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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床條件下定量流及變量流橋墩沖刷深度變化分析與模擬 

詹勳全[1]* 林柏瑋[1] 彭志雄[1] [2] 洪健豪[3] 

摘 要 本研究利用明渠水槽試驗探討定量流況與不同流量歷線鋒型之變量流況，在動床條件下橋墩前方沖

刷深度隨時間變化。試驗完成五組定量流流量，其水流強度 (平均流速與臨界流速之比值) 分別為 1.18、1.38、
1.6、1.91、2.21，以及由前述五組定量流水流強度組合而成之四組不同鋒型變量流之橋墩沖刷，包括：前峰

型、後峰型、對稱型 (高洪峰)、對稱型 (低洪峰) 之變量流流量歷線。試驗設計定量流試驗歷時為三小時，

變量流試驗歷時則為五小時，變量流每間隔一個小時改變一次水流強度，試驗過程以橋墩內架設之攝影機記

錄沖刷歷程。結果分析比較不同水流強度定量流與不同峰型變量流橋墩沖刷歷程外，也將試驗結果引用 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進行定量流沖刷歷程預測，並透過線性組合假設，延伸模式應用對變量流沖刷歷

程進行推估。研究結果顯示，半經驗模式配合線性組合雖無法完全反應受水流強度變動對砂丘推移速度之影

響，致使模擬與試驗之沖刷歷程在部分時刻有相位差發生的情況，然變量流沖刷深度之變化整體發展趨勢仍

為模式所掌握，不同峰型變量流之模擬與試驗沖刷深度平均誤差僅介於 8%~10%之間，可推論 Hong et al.(2014) 
半經驗模式配合線性組合假設，能合理推估變量流動床條件下橋墩前方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 

關鍵字：動床、變量流、局部沖刷、橋墩。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Live-Bed Pier Scour Evolutionin Steady 
and Unsteady Flow Conditions 

Hsun-Chuan Chan[1]* Po-Wei Lin[1] Jhih -Syong Peng[1] [2] Jian-Hao Hong[3]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emporal evolutions of pier scour in live-bed condition. 
Five steady flow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with different flow intensitiesratio of mean velocity to 
critical velocity varying from 1.18 to 2.21. To find out the effects of unsteady flow on scour depth, 
different steady flow intensities were combined as four unsteady flow experiments, including: (1) 
advanced hydrograph, (2) delayed hydrograph, (3) symmetric hydrograph and (4) symmetric hy-
drograph with low peak. A semi-empirical model proposed by Hong et al. (2014) was used topre-
dict thetemporal variation of pier-scour depth. Moreover, alinear-combination hypothesis, i.e. 
scour depth hydrograph of unsteady flow can be simulated by a linear-combination ofscour depth 
hydrographs of steady flows,was proposed to extend Hong et al.’s model inunsteady flow condi-
tions.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model resultsshowed that the present modeldid not 
perform perfectly on the variation of dune migration velocity with changing flow intensity is 
changing.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ultsrevealed a phase difference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dune migration velocity.However,the error betweenthe simulatedand experimentalscour depths 
ranged from 8% to10% , including that the present modelcan estimate the temporal variationof 
scour depth for cyliderical piersunder unsteady flow conditionsreasonably well. 
Key Words : Live-bed, unsteady flow,local scour,pier. 

 

一、前言 
橋墩沖刷是一個由三維渦流和泥砂底床質相互影響而產

生的複雜運動，水流經過橋墩時因迎水面受阻擋而產生之向下

射流，向下射流與上游來流交互作用在兩側產生馬蹄型渦流，

橋墩後方則形成尾跡渦流，其中以向下射流與馬蹄型渦流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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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前方沖刷深度影響較大。河道中泥砂受水流強度影響，可能

產生不同型態之水流沖刷，Melville and Raudkivi (1977)、
Melville and Chiew (1999) 曾針對平均流速 (V) 與泥砂顆粒

臨界啟動流速 ( cV ) 之比值 ( CV/V ) 即流體之無因次水流

強度對沖刷的影響進行分析，並將水流強度分為四類，包括：

(1) CV/V < 0.5 時不產生沖刷現象；(2)0.5 ≦ CV/V ≦ 1 時為

清水沖刷，河道因束縮造成沖刷，但上游來流不挾帶泥砂，泥

砂只受到橋墩周圍的渦流影響，上游泥砂並無運移的現象產

生；(3)1 < CV/V ≦ 4 為濁水沖刷也稱動床沖刷，水流開始挾

帶泥砂，除了受到渦流影響外，水流亦會將上游泥砂帶入沖刷

坑；及(4) CV/V > 4 時為濁水沖刷並產生逆砂丘。在動床沖

刷條件下，泥砂的運移往往伴隨著砂丘的產生，砂丘推移將泥

砂挾入沖刷坑與渦流運動將泥砂帶往下游是造成橋墩前方沖

刷深度變動的主要原因。為探討沖刷時橋墩前方水流變化對泥

砂運移之影響，許多學者乃先針對定量流時清水沖刷所造成之

橋墩最大沖刷深度變化進行分析 (Shen et al., 1969; Raudkivi 
and Ettema, 1983； Chiew and Melville, 1987； Melville and 
Coleman, 2000)，少數研究人則針對定量流時清水沖刷深度隨

