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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試驗與 FLOW-3D 於垂直跌水沖刷之探討
何晧愷* 劉柏巖
摘 要

黃宏斌

水流通過防砂壩或固床工後形成跌水，流動過程中高位能轉換成動能衝擊下游溪床形成沖刷坑，因

而經常導致壩趾基礎淘空或是護坦受損，進而危害構造物安全。本研究藉 FLOW-3D 模擬垂直跌水之沖刷，
並與水槽試驗做比較，將包含水理參數之沖刷坑因子納入壩體基礎深度設計考量，以提供未來防砂工程及消
能設施規劃設計參考。

關鍵詞：防砂壩、垂直跌水、FLOW-3D。

Scour from Vertical Drop through Flume Experiment and
FLOW-3D
Hao-Kai Ho *

Po-Yen Liu

Hung-Pin Huang

ABSTRACT Potential energy converted into kinetic energy through a vertical drop at the check dam or ground sill
invariably attacks the creek bed and forms a scour hole. This phenomenon results in the removal of the base of a
hydraulic structure or damage to the apron, and affects the safety of the structure. This study uses FLOW-3D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dimension of the scour holes below a vertical drop, and compares this with the results of flume experiments. The inclusion of the scour factor with hydraulic parameters in the foundation depth of the check dam could be
pertinent information for the design of energy dissipation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eck dam, vertical drop, FLOW-3D.

一、前

言

子，探討垂直跌水之沖刷行為，並將沖刷坑因子納入壩體基礎
深度設計之考量。另外，因局部沖刷問題無法以定床模式來模

由於台灣地形陡峻、地質脆弱、河川短促颱風暴雨頻繁，

擬，而動床模式多以一維或二維為主，對於垂直跌水之複雜三

為防止颱風豪雨造成下游地區洪水或土石災害，上游集水區常

維流場與沖刷淤積問題，以 FLOW-3D 之功能較為完善，網格

構築防砂壩、潛壩或固床工等水工構造物來減緩渠床坡度與降

建置也較快速便利，且在水利等方面之模擬已有許多應用，故

低縱橫向沖蝕，並減少泥砂輸送。而水流通過固床工或堰壩後

本研究選用 FLOW-3D 進行模擬分析，以詳細分析跌水下游之

形成跌水，高位能轉換成動能後沖擊下游渠床而形成一沖刷坑，

底床變化，並將其成果與水槽試驗結果比較討論，輔助水槽試

除帶起大量泥砂外更有可能造成壩趾基礎沖刷，或是護坦破裂

驗耗時耗力之缺陷。

受損，進一步危害壩體安全，目前常以堰壩下游設置靜水池、
護坦、水墊、副壩或是加深基礎深度來解決此一問題。根據
1982 年臺灣省防砂壩工程調查，構造物損壞原因主要是下游

二、文獻回顧

保護工受沖刷所導致。而 2012 年彰投、雲嘉地區重要集水區

綜觀各跌水之局部沖刷相關文獻，國內外已有多位學者進

構造物總體檢及 105 年水土保持防砂構造物沖刷坑形成機制

行研究，認為沖刷特徵與跌水高度、流量、坡度及時間成正相

與防治方法之探討報告書也指出，部分防砂工程等構造物之損

關，而與粒徑大小、尾水深成負相關。而跌水形成之沖刷坑分

壞原因大多為下游淘刷所引起，因此壩體下游之局部淘刷問題

析大致分為兩個方向，分別為因次分析及沖射流理論。陳正炎

研究，實屬必要且迫切。

(1987) 提出沖刷坑剖面除以最大坑深後可得到一餘弦雙曲線

跌水有垂直跌水之自由射流、溢洪道之貼面射流與洩槽之

之沖刷坑剖面，並以水槽試驗得到無因次沖刷坑深度。陳正炎、

階梯式跌水等，目前水土保持手冊 (2005) 中橫向構造物之消

郭信成、鐘文傳 (1993) 循陳正炎 (1987) 並變換粒徑與坡度

能設施尺寸僅以高度、長度等幾何參數為計算基礎，而流體複

進行試驗，以釐出當動態平衡時不同渠床質佈置，其穩定沖刷

雜之流況與沖刷情形，無法單以簡單的理論描述，因此，本研

坑特性因子間之關係，沖刷坑長度為最大刷深之 2.5~5 倍。陳

究藉由水槽試驗，以跌水高、流量、渠床粒徑及沖刷時間等因

聖文 (2000) 認為渠床坡度變陡時，投潭水流的沖刷潛能及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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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力會變大，導致泥砂顆粒較易被水流起動沖刷，因而使得沖

