，建置臺灣環島 33
條之藍色公路和遊輪航線資訊，包含兩
岸直航、小三通、固定、非固定和國際
航線，進一步提供海氣象之模擬預報資
訊與固定航線之船舶航行動態和軌跡，
且採用四階顏色燈號來展示航線上的海
象，隨時提醒使用者注意航線上之海象
狀況，以確保航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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