時間的變化進行探討 (Meville and Chiew,1999；Mia and Na-
go,2003)。在定量流條件下，若來流強度增強到動床沖刷時，

墩前沖刷深度隨著時間變化會變得更為複雜，Kothyari(1992b) 
曾設計 7 組不同水流強度 (1.07~2.0)，分別記錄墩前沖刷深度

隨時間的變化，發現墩前沖刷深度雖隨著沖刷歷時增長而增

加，但由於上游來砂導致沙丘運移，沖刷深度最後趨近於一周

期性震盪，Lauchlan(1999) 及 Verstappen(1978) 針對定量流動

床沖刷深度隨時間變化之探討，其試驗也得到相似的結果。 
當河道遭遇天然洪水來臨時，其流量往往隨著時間改變，

砂丘的形成與推移和定量流況相比更為複雜與紊亂。為了解天

然洪水來臨時橋墩周圍沖淤變化，Wu (2005) 以錢塘江內橋墩

之等比例縮小模型，透過不同水流條件試驗進行數據蒐集，將

試驗數據進行迴歸分析，藉以推求沖刷深度推估公式，此方法

雖能快速推求橋墩周圍沖刷深度，然只適用於進行模型試驗之

橋墩，其應用範圍較為受限。Huanget al. (2009) 使用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三維數值模型模擬單柱