損失與射流撞擊角度為造成預測沖刷深度誤差之因素，且使

刷現象加劇。陳佳裕 (2007) 針對沖擊力、水流沖擊位置與沖

用平均粒徑 dm 比 d90 更為適合，並加入了尾水深因子來增加

刷前後能量消減等物理特性進行探討，以上學者皆以因次分析

預測模型與原型沖刷深度之準確性。

並透過水槽試驗得到預測沖刷坑最大深度之推估公式。吳金洲

在 FLOW-3D 模擬方面，Shahrokh Amiraslani 等人 (2010)

(1990) 則引用自由沖射流理論，並根據連續方程式與 Navier-

認為沖刷坑在前 10 秒長度發展迅速而逐漸趨於穩定而達到一

Stokes 方程式，再藉水槽試驗求得自由射流之半經驗最大刷深

個定值，但沖刷坑長度與寬度會持續。M. Habibi, M.J khan-

模式。而蘇重光、連惠邦 (1994) 也

jani(2012) 則提出沖刷坑深度會隨著時間而增加；尾水深度越

透過自由沖射流理論，認為當壩下游河床泥砂顆粒起動後，

深則沖刷坑深度越小；尾水深度越淺，沖刷坑長度越短，而模

相對速度及沖刷福祿數將影響其最大沖刷深度。美國聯邦運

擬結果與水槽試驗也有相當高的吻合。
各文獻之預測公式與相關試驗條件如表 1，除 DOT 與

輸部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 則針對箱涵出口
的無凝聚性土壤有沖刷深度、寬度、長度，體積之預測模

Shahrokh Amiraslani 等人 (2010) 是箱涵及孔口跌水，其他皆

式，雖然箱涵不歸類於防砂工程，但若底部高程增加時，在

為堰壩之跌水沖刷。此外，對於與壩體安全最密切的壩基淘刷

水理上與跌水相似，並加入了時間因子於模式中。此外，

深度與時間對沖刷坑之影響尚未有進一步分析，因此本研究變

Mason & Arumugam(1985) 歸納前人於 1932 ~ 1981 年所發展

換不同試驗條件並對這部分進行更深入探討，更搭配數值模擬

之沖刷深度經驗公式並檢測其正確性，認為縮尺誤差、摩擦

與水槽試驗比較。

表 1 沖刷坑深度整理表
Table 1

Depth of Scour
最大沖刷坑深度hs (m)

作者
陳正炎 (1987)

.

0.28
1.42

S=0,
吳金洲 (1990)

.

S=0,
1.69

.

.

0.91
蘇、連 (1994)

坡度S(%)

粒徑d(mm)

0.086~0.167

0

6.73~31.11

0.06~0.16

0~8

3.6~11.1

0.086~0.167

0~8

單寬流量
q(cms/m)
0.0036~
0.0477

0.31

D為水舌厚度 (m)，yt為尾水深 (m)，V0為水舌入射速度
(m/s)

陳、郭、鍾 (1993)

跌水高H(m)

0.00256~
0.00769

0.71~22.03

0.0036~
0.0477

1
-

yi為壩頂水深 (m)，yt為尾水深 (m)，u為上游平均速度
(m/s)，uc為底床顆粒臨界流速 (m/s)，Fr為沖刷福祿數

陳聖文 (2000)

.

12.46
.

0.913

陳佳裕 (2007)

.

0~8

3.4

0.0057~
0.0173

0.1~0.4

0

3.6~11.1

0.0043~
0.0161

.

yi為壩頂水深 (m)

Mason & Arumugam
(1985)

0.225

-

yt為尾水深 (m)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

√

.

α,β,γ為係數，hs為沖刷坑長度，σ為粒徑標準偏差，
Q為流量 (cms)，R為箱涵之水力半徑 (m)，t為時間 (min)

三、研究方法
1. 因次分析

-

和沖刷體積 Vs 為應變數，其它物理量為自變數，則可寫成下
列函數關係式，即

平衡狀態之沖刷坑大小度量物理量為：沖刷坑深度 hs、沖

, , ,
, , , , , , , , ,
(1)
利用柏金漢 (Buckingham) 之 π 定理作因次分析，並採用

刷坑寬度 Ws、沖刷坑長度 Ls、沖刷體積 Vs；而影響度量物理

yi，g 兩者為重覆出現的基本物理量，其它各物理量為輪變數，

量之因子有：壩上游水深 yi、壩頂水深 y0、壩高 H、流量 Q、

則可得下列無因次參數群：
,

代表粒徑 d、泥砂比重 Ss、重力加速度 g、坡度 S、水流衝擊
角度 θ、時間 t、共計十個，前述参數定義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其中壩上游水深之量測採堰水頭量測法，測定水頭 h 須在堰
上游至少要 4h~6h 之處，以避免水面曲度之影響，本試驗採 4h
處作為水頭量測)
如果以沖刷坑深度 hs、沖刷坑寬度 Ws、沖刷坑長度 Ls、

,
,

,
,

,
,

,
,

(2)
,

(3)

則式 (1) 可改寫為：
,

,

,

f

, ,

, , S , S, θ, t

(4)

如果下游為均質粒徑之水平渠床，並不考慮尾水深、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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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與水流衝擊角度，則單寬流量下之沖刷坑深度之無因次參

合一般幾何形狀。函數 F 定義為每單位體積內某流

數群有：

體之體積分率，當 F=1 時表示單位體積內充滿流體；
f

,

, ,

(5)

當 0<F<1 時，表示單位體積內有自由液面存在；而
當 F=0 時則表示單位體積內為氣體。

亦可寫成
, ,

(6)

FAVOR 技 術 (Fraction Area/Volume Obstacle
Representation) method
FLOW-3D 採有限差分法，其矩形網格最大缺點
為無法描述複雜邊界位置，容易出現鋸齒狀邊界，而
FAVOR 技術可避免這問題。
此技術原理定義每一個磚塊元素的六個面能夠
被流體通過的比例面積，以及出入自由的體積，這些
部分面積與體積將會結合到有限體積的運動方程式
中，FAVOR 技術提供每個控制體積對於流體與障礙
物交界面積的決定方法，而 VF 為流體通過的體積分
率，Ax、Ay、Az 為 x、y、z 方向流體通過的面積分率。

圖 1 影響沖刷坑之參數示意圖
Fig.1 Parameters of scouring

2. 水槽試驗
當渠床坡度為水平且無尾水時，沖刷坑大小乃受流量、壩

(2) 控制方程式
質 量 連 續 方 程 式


   V  0
t

 

高、粒徑大小及時間影響，因此本研究透過調整四種流量
(0.00325 cms，0.01 cms，0.0144 cms，0.0177 cms)、五種壩高
(2 cm、5 cm、10 cm、12 cm、15 cm)、四種均勻粒徑 (1.5 mm、
3.5 mm、6 mm，7.5 mm) 來進行，並求得沖刷平衡穩定狀態所
需時間。(此定義平衡穩定狀態為：以連續 100 分鐘沖刷坑深
度成長未超過 0.5 公分，且最後 50 分鐘沖刷坑深度未變化)
本試驗渠槽位於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為一循環式鋼架試
驗渠槽，試驗段長 12 m，寬 1 m，高 80 cm，前後有兩段長 2
m，寬 1 m，高 30 cm 沉砂池，水槽兩側均裝置觀測玻璃，由
步進馬達系統控制，最大單寬流量可達 0.025 cms/m。

動 量 方 程 式


DV


 p   g   2V
(8)
Dt

式中，  DV 為單位體積之慣性力， p 為單位
Dt


體積之壓力，  g 為單位體積之物體力，  2V 為單
位體積之黏滯力。
黏 滯 剪 應 力
 vi v j 



 x j xi 

 ij   p ij   

3. FLOW-3D
本研究以 FLOW-3D 軟體進行模擬分析，FLOW-3D 是一
套用於計算流體動力的軟體，以有限差分法與控制體積之觀念，
將流體與障礙物交界面面積結合至方程式中，並利用多區塊網
格、流體體積分法等技術，解決複雜之三維物理流體問題。
(1) 數值方法
多 區 塊 結 構 性 網 格 (Multi-Block Grids)
模式中之連結式網格能將不同大小之網格互相
連接，可針對模擬需求，將區塊分割為多個不同大小
區塊進行連結，增加複雜流動區域的靈活度與精準度，
並提高計算效率，改善網格浪費之問題，例如彎曲流
動區域或小區域需要高分辨率的問題。
 流 體 體 積 法 (Volume Of Fluid)
流體體積法為 Hirt and Nichols(1981) 兩人所提
倡，此方法提供了經由單位體積追蹤流體介面的方法，
計算流體每一時間間距內於單位體積中的流體體積，
能準確處理自由液面或兩種不相容液體之介面，即可
得知該分離介面之運動，並使得網格元素可以有效符

(7)


式中之 V 為流體速度，ρ 為流體密度。

(9)

上式中 τij 代表液體剪應力，i 為作用面，j 為作
用方向。
(3) 紊流傳輸模式 (Renormalization Group, RNG)
RNG 模式是由標準 k-ε 模式修正而來，此方法是應
用適當之統計方法推導出紊流動能與其耗散率，相較於
標準 k-ε 模式更能精確描述複雜之剪切流動、具高應變
率、渦流之區域及低雷諾數之流況，因此考慮到將模擬
劇烈變化之底床沖刷與模擬時間之限制，固選擇此紊流
模式進行數值解析。
(4) 泥砂沖刷模式
泥砂沖刷模式是透過計算懸浮質在流動中的平流，
與計算河床質受重力的沉降作用，並受剪力與水流擾動
之影響，及推移質在底床的泥砂輸送。
連 續 方 程 式
,