橋墩周圍流水運動情形與地形變化，數值模型雖可精確模擬水

流運動，卻難以估算泥砂與水流結合之交互作用，無法順利推

算橋墩周圍的沖淤變化。Honget al.(2014) 則利用半經驗模

式，推估定量流動床沖刷時橋墩沖刷深度隨時間之發展，此半

經驗模式透過墩前渦流型態，推出底床剪應力改變情形，計算

沖刷坑體積變化，結合上游來砂求得墩前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

化。半經驗模式雖無法完全窺得沖刷隨水流演變之全貌，但可

順利估求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具實務應用價值。本研究即

應用 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模擬不同水流強度

之定量流動床沖刷歷線，並加以延伸應用，透過線性組合假

設，模擬推估變量流流動床沖刷之時間演變歷程。 
 

二、試驗配置 

1. 試驗渠槽 

試驗渠槽隸屬於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位在台中市

霧峰區農業試驗場第二場區內，試驗渠道長 20m、寬 1m、邊

壁高 0.6m，分成導流段、試驗段、尾水段三部分，水流由蓄

水槽經馬達將水抽入定水頭水箱後，經由蜂巢式整流器使水流

穩定流入渠道內進行試驗，最後經渠道末端之尾水堰板匯入蓄

水槽中，為一定水頭循環式水流玻璃試驗渠槽，可供從事水力

學相關渠槽試驗工作，渠道試驗段為一長 2m、寬 1m、高 1.094m
之深槽可進行沖刷試驗，渠槽兩側為透明強化玻璃，便於試驗

中觀察記錄完整沖刷情況，試驗渠道側視與頂視圖如圖 1 所

示。 

2. 試驗橋墩模型 

試驗橋墩為一高 60cm、直徑 7cm 之壓克力透明均勻圓柱

型橋墩，橋墩底部為一 10cm × 10cm 之底座，使模型橋墩在

沖刷試驗進行時能平衡穩定不傾斜。Laursen(1960) 進行群樁

橋墩研究時發現，當渠道之束縮比[通水斷面寬/(通水斷面寬-

構造物斷面寬)]介於1~2時，於淺水狀況 ( 0h / pD <1，其中 pD

為橋墩寬度， 0h 為上游單寬流量)，可忽略束縮對沖刷深度的

影響。本試驗之橋墩配置經計算後束縮比為 1.07，可作為單純

探討橋墩周圍局部水流作用對橋墩沖刷影響之研究使用，試驗

橋墩模型配置如圖 2 所示。 

3. 試驗底床質 

Raudkivi and Ettema (1977) 指出在清水沖刷時，橋墩沖刷

深度隨底床質粒徑標準偏差 1684 d/d(g =σ ， 84d 為累積過篩

84%之顆粒粒徑， 16d 為累積過篩 16%之顆粒粒徑)增大而降

低，在 gσ > 1.3 時橋墩前方沖刷深度會因底床形成護甲作用

而明顯下降。本研究為使試驗於動床沖刷條件下進行，於橋墩

上游段與下游段分別鋪上長 470cm 與 270cm、厚 10cm 之試驗

砂，底床泥砂鋪設型態可確保動床沖刷時，上游來流沖刷底床

穩定形成沙丘進入橋墩附近，本研究並選用中值粒徑 

( 50d )=0.83mm 之均勻石英砂作為試驗砂，其泥砂粒徑幾何標

準偏差 gσ 為 1.3，可排除護甲作用對墩前沖刷深度造成的影

響。 

4. 試驗水流條件 

(1) 定量流 
由 Melville and Chiew (1999) 之研究可知，水流強度

在 1~3 範圍內屬於動床沖刷，本試驗透過實驗水槽之流

量控制閥將流量固定為 0.042cms，再藉由調整尾水堰板

控制渠槽水深，水深之定義為水面至鋪砂初始底床面的

距離，利用流量與相應通水斷面所推得之來流平均流

速，推估試驗之水流強度控制在 1.18~2.21 間，符合

Melville and Chiew (1999) 定義之動床沖刷條件，臨界流

速由 Melvilleet al.(1998) 提出之石英砂臨界剪力速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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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界流速計算公式進行估算，其計算方式如下： 

cu8 = 0.0115+0.0125 50d 1.4，當 0.1mm< 50d <1mm (1) 

c*

c
u
v = 5.75log(5.53

50d
y ) (2) 

其中， cu8 為泥沙中值粒徑之臨界剪應力； 50d 為中

值粒徑； cV 為臨界流速。本研究定量流試驗設計之水流

參數，包括：水深 (y)、流量 (Q)、平均流速 (V)、臨界

流速  ( cV ) 、水流強度  ( cV/V ) 、水流福祿數

[
gy
vFrn = ]、橋墩福祿數[

p
Dp

gD
vFr = ]，整理列於

表 1 中。 
 

 
圖 1 試驗渠道圖 
Fig.1 Experimental channel 

 
圖 2 橋墩配置圖 (非按比例尺繪製) 
Fig.2 Configuration diagrams ofthe experiments (not to scale) 

 (2) 變量流 
為了解不同類型洪水歷線沖刷情形，本研究另設計

四組變量流流量歷線進行試驗，其中包含 (1) 當潰壩、

堰塞湖等災害發生時，累積之水量瞬間流入渠道中，使

洪峰發生在歷線前期之前峰型流量歷線，以及 (2) 當水

流於河道中入滲而發生遲滯效應，或河道兩側有洪泛平

原存在造成水流稽延時間增加，使洪峰出現在歷線後期

所產生之後峰型流量歷線，最後並探討一般河流中常見

之對稱型洪峰歷線，分別在 (3) 高洪峰與 (4) 低洪峰的

水流條件下，沖刷深度隨時間變化之情形，水流強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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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見表 2 所示。 

 

表 1 定量流試驗條件 
Table 1 Experimentalconditions of steady flows 

編號 
水深 

y (mm) 
流量 

Q (cms) 

平均流速 

V (m/s) 

臨界流速 

CV (m/s) 
水流強度 
( CV/V ) 

水流福祿數 
( nFr ) 

橋墩福祿數 
( DpFr ) 

S1 60 0.042 0.699 0.316 2.21 0.911 0.844 
S2 68 0.042 0.617 0.323 1.91 0.755 0.745 
S3 79 0.042 0.531 0.331 1.6 0.603 0.641 
S4 90 0.042 0.466 0.338 1.38 0.496 0.562 
S5 103 0.042 0.407 0.345 1.18 0.405 0.491 

 

表 2 變量流試驗條件 
Table 2 Experimentalconditions of unsteady flows 

編號 時間 (hr) 0~1 1~2 2~3 3~4 4~5 備註 

U1 水 
流 
強 
度 

( CV/V ) 

1.18 2.21 1.91 1.6 1.38 前峰型洪水 

U2 1.38 1.6 1.91 2.21 1.18 後峰型洪水 

U3 1.18 1.6 2.21 1.6 1.18 對稱型洪水 (高洪峰) 

U4 1.18 1.6 1.91 1.6 1.18 對稱型洪水 (低洪峰) 

 