∙

,

0

(10)

其中，i 為泥砂種類，Cs,i 為 i 之懸浮泥砂濃度
(每單位體積質量)， u 為沉積物與流體平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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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i 為挾帶係數 (使用 Mastbergen-VandenBerg-

因為沉積物的密度比重比流體大，相對周圍流體

2003 經驗公式，其推薦值為 0.018)，ns 為向外垂直渠床

會沉降或飄移，此飄移速度是浮力 (引起漂移的力)

面之向量，ulift,i 被用來計算變為懸浮質的量，一旦變為

與拖曳力 (抵抗漂移的力) 之間的平衡，因此可以分

懸浮質就隨著流體流動漂移，d*為無因次平均粒徑大小，

別寫成沉積物顆粒和流體與沉積物混和的動量平衡。

ρf 為流體密度，ρs,i 為河床質密度，g 為重力加速度，μ 為

(11)
(12)
式中，us,i 為 i 泥砂顆粒速度，ρs,i 為泥砂密度，fs,i 為

流體之動力黏滯係數，Cs,i 為 i 沉積物濃度。
渠床上顆粒之彈跳與滾動稱推移質之運輸，目前使
用 Meyer, Peter and Muller 之模式[Soulsby-1997]，該模
式預測渠床上沉積物每單位寬度體積流量：
(22)

i 泥砂體積分率 (預設值為 0.64，為球體最大之體積分
率)，P 為壓力，F 包含物體力與黏滯力，ur,i 為相對速度，

其中，φi 為推移質通過渠床面之單位寬度體積流量，
θi 與 θ ''cr,i 同上述，βi 為河床載係數 (原始值為 8，建議

Ki 則結合了拖曳力與史托克阻力。

設定低輸砂至高輸砂為 5.0~13，砂礫則為 5.7)。

飄移速度利用飄移和相對速度的定義做計算：

qb,i 為單位寬度推移質輸砂量，下式為每單位時間單
(13)
沉積物由於在界面處之剪切力和小渦流的拾取並
再次懸浮而被挾帶。因為不可能計算每個單獨的沉積物
顆粒的流動，且通常難以在界面處計算邊界層，所以必

位底床流量寬度推移質通量：
,

,

(23)

,

而泥砂之躍移厚度[VanRijn-1984]：

須使用經驗模型，為求得臨界徐爾茲數，先計算無因次

(24)

參數 Ri*：
.

∗

,

,

(14)

,

臨界徐爾茲數則可以由 Shields-Rouse 公式推導出
[Guo-2002]：

四、結果與討論
1. 沖刷坑深度與長度
由試驗中可得知，沖刷坑深度與跌水高、單寬流量及沖刷

(15)

時間成正相關，與粒徑大小成負相關。其中一組試驗「固定粒

為避免粗顆粒泥砂包覆細顆粒泥砂之護甲層遮蔽

徑：3.5 mm；最大流量 0.0177 cms，調整其他四種壩高」，可
得知固定流量及粒徑下，壩體高度會明顯影響沖刷坑的發展，

效應影響，需計算中值粒徑 d50：

在壩高 15 公分與壩高 2 公分下的沖刷坑深度相差甚至達到接
(16)

近 10 倍之多，沖刷坑長度亦會隨著壩高而增長，而唯一能由
人為決定之因子為壩體高度，建議以連續低壩取代單一高壩，

再進而修正臨界徐爾茲數[Kleinhans-2002]：

營造無破壞性沖刷坑，且利生態環境。而坑深與坑長存在相當
(17)

而臨界徐爾茲數更進一步由安息角 (通常為 30 度
與 40 度間) 修正[Soulsby-1997]：

之關聯性，沖刷坑長度大約為最大深度之 3 倍，最大刷深點長
度與開始淤積點長度之比值約莫在 0.4~0.6 間，坑長佔總長度
的比也在 0.2~0.4 間，而粗顆粒容易形成堆積丘，細顆粒堆積
段則十分平坦。
經過渠槽試驗結果，可得平衡狀態下沖刷坑之沖刷深度及
長度預測模式分別為：

(18)
式中 β 為渠床坡度，ψi 為粒徑之安息角，φi 為流體
流動方向與渠床間之角度。

3.5042

局部徐爾茲數計算基於剪切力 τ：
,

,

泥砂挾帶上舉速度 (流量通量) 計算[MastbergenVandenBerg-2003]：
,

∗

∗
,

.
,

.

.

.

.

,

0.86

(25)

,

0.94

(26)

其中，hs 為沖刷坑深度 (m)，Ls 為最大刷深點至壩趾距離
(19)

.

0.8648

(m)，H 為壩高 (m)，q 為單寬流量 (cms/m)，d 為渠床粒徑 (m)。

2. 沖刷達平衡穩定之時間探討
首先將沖刷平衡狀態定義為當沖刷坑深度不再隨時間而

,

,

(20)
(21)

繼續增加，趨於平衡，稱此刻為沖刷平衡狀態。因試驗中無法
求得精確之沖刷坑深度變化率，則以連續 100 分鐘沖刷坑深度
成長未超過 0.5 公分，且最後 50 分鐘沖刷坑深度未變化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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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達平衡之時間。因沖刷坑深度會隨沖刷時間增加而越來越

中，使得壩基掏刷深度也愈深，但壩基掏刷深度皆小於最大沖

深，有效跌水高 (壩高加坑深) 也因此會越來越高，若是如此，

刷坑深度，因此沖刷坑剖面型態呈一圓弧狀。且沖刷坑深度與

那麼沖刷坑將無限發展，沖刷深度會越來越深，但實際上，於

壩基掏刷深度呈線性遞增，沖刷坑深度越大，壩基掏刷深度也

沖刷坑內跳動之砂粒至少須越過坑深高才能向下游移動，雖然

越大，除了幾組小流量之試驗外，壩基掏刷深度約為最大沖刷

隨著時間有效跌水高會越來越高，但沖刷坑深度將會限制砂粒，

坑深度之 0.45 至 0.85 倍間。其中細顆粒河床最容易產生緊鄰

使沖刷深度不再繼續加深，逐漸趨近穩定平衡狀態，此時之沖

構造物下方之沖刷，無論高壩或低壩，壩基掏刷與壩高比皆大

刷坑深度可視為最大沖刷坑深度。

於 0.7，且又以壩高對壩基的掏刷影響最為明顯，只有同時在

而流量越大、粒徑越小、壩高越高，其達平衡狀態時間皆

小流量與粗顆粒下不受影響。

較長；壩高高者雖然沖刷深度較深，但沖刷坑深度與有效跌水

因此在建置防砂構造物時，當渠床粒徑偏細或在高壩下，

高比會較小。在所有實驗組中，試驗時間皆大於其平衡時所需

建議設置護坦或水墊，且壩體基礎至少大於 0.5 倍壩高，以防

時間，發現於垂直跌水沖刷試驗中，當試驗進行四小時且調整

因壩基掏空而造成倒塌損壞。而若低壩未設置消能設施，或河

參數為：1.四種流量 (0.00325 cms，0.01 cms，0.0144 cms，0.0177

床質粒徑粗大、地質良好之處，雖然有設置副壩消能，但為了

cms)、2.五種壩高 (2 cm、5 cm、10 cm、12 cm、15 cm)、3.四

安全起見，壩體基礎深度至少需大於壩基掏刷時之深度。

種均勻粒徑 (1.5 mm、3.5 mm、6 mm，7.5 mm)，以本研究之

4. 各模式之比較

試驗條件下經多組試驗進行後，可發現當沖刷坑深度與有效跌
水高比介於 0.6~0.7，取平均接近於 0.7，沖刷坑深度與有效跌
水高比隨時間增加而趨於穩定，意即最大沖刷坑深度將不超過
有效跌水高之 0.7 倍。於實驗可以看出，30 分鐘前實驗沖刷坑
深度發展迅速，60 秒內皆可達平衡時最大刷深之五成以上，
除了最小顆粒之高壩高流量幾組試驗外，其餘在前 15 分鐘也
可達平衡時最大沖刷坑深度之八成，而後沖刷坑深度雖然仍持

雖然各模式看似差異非常大，但將前人沖刷最大坑深模式
中各項影響因子轉換至無因次參數，並與此研究之模式做雙對
數圖做比較，便能看出大部分皆成相同的趨勢，只是在不同的
試驗條件下而有所差異，而同一模式含有上下兩條線段則是其
相對粒徑 (d/H) 所涵蓋的範圍，因此綜合前人公式與本研究，
重新迴歸出一個預測沖刷坑深度無因次模式：
.

續發展，但變化率已遠遠不及發展初期時那麼迅速。在 30 分

,

.

0.8269

,

0.70`(28)

鐘後，各粒徑下沖刷深度變化皆明顯趨緩，與 DOT 公式趨勢

相對粒徑 (d/H) 值處於 0.0043 與 0.36 間則適用於此模

十分相近，最終仍於 4 小時內趨於平衡。若將每個不同延時之

式，此外，粒徑範圍應介於 0.71 mm 至 31.11 mm 間，流量

沖刷深度與平衡狀態之最大沖刷坑深度進行分析比較，由結果

0.00132 cms 至 0.0477 cms 間，跌水高 0.02 cm 至 0.4 cm 間；

顯示出任何延時之最大沖刷坑深度係隨時間增加而成冪次方

依據 Rand(1955) 定義跌水數D

遞增，直至達平衡之最大沖刷深度為止。

(cms/m)、g 為重力加速度 (m/s

本研究參考美國聯邦運輸部的靜水池設計規範，將流量轉
換至單寬流量，並加以考慮粒徑因子，得到無因次沖刷坑深度
隨時間變化下之模式：
0.9560

.