三.研究方法 
1. 渠槽試驗 

(1) 定量流試驗 
試驗開始時為避免試驗初期來流水深過淺，致使流

速太大而造成橋墩周圍泥砂大量沖刷，因此由渠道尾水

段緩慢注水，待注入水深接近渠道試驗之設計水深，再

開啟渠道馬達進行試驗。參考 Verstappen (1978) 和
Kothyariet al.(1992b) 於水流強度範圍 1~2 之間進行動床

沖刷試驗時，橋墩沖刷皆在 1~3 小時內達動態平衡，為

完整紀錄砂丘動床沖刷過程墩前沖刷深度之變化，本研

究設計之定量流試驗歷時為 3 小時，過程中全程以橋墩

內之迷你微型針孔式攝影機紀錄墩前沖刷深度發展情

形，試驗完成後經由影片中墩前水砂交界面，判釋彙整

完整沖刷歷程變化。 
(2) 變量流試驗 

將渠道鋪設試驗砂小心鋪至水平，為避免橋墩周圍

泥砂因首波水流沖力過大大量揚起，先由渠道尾水段緩

慢注水，待注入水深達設計變量流第一段時間之水深時

便開啟渠道馬達進行試驗，再根據設計之不同變量流水

流強度條件，每隔一個小時調整尾水堰板高度改變水流

深度達到設計水流強度，試驗歷時共 5 小時。調整流量

之過程均以電動機具輔助，尾水堰板均在 10 秒到達預定

高度以避免人為誤差，試驗過程中亦以橋墩內之迷你微

型針孔式攝影機紀錄墩前沖刷深度發展情形，再經由影

片中明顯砂面交界處判釋彙整出沖刷歷程。 

2. 沖刷深度變化模擬 

渠道中橋墩附近沖刷深度受許多水流作用影響，如：向下

射流、馬蹄型渦流、尾跡渦流、束縮沖刷以及不同攻角之水流

影響，使橋墩周圍水流變得複雜而難以預測。本文引用 Honget 
al.(2014) 之研究，假設橋墩沖刷主要受橋墩前方渦流影響，

因此沖刷深度歷程隨渦流發展而變化，另由於洪水來臨時往往

為動床沖刷之水流型態，此時底床會出現砂丘並往沖刷坑推

移，上游底床泥砂會被沖進沖刷坑內，沖刷坑發展之大小與上

游來砂之堆積與渦流帶走泥砂之間速率的差異有關。由於本研

究之試驗皆在動床沖刷條件下進行，因此假設渠道中底床泥砂

不會隨著沖刷強度的大小而增強或退化，無上游來砂過多或不

足的情況發生。一般水流沖刷中橋墩周圍泥砂受底床剪應力與

渦流影響產生沖刷坑，而作用力大小亦隨著沖刷坑的發展而改

變，兩者交互作用下使沖刷坑體積難以用數學式計算，Honget 
al.(2014) 之模式中假設沖刷坑形狀近似一漏斗狀且不隨時間

改變，沖刷坑斜邊角度則保持固定，方便計算沖刷坑體積與底

床作用力變化。 

3. 模式演算 

Shenet al.(1969) 的研究指出，沖刷坑體積變化和泥砂的

沖淤有關，受上游沖刷進入沖刷坑以及受水流作用被帶出沖刷

坑兩者間沖淤速率所影響。Honget al.(2014) 即以此為概念發

展半經驗公式，預測橋墩前方沖刷深度隨著渦流面積之發展，

由於渦流發展底床剪應力也隨之改變，影響沖刷坑體積變化，

透過結合上游來砂量找出動床沖刷下沖刷坑體積總變化量，藉

此推求橋墩前方沖刷深度隨時間變化之發展趨勢。Honget 
al.(2014) 之沖刷機制概念及半經驗模式計算流程圖分別詳如

圖 4 及圖 5 所示，模式演算過程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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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動床沖刷機制示意圖 
Fig.3 Definition sketch forlive-bed pier scour 

 
圖 4 模式流程圖 
Fig.4 Flowchart of model analysis 

(1) 上游泥沙運移速率： 
在動床沖刷的情況下，泥砂的運動會使橋墩上游出

現砂丘與波紋，Simonset al.(1965) 指出上游泥砂推移速

率會影響上游來砂量並造成橋墩沖刷坑體積變化，上游

泥砂運移速率可以用公式 (3) 計算，其中： bvq 為上游

泥砂運移速率； pλ 為底床質孔隙率；Cs 及 Δ 分別為砂

丘波速與振幅。 

Δλ−= spbv Cq )1(5.0  (3) 