.

⁄
2)、H

.

，其中 q 為單寬流量
為跌水高度 (m)。

5. FLOW-3D 模擬
(1) 模擬條件設定
本研究欲探討垂直跌水之沖刷，將模擬分為水槽試

,

0.74

驗與寒溪現地兩種情形，水槽試驗模擬因尺寸較小，故

(27)
此模式適用於沖刷 30 分鐘後變化相對平緩之階段，其中，

模型建立在 CGS 制單位，採用與水槽試驗之相同試驗

hst 為沖刷延時 t 時之最大刷深 (m)，H 為跌水高度 (m)，q 為

採用 FLOW-3D 內建不可壓縮之 20 度常溫水體，在 CGS

單寬流量 (cms/m)，g 為重力加速度 (m/s2)，d 為粒徑大小 (m)，

制單位下其密度為 1 g/cm3，黏度為 0.01P，重力在 Z 軸

tt 為沖刷延時 (min)。

為-980 cm/s2，並利用 RNG 紊流模式計算分析，以提高

3. 壩基掏刷

模擬之準確性。上游邊界條件設定為定量入流 Volume

近年來，針對防砂構造物調查顯示，溪流中水土保持防砂
構造物設置後，經歷數次豪雨所帶來的溪水沖刷，常於緊鄰構
造物趾部形成掏刷，進而造成構造物基礎裸露，危害構造物的
安全，有鑑於此，特別針對壩基掏刷深度進行討論。而壩基掏
刷深度定義為沖刷後緊鄰壩趾距渠床之垂直距離，此沖刷深度
等於壩基裸露之深度，試驗中可直接由皮捲尺測得。

條件予以進行，而寒溪現地模擬則採用 SI 制單位。流體

flow rate，為使溢流之流體與粒子能順利排出，避免影
響模擬結果，將下游邊界設為出流邊界 Outflow，兩側
邊壁與底部採用邊牆 Wall，頂部邊界則採用預設項
Specified pressure。壩上游初始水深與壩同高，壩下游則
無尾水。
(2) 水槽試驗模擬

由試驗顯示，在流量、粒徑與壩高皆會影響壩基之掏刷，

比較水槽試驗與 FLOW-3D 模擬，因 FLOW-3D 中

在自由射流之沖刷過程中，射流撞擊渠床形成沖刷坑時，水流

無流量係數，因此以壩高 0.15 m、均勻粒徑 0.0015 m、

會分成兩股，一股將底床質直接帶往下游，而另一股迴旋渦流

單寬流量 0.0177 cms/m 之實驗組做為對照組，並調整模

則轉向上游，衝擊壩趾下方之底床質，再隨射流一併回到沖刷

擬之流量，模擬時間為 7200 秒。

坑內，如此循環。當深度持續增加時，掏刷起的顆粒會崩入坑

觀察模擬七種不同流量之模擬結果 (圖 3)，於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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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各流量皆迅速發展，且不論流量大小，沖刷坑深

進而達到穩定狀態。其中比較各流量，又以 0.02 cms/m

度無明顯不同，但仍遠遠不及實驗於初期之發展速率。

之模擬結果在 2000 秒後最吻合實驗結果，因此往後模

而後模擬結果逐漸貼近實驗結果，沖刷坑深度變化趨緩，

擬將流量係數定為 C=0.885。

圖 2 各模式無因次之雙對數比較圖
Fig.2 The double logarithmic comparison plot of each dimensionless model

30
q=0.0272cms/
m(模擬)

25

q=0.02cms/m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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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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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01cms/m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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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流量下沖刷坑隨時間發展變化圖
Fig.3 Variation of hole scour in time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考量流量係數 C=0.885 後，從沖刷坑隨時間發展變

沖刷坑深度變化率方面，依模擬結果可得知，沖刷坑深

化圖 (圖 4) 與實驗及模擬無因次沖刷坑深度與跌水數

度於一開始變化最為迅速，而後遞減，與時間之關係呈

關係圖(圖 5)進一步分析，將可以看出模擬之沖刷坑深

對數趨勢，在沖刷後期雖然坑深還是有變化，但變化程

度會稍大於實驗之沖刷坑深度，尤其是在小流量時，原

度已非常微小，可以認定為平衡狀態，因此經 FLOW-3D

因可能在於決定之流量係數是使用大流量與最小粒徑

數據，將沖刷平衡狀態定義為當沖刷坑深度變化率小於

進行調整，故在大流量、最小粒徑下模擬結果與實驗相

0.003 cm/s 時，趨於平衡狀態，此時沖刷坑不再繼續有

符，但在小流量與粗粒徑下模擬結果則會有所高估。在

明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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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沖刷坑隨時間發展變化圖
Fig.4 Variation of hole scour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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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無因次坑深與跌水數關係圖
Fig.5 Dimensionless scour in relation to drop number