動床條件下所產生之砂丘進入沖刷坑時，砂丘高度

與推移速率亦會影響橋墩沖刷坑體積與墩前沖刷深度的

變化，Kondap and Garde (1973) 及 van Rijn (1984) 提出

砂丘波速與振幅計算公式如公式 (4) 與 (5)，其中為 sC

為福碌數 rF 之函數； gyVFr = ；y 為水流深度；d50

為泥砂中值粒徑；T=[( 8u′ )2-( cu8 )2]/ )( 8cu 2為泥砂運移參

數； 8u′ 為底床表面剪力速度； cu8 為來流臨界剪力速度，

藉由第 (4) 與 (5) 式之砂丘高度與波速代入第 (3) 式
即可得知上游來砂速率，而砂丘波速與砂丘振幅的估算

公式如下： 
砂丘波速： 

2021.0 r
s F

V
C

×=  (4) 

砂丘振幅： 

)25)(1(11.0 5.0
3.0

50 Te
y

d
y

T −−⎟⎟
⎠

⎞
⎜⎜
⎝

⎛
=

Δ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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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渦流面積 
沖刷坑的發展主要受橋墩周圍的渦流影響，沖刷坑

體積往往隨著上游渦流的面積變大而增加，體積的發展

不僅影響上游泥砂落淤於沖刷坑的速率，也對墩前沖刷

深度造成影響。Mia and Nago (2003) 結合 Kothyariet 
al.(1992a) 與 Yalin (1977) 研究結果，並提出利用墩前渦

流面積大小來推算沖刷坑體積與沖刷深度之變化如公式 

(6)，其中： tA 為渦流面積； vD 為橋墩直徑； std 為 t

時間內之沖刷深度； φ為沖刷坑坡度。 

φ+π= tan5.025.0 22
stvt dDA  (6) 

(3) 底床剪力速度 
Mia and Nago (2003) 在研究中發現，隨著橋墩前方

渦流面積的增加，底床剪力速度會隨之減小，進而影響

砂丘進入沖刷坑時之落淤速率，於是提出下列第 (7) 式

估算沖刷坑底床剪力速度隨渦流之變化，其中： tu8 為 t

時間之底床剪力速度； 8u 為未擾動時之底床剪力速度；

C 為試驗係數，約為 0.43。 
c

tvt ADuu )/25.0(3.3 88 π=  (7) 

(4) 沖刷坑體積變化量 
沖刷坑發展過程中，每時刻之渦流作用面積、底床

剪力速度、上游來砂量不盡相同，為探討相同時距之沖

刷坑體積變化量，Mia and Nago (2003) 參考 Yalin (1977) 
用於計算沖刷坑體積之輸砂公式，加以修正後得到沖刷

坑體積隨時間改變之關係式如第 (8) 式所示，其中： stq

為單寬沖刷坑體積變化； k 為泥砂運移因子，需由試驗

獲得； 12)/( 88 −= ctt uuS 為無因次瞬時超量牽引力；

a=2.45[ 4.0)/( ρρψ sc ]； }]1)/{[( 50
2
8 dgu scc −ρρ=ψ

為希爾茲參數；g 為重力加速度； sρ 為砂密度； ρ 為水

密度。 

⎥
⎦

⎤
⎢
⎣

⎡
+−= )1ln(11

850
t

t
t

t

st aS
aS

KS
ud

q
 (8) 

經計算累加 n 次後沖刷坑體積變化量，可獲得試驗

nt(= time step) 時間內沖刷坑體積總變化量，其表示方式

如下： 

∑=
=

n

i stivt qq
0

 (9) 

(5) 清水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 
假設在沖刷的過程中沖刷坑的形狀不會改變 (呈倒

圓錐體)，結合上述公式包含沖刷坑體積變化、渦流面

積、沖刷坑底床剪力速度對沖刷深度之影響，可得到清

水沖刷條件下墩前沖刷深度隨時間變化之關係式為： 

4
3

16
296 2 φ

−
φ

+
π
φ

= ∑
tanDtanDp)q(tand pn

i stist  (10) 

(6) 動床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 
第 (10) 式僅可用於計算清水刷沖刷下沖刷深度隨

時間變化，考慮上游泥砂運移速率，以上游泥沙運移速

率乘砂丘運移隨時間變化之正弦曲線，找出上游來砂量

[(11) 式]，並利用沖刷坑體積總變化量加入上游來砂

量，可求出動床沖刷下試驗時間內沖刷坑體積之變化[(9) 
式- (11) 式= (12) 式]，將 (12) 式帶入 (10) 式中即可求

得動床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其中： Bγ 為影響砂丘振

幅的因子; wC 為影響砂丘周期的因子； SD CT λ= 為砂

丘週期； y.37=λ 為砂丘長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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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則橋墩在動床沖刷下其沖刷深度隨時間之變化可表