因此以 FLOW-3D 模擬跌水沖刷時，須微調流量係
數方能得到準確之沖刷深度，且於初期的模擬並不適用，

內泥砂往下游移動，進而造成模擬之沖刷坑深度稍大於
實驗結果。

模擬時間太短將會低估沖刷深度，建議以沖刷坑深度變

垂直跌水之沖刷須發展好幾個小時以上方能達到

化率來判斷是否達穩定平衡狀態。此外，模擬結果顯示

平衡穩定狀態，尤其在高跌水、大流量或細顆粒下所需

沖刷坑後方堆積情形與實驗有所不同，原因為使用 RNG

時間更長，而 FLOW-3D 於沖刷模擬需龐大計算量，運

紊流模式，水流無法解的很完美，此外因 FLOW-3D 無

算時間甚至遠比水槽試驗時間更長許多，因此若以

水砂交換，故在沖刷過程之模擬會較準確，而在堆積段

FLOW-3D 模擬垂直跌水之沖刷，建議以實驗難達成之

有交換行為時計算結果會不精準，而堆積高度會影響坑

模擬較為合適與方便，且需微調流量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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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防砂壩下游將受到非常劇烈之沖刷，必然會危及

以清水流模擬寒溪番社坑防砂壩之沖刷，渠床質依

構造物安全。整體而言，FLOW-3D 能調整坡度 (地形)、

現場粒徑分佈設定，模擬時間為一小時。因寒溪於過去

人工構造物、變量流、含砂量、沖刷時間等，概略得知

一年內之最大一小時雨量為 2016 年 9 月 17 日馬勒卡颱

沖刷坑深度，因此若未來要預估某特定流量下所產生之

風 (42.0 mm/hr) 所帶來，以合理化公式求得流量為 70

沖刷坑規模，可以藉 FLOW-3D 進行初步模擬，進而設

cms，而模擬結果之最大坑深為 3.71 公尺。根據台北分

計適當之消能設施，或考量增加壩體基礎深度，以避免

局 105 年 8 月實際觀測資料顯示以及本研究於 104 年 7

構造物受沖刷而破壞，但未來應用時須注意有高估之情

月至 105 年 10 月之現場勘查期間，測得溢洪道切口下

形。

方之最大沖刷坑深約為 2.5 至 3 公尺，若將流量調低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梅姬颱風 (30.5 mm/hr) 之流量 51 cms，
最大坑深為 3.13 公尺，因此模擬之坑深將些微高估於實
際情。
若以 5 年洪峰流量 (140 cms) 模擬，其最大坑深為
6.53 公尺；而以 25 年洪峰流量 (180 cms) 模擬，其最
大坑深與 5 年洪峰流量差不多，為 6.73 公尺，但兩側坑
深規模略深於 5 年洪峰流量；以 50 年洪峰流量 (209 cms)
模擬，壩下游受劇烈沖刷，形成一道深溝，且在切口形
成一大深潭，最大坑深為 7.81 公尺，而以各頻率洪水模
擬，因流量較大，最大刷深點距切口下方壩趾也會較長，
約為 5 公尺。

圖 7 寒溪番社坑防砂壩之沖刷模擬圖 (70 cms)
Fig.7 Scouring simulation of Hanxi fanshekeng dam (70
cms)

圖 6 宜蘭寒溪番社坑防砂壩

圖 8 寒溪番社坑防砂壩之沖刷模擬圖 (Q50)

Fig.6 Hanshi fanshekeng dam in Yilan

Fig.8 Scouring simulation of Hanxi fanshekeng dam (Q50)