示為： 

4
3

16
96 22

φ
−

φ
+

π
φ

=
tanDptanD

qtand p
bTst  (13) 

 

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1. 試驗參數 

應用 Honget al.(2014) 之半經驗模式，需針對 k、 Br 及 wC

進行估算，本節針對由試驗中獲得的三個重要試驗因子的過程

進行介紹。Mia and Nago(2003) 在研究中發現泥砂運移因子 k
有一平均值約為 1.8 適用於大部分的清水沖刷條件，但在上游

來砂的條件下橋墩周圍的沖淤情形並不適用。Ettemaet 
al.(1998) 曾 提 出 一 個 與 橋 墩 直 徑 相 關 的 福 祿 數

prDp gD/VF = 用以修正 Yalin (1977) 所提出的泥砂運移

因子，並探討兩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之泥砂運移因子與橋墩

直徑相關福祿數之關係如圖 5，其回歸公式如下 (判定係數 R2

為 0.99)： 

001202948019961 2 .F.F.k
DprrDp −−=  (15) 

 
圖 5 泥沙運移因子 k與橋墩直徑相關福祿數

prDF 之關係式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d 
prDF  

Simonset al.(1965) 利用不同的泥砂在不同水流條件下進

行實驗，發現在亞臨界流時隨著水流強度的變化，底床受水流

沖刷所產生的砂紋會慢慢形成砂丘，且砂丘高度和水流強度呈

正相關，當水流強度到達某種程度時砂丘高度則會隨之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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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實驗得出之最大沖刷深度曲線為依據，砂丘振幅因子

調整模式模擬曲線，以符合試驗曲線於各時刻下之最大沖刷深

度，並利用前人回歸之砂丘振幅因子公式校正係數，得出適用

於本文章之砂丘振幅因子回歸公式，回歸結果顯示，在水流福

祿數約為 0.6 左右，砂丘振幅因子變化趨勢出現差異，水流福

祿數與砂丘振幅因子間的關係以 0.6 為界分別如圖 6 與圖 7 所

示 (判定係數 R2分別為 0.98 與 0.85)： 

)Fr.( h
exp

B ××=γ − 66633104 8 ， 60.Frh ≤  (16a) 

60102 94196 .F, rh
)Fr.exp(

B
h ≥×=γ ×− ， (16b) 

 
圖 6 砂丘振幅因子 Bγ 與水流福祿數 rhF 之關係式

( 60.Frh ≤ )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Bγ and )6.0( ≤rhrh FF  

 
圖 7 砂丘振幅因子 Bγ 與水流福祿數 hFr 之關係式

( 60.Frh ≥ )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Bγ  and )6.0( ≥rhrh FF  

wC 是為砂丘週期因子，可用來修正砂丘通過沖刷坑的週

期，Chiew (1984) 在試驗中觀察到在低水流強度沖刷下產生的

砂紋，其週期通常會遠小於砂丘，而本試驗之砂丘週期回歸式

以 Hong(2014) 藉由實驗數據獲得之回歸式為依據，經校正係

數後得之，其砂丘週期因子與水流福祿數關係公式如下 (判定

係數 R2為 0.74)： 
843600760 .

rhw F.C −=  (17) 

砂丘週期因子於各水流福祿數下之試驗數據標示如下圖

8，圖中顯示，砂丘週期因子之試驗值 0.038、0.042、0.064 隨

水流福祿數增加而遞增，與其關係式於趨勢方面有所差異，但

因三點之振盪幅度極小，故斷定此方程式隨水流福祿數增加而

趨於定值。 

 
圖 8 砂丘週期因子 wC 與水流福祿數 rhF 之關係式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CW and Frh 

2. 試驗沖刷歷程 

(1) 定量流 
試驗設計五組定量流，水流強度分別為 2.21、1.91、

1.6、1.38、1.18，沖刷試驗歷程如圖 9 所示，試驗開始

時水流遇橋墩迎水面受阻而產生向下射流致使沖刷坑發

展，沖刷深度隨之增加，因此在沖刷歷程圖中呈現快速

上升的曲線。然而在定量流動床試驗條件下，底床泥砂

受到水流之底床剪應力形成砂丘落淤沖刷坑使沖刷深度

降低，而墩前馬蹄型渦流與墩後尾跡渦流則淘刷泥砂離

開沖刷坑使沖刷深度增加，兩者相互作用之下，墩前沖

刷深度會漸漸趨近一周期性震盪，為造成沖刷深度起伏

的主要原因。 
由於底床剪應力隨水流強度增大而增加，除了較快

形成砂丘外也使砂丘運移速率上升，在上游來砂速率較

快的情形下，水流強度較大時之沖刷深度振盪較水流強

度小時更為激烈，經由五組不同水流強度沖刷歷線圖比

較後發現，水流強度越大對底床泥砂影響越大，砂丘出

現的頻率與擺盪幅度會愈來愈激烈，反之則變弱，當水

流強度為 1.18 時泥砂受水流作用力小，底床只出現砂紋

不再產生砂丘，沖刷歷程近似清水沖刷。 
(2) 變量流 

本研究針對不同峰型之沖刷深度變化進行探討，為

增加試驗之完整性，變量流試驗中設計四組不同水流強

度組合而成之流量歷線，分別探討洪峰流量提前到達之

前峰型流量歷線，以及受河川貯蓄效應使洪峰延後來臨

之後峰型流量歷線，和在強降雨分布均勻下所產生之對

稱型 (高洪峰) 流量歷線、最後洪峰較小之對稱型 (低洪

峰) 洪峰歷線，試驗進行時為避免人為誤差，水流強度

之調整皆在 10 秒內完成，由於除低洪峰組次外，所有變

量流歷線均含設計之最大水流強度 2.21 之時段，因此結

果顯示流量歷線的變動對最大沖刷深度的影響皆不大，

僅存在沖刷歷程發展之差異，各峰型沖刷歷程分別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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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定量流試驗沖刷歷程 
Fig.9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teady flow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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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量流試驗沖刷歷程 
Fig.10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unsteady flow tests 

(3) 定量流沖刷深度模擬 
定量流沖刷模擬結果如圖 11 所示，橋墩受到水流作

用，產生向下射流與渦流使橋墩周圍產生淘刷，而上游

產生的砂丘亦會影響沖刷坑發展使沖刷深度產生週期性

震盪，在複雜的三維水流作用下，利用 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透過計算墩前渦流作用面積之變

化、底床剪力速度、上游來砂量與沖刷坑體積變化，根

據不同水流強度產生之砂丘週期與振幅來預測墩前沖刷

深度隨時間之變化。模擬結果與試驗結果比較後發現，

兩者最大沖刷深度相近，而在模擬剛開始時沖刷深度和

試驗結果相似，呈一快速上升之曲線，沖刷深度亦隨著 
 

 
 

 
 

 
 

 
 

 
圖 11 定量流模擬沖刷歷程 
Fig.11 Comparisons of experimental and modeling results 

in steady flows 

沙丘的發展而起伏，且沖刷深度振盪的高低與沙丘出現之頻率

亦隨著水流強度的上升而增加。由公式 (11) 可知，計算砂丘

產生與運移之公式為一正弦函數，使得模擬之沖刷深度變化較

試驗結果更為規律，模式能合理預測定量流沖刷之砂丘運移情

況以及沖刷深度發展之趨勢。 

4. 變量流沖刷深度模擬 

(1) 線性組合假設測試 
由於本研究之變量流流量歷線乃由五組定量流所組

成，為測試線性組合假設之合理性，首先分別取相同水

流作用時間下之定量流沖刷歷程，並以前一個小時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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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之沖刷深度為基底，疊加下一組水流強度所擷取之