藉實測資料與 FLOW-3D 模擬比對，顯示防砂壩之
溢洪道有切口則容易集中水流，造成切口下沖刷更劇烈，
故於溢洪口下而形成一大深潭。而模擬之沖刷形貌十分

五、結論與建議

類似於現地實測結果，惟坑深後方淤積段較無法準確呈

經過水槽試驗與 FLOW-3D 數值模擬，得以下結論：

現，但影響壩體安全以壩前掏刷為主，故 FLOW-3D 有

1. 沖刷坑深度、長度與跌水高、單寬流量及沖刷時間成正相

其適用性。此外，模擬之沖刷坑深度將些微高估於實際

關，與粒徑大小成負相關。而唯一能由人為決定之因子為壩

情形，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以清水流進行模擬，而現實河

體高度，單一高壩沖刷坑深度經過試驗和現勘觀察結果，經

道中有泥砂輸送，上游來砂將會補注於坑內，因此模擬

常為有效壩高之 0.7 倍左右，防砂壩前趾深度必須配合沖刷

結果高估於實際情。雖然近一年颱風洪水帶來之流量雖

坑深度設計，導致工程經費增加許多；系列式潛壩沖刷坑較

然並無發生五年以上頻率洪水，但此流量已足夠對壩體

小，趾部深度也較小，可以達到同樣效果而經費較低，惟其

安全產生威脅，若以五年以上頻率洪水進行沖刷模擬，

是否有其他問題衍生尚未研究。建議未來以系列式潛壩之

FLOW-3D 預估沖刷坑規模將會嚴重許多，坑深將達現

垂直跌水為題進行後續研究。

在的數倍之多。

2. 流量越大、粒徑越小、壩高越高，其達平衡狀態時間皆越長，

綜合 FLOW-3D 模擬、水槽試驗結果與現地測量調

而任何延時之最大沖刷坑深度係隨時間增加而成冪次方遞

查結果比較，可以發現呈現相同趨勢，在河床質易被沖

增，直到達穩定平衡之最大沖刷深度為止。此外，沖刷坑深

刷處興建高壩，且無設置適當之消能設施，一旦發生大

度與有效跌水高比隨時間增加而趨於穩定，最終達一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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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最大沖刷坑深度將不超過有效跌水高之 0.7 倍。
3. 經過水槽試驗，可得到沖刷坑深度隨時間變化模式，並綜合前
人公式與本研究之沖刷坑深度無因次模式：
.

.

0.9560

.

,

240
.

0.74

.

,

0.8269

,

0.70

4. 依據矩形堰水槽試驗的檢定結果推導出流量係數，即定義

downstream of Sabo dam,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5)，
「水土保持手冊」
。
(Handboo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in Chinese))
[7] 陳佳裕 (2007)，「防砂壩下游水流沖擊力與局部沖刷現象
之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增加流量試驗範圍，本研究將水槽試驗流量乘以流量係數

(Chen, C.Y. (2007). The Impact Force and Local Scouring of
Over-fall Flow at Downstream Area of Check Dam,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8] 黃宏斌 (2016)，「105 年水土保持防砂構造物沖刷坑形成

0.885 後之流量代入 FLOW-3D 從事模擬。沖刷達穩定方面，

機制與防治方法之探討」，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研究

建議以沖刷坑深度變化率為 0.003 cm/s 來判斷是否達穩定

計畫成果報告。(Huang, H.P. (2016). Study on formation

平衡狀態，然而因使用 RNG 紊流模式且 FLOW-3D 無水砂

mechanism and its mitigation measures of scour hole downstream of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check structure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in Chinese)).
Mastbergen, Dick R., and Van Den Berg, Jan H. (2003).
“Breaching in fine sands and the generation of sustained turbidity currents in submarine canyons.” Sedimentology.
Junke, Guo. (2002). “Hunter Rouse and Shields Diagram.”
World Scientific, 1096-1098.
van Rijn, L C. (1984). “Sediment transport, Part I: bed load
transport.”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Mason, P.J., and Arumugam, K. (1985). “Free jet scour below
dams and flip buckets.”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SCE, 111(2), 220-235.
Kleinhans, M.G. (2000). “Sorting out sand and gravel: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in sand-gravel bed rivers.” PhD
thesis, Universitaat Utrecht.
Habibi, M., and Khanjani, M.J. (2012). “Scour Analysis in
High Vertical Drop Shallow Using Numerical and Physical
Mod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Engineering, 2(6).
Shahrokh, A., Jafar F., and Hossein, M. (2010). “The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Free Falling Jet’s Effect On the Scour of
Plunge Pool.”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ter Resources.
Soulsby, R. (1997). “Ch. 9: Bedload transport. In Dynamics
of Marine Sand.” Thomas Telford Publications.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2006), Hydraulic Engineering Circular No. 14, 3rd
edition.
Waler, R. (1955) “Flow Geometry at Straight Drop Spillway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81(9), 1-13.

流量係數 Cd 為實際流量 Q 與理想流量 Q0 之間的比值，以
此流量係數代入 FLOW-3D 同樣大小矩形堰之其它流量條
件下做沖刷數值模擬，比對水槽試驗和數值模擬結果，以及

交換，故於坑後堆積段有交換行為時之模擬較為不理想。
5. 可藉 FLOW-3D 初步推估特定流量下某一設計構造物所產
生之沖刷坑規模，進而設計適當之消能設施，或考量增加壩
體基礎深度，以避免構造物受沖刷而破壞，但未來應用於預

[9]

估沖刷坑規模時須注意有高估之情形。
[10]

六、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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