沖刷歷線，然而定量流試驗歷程為三小時、變量流試驗

歷程為五小時，因此在第四第五個小時之沖刷歷程則挑

選在定量流試驗中發展最為穩定的第三個小時作為選取

條件。以前鋒型變量流沖刷歷線為例：其流量變化順序

分別為 1.18、2.21、1.91、1.6、1.38，因此擷取定量流水

流強度為 1.18 之沖刷歷線 0~3600 秒作為變量流第一個

小時之沖刷歷線；第二個小時則以定量流水流強度為

2.21 之沖刷歷線中 3601~7200 秒，以 3600 秒時之沖刷深

度做為基底疊加成為變量流第二個小時之沖刷歷線；第

三個小時以定量流水流強度為 1.91 之沖刷歷線

7201~10800 秒，以 7200 秒時之沖刷深度為基底疊加成

為變量流第三個小時之沖刷歷線；第四個小時以定量流

水流強度為 1.6 之沖刷歷線 7201~10800 秒，以 10800 秒

之沖刷深度為基底作為變量流第四個小時之沖刷歷線；

最後以定量流水流強度為 1.38 之沖刷歷線 7201~10800
秒以 14400 秒時之沖刷深度為基底作為變量流第五個小

時之沖刷歷線。不同峰型之變量流沖刷深度與定量流線

性組合疊加所估算之沖刷深度比較如圖 12 所示，而定量

分析方式之選取，則因變量流作用下其各流量之最大沖

刷深度振盪週期及震幅皆不相同，因此無法進行週期與

振幅之定量差異性分析，故選用兩者平均誤差之誤差百

分比公式估算： 
平均沖刷深度誤觀百分比 

×
−

試驗沖刷深度

疊加沖刷深度試驗沖刷深度
＝  

四組變量流試驗之平均誤差百分比分別為：前鋒型

6.08%；後峰型 7.43%；對稱型 (高洪峰)7.81%；對稱型 
(低洪峰)5.64%。由圖 12 之比較可知，定量流沖刷歷程

結合線性組合假設與實際變量流沖刷深度歷程變化具有

相位差的情形。在變量流沖刷條件下，當試驗水流強度

轉變時，砂丘之型態需時間演變過渡，然而線性組合假

設並無法完全反應水流強度改變時砂丘型態之變化，因

此出現相位差的情形發生。然四組變量流試驗之平均沖

刷深度誤差百分比皆在 8%以內，顯示定量流沖刷歷程線

性組合而成之變量流沖刷歷程，仍反應沖刷深度之振盪 
 

 

 
 

 
 

 
圖 12 試驗之定量流沖刷歷程線性組合模擬變量流沖刷歷程 
Fig.12 Using the steady-flow results to model the un-

steady-flow results by linear-combination hypo-
thesis 

幅度與發展趨勢，故推論可利用線性組合方式模擬變量

流沖刷歷線。 
(2) 模擬之定量流沖刷歷程線性組合成變量流沖刷歷程 

為模擬變量流沖刷歷線，在前節中已將不同水流強度之定

量流試驗沖刷歷線以線性組合的方式與變量流試驗沖刷歷線

比較，結果顯示能合理的解釋變量流條件下泥砂沖淤歷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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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節乃利用 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配合本

研究所提出之線性組合假設進行變量流試驗沖刷歷線模擬比

較，模擬結果比較如圖 13 所示，四組變量流試驗模擬結果之

平均誤差百分比分別為: 前鋒型 6.13%；後峰型 7.14%；對稱

型 (高洪峰)9.73%；對稱型 (低洪峰)6.1%，經比較模擬與試驗

之沖刷歷程可知，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配合線

性組合假設加所產生之沖刷深度誤差皆在 10%以內，且在沖

刷深度振盪幅度與發展趨勢的預測上有良好的結果，故可推論

本研究所使用之半經驗模式模擬定量流沖刷歷線透過線性組

合，可快速且合理的推估變量流沖刷歷線之擺盪與發展趨勢。 
  

 
 

 
 

 

 
圖 13 模擬之定量流沖刷歷程線性組合模擬變量流沖刷歷程 
Fig.13 Comparisons of experimental and modeling results 

in unsteady flows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利用明渠水槽在動床條件下，進行水流強度為

2.21、1.91、1.6、1.38 及 1.18 等五組定量流與前峰型、後峰型、

對稱型 (高洪峰)、對稱型 (低洪峰) 四組變量流之橋墩沖刷試

驗，並利用 Honget al.(2014) 發展之半經驗模式配合線性組合

假設，對各組試驗之橋墩沖刷深度之發展進行預測，針對試驗

與模擬結果相互比較，並探討其中之差異，研究結果得出以下

幾點結論與建議。 
1. 由試驗之定量流沖刷歷線線性組合而成之變量流沖刷歷線

與試驗之變量流沖刷歷線比較可知，兩者會出現相位差的

情形，可能原因為水流強度由小變大時，小水流強度所產

生之砂丘振幅較小且尚未完全進入沖刷坑，一旦水流強度

變大，則造成砂丘移動速率增加；反之水流強度由大變小

時，會使砂丘進入沖刷坑之速率變緩，造成兩者之沖刷歷

程出現差異，惟其平均沖刷深度誤差百分比皆在 8%以內。 
2. 利用 Honget al.(2014) 半經驗模式配合線性組合假設，進行

變量流沖刷歷程模擬，並發現試驗與模擬結果兩者之沖刷

深度誤差百分比皆在 10%以內。結果顯示，前述推估方法

可合理推斷變量流沖刷深度之發展趨勢與變化。 
3. 由於水流轉變時，砂丘移動速率亦隨之變化，未來針對變

量流所造成橋墩沖刷深度演變之探討，建議可加入砂丘移

動速率變化，對沖刷坑發展影響之時間效應與影響，可使

研究成果更為完善。 
4. 現場河道中橋墩形狀多變，建議日後可以不同型態之橋墩

進行探討，並對模式加以修正，使其應用性更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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