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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渠槽試驗比較透水與不透水固床工下游之沖刷坑差異
孫崇育[1] 許少華[2*]
摘

吳俊鈜[3] 洪碧芳[4]

要 本研究以固床工之透水與不透水性進行固床工下游基礎點沖刷之探討。室內實驗發現不透水固床

工會產生較深之基礎淘刷，而透水性固床工則較輕微。其主因乃水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時會有穿透流及溢頂
流兩種流況，使跌水之流量減少，進而減少跌水 (溢頂流) 對底床產生之衝擊，此外，穿透流也會讓溢頂流之
跌水位置往下游推。溢頂流減少之差異可以從固床工孔隙率不同得知，孔隙率 0.27(K≈1.25 cm/s) 的溢頂流減
少 7 %、孔隙率 0.34(K≈1.25 cm/s) 的溢頂流減少 20 %，得知透水性固床工之孔隙率愈大，減少溢頂流愈大，
其溢頂流之流量會愈小，而穿透流之流量會愈大，使之基礎點沖刷深度漸緩。

關鍵字：流況、固床工、渠槽試驗、透水性、基礎點沖刷、穿透流、溢頂流、孔隙率

Comparison of Downstream Erosion Between Permeable and
Impermeable Groundsill Throung Flume Tests
Chong-Yu Sun[1] Shaohua Marko Hsu[2*] Chun-Hung Wu[3]

Pi-Fang Hung[4]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d downstream scouring between permeable and impermeable groundsill. Site investigations were first performed at the Dajia River Bridge and a flume experiment with a scale of 1 to 100 was designed
based on field data.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rmeable and impermeable groundsill. Field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severe localized scouring occurs downstream of a impermeable groundsill, whereas deposition occurs downstream of a permeable groundsill. Laboratory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for an impermeable groundsill,
scouring is much deeper than for a permeable groundsill. The main cause is that a portion of flow penetrates the permeable groundsill and reduces the over-weir flow over the groundsill, thereby reducing the impact on the surface bed.
Furthermore, increased penetrated volume allows for some of the vertical flow to flow laterally downstream because
of a decrease in water height. The reduction in over-weir flow is correlated with porosity. A porosity of 0.27 (K≈1.25
cm/s) reduces the flow by 7%, and a porosity of 0.34 (K≈1.25 cm/s) reduces the flow by 20%. Greater porosity cause
greater reduction in over-weir flow, the impact on the surface bed.
Key Words: flow pattern, groundsill, flume experiment, permeability, scouring at base point, penetrating flow, overweir flow, porosity

一、前

言

台灣坡陡流急，洪峰期間河床沖淤變化激烈。為穩定河床
高程，常以固床工作為河床保護之結構物；但水流經過固床工

人 (2008) 利用透水性筐網設置於八掌溪，作為導流工並藉由
筐網的透水性處使泥沙淤積；丁肇隆與鄭智元 (2001) 以透水
性結構物應用於海岸消波潛堤，除了可以消波外，更可作為人
工魚礁，兼顧保護海岸及豐富海產資源之多功能目標。

時，由於粗糙度不同，往往對固床工下游產生局部沖刷，而造

有鑒於前人所做之研究，水流經過透水性結構物會因其透

成固床工下游基礎因為局部沖刷而被掏空，進而影響到固床工

水性，而減緩水流強度，使水深增加，流速減少，阻擋泥沙向

本身之安定性。因此，固床工下游基礎沖刷之課題在台灣一直

下輸送，故使透水性結構物下游產生淤積，對河床有減緩沖刷

是個重要的研究議題。

之效益。如果以透水性結構物代替傳統的不透水固床工，是否

近年來已有許多有關透水性結構物作用於河床及河工構

可以減緩其局部沖刷對於固床工基礎的影響呢?有鑒於此，本

造物的研究，Ding, B 等人 (2006) 以透水四面體進行橋墩保

研究參照大甲溪於一號省道橋斷面之河段條件，來設計渠槽實

護室內試驗，發現可達到減緩沖刷促進淤積之效果；黃進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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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相關材料及規格，模擬水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後之沖刷現

為：固床工下游河段發生向源侵蝕、固床工未合攏所造成之束

象，主要觀察其沖刷坑及流況隨著不同流量下之固床工基礎沖

縮沖刷、側向侵蝕、大尺度二次流沖刷、上下游側的局部沖刷、

刷發展特性，並與不透水固工床之動床試驗加以比較。研究成

簸揚沖刷、跌水與水躍沖刷等。根據以上破壞原因調查分析，

果能幫助理解透水及不透水固床工下游可能發生的沖刷機制

固床工最常見破壞形式為簸揚沖刷 (35.5 %)、跌水或水躍沖刷

或可能產生的狀況，有助於河川構造物的設計。

(22.6 %)、向源侵蝕 (16.1 %) 及側向侵蝕 (6.4 %)，且前兩者
所占比例較高。

二、文獻回顧
固床工為一個橫向構造物，可以與河床齊平或略高於河床
面，常採用連續施設方式而構成一階梯系列固床工，以擴大河
道的保護區段，其設置位置為河段被沖刷之下游處，設置方向
與下游水流之流心線成直角。固床工可以緩和床面及兩岸的流
速，具有整流、導流、減緩沖刷、調整河床坡度等功能，可抑
制河床面泥沙的輸移，以防止河床產生嚴重沖刷的工程設施。

1. 河道橫向固床工沖刷機制及災因
當河流通過固床工時，會因上下游的高低落差而產生跌水。

2. 固床工沖刷發展
有關沖刷坑之形成過程，Breusers (1966) 曾觀察低福祿數
之清水水流通過固床工 (定床) 與細顆粒 (動床) 交界面之沖
刷過程，並針對固床工及平衡沖刷坑的主流流向之平均流速和
紊流強度進行分析，如圖 1 所示，圖中 u 為主流流向之平均流
速；u’為主流流向之紊流強度；ys,m 為最大沖刷深度；x 為
最大沖刷深度至固床工的距離。由圖可見，於定床與動床交接
處，近床區之速度梯度遠大於平衡沖刷坑內底部之速度梯度，
若以適當方式調整水流 (如透水性固床工)，減緩近床區之速
度梯度，則能減小沖刷深度。

跌水時產生位能轉換為動能會使底部的河床質被水流捲起，隨

Zanke (1978) 根據 Breusers (1966) 之低福祿數清水沖刷

水流移動，此為跌水沖刷。而當淘刷機制帶走固床工基腳的河

於顆粒動床試驗結果，將沖刷坑之演變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分

床質時，便會使基腳失去支撐及穩定，進而造成固床工的崩落

別為初始階段 (initiation)、發展階段 (development)、穩定階段

與破壞；而持續重複向上游演進的過程便會形成向源侵蝕現象，

(stabilization)和平衡階段 (equilibrium)；而盧昭堯等人 (2012)，

最終造成整體固床工的破壞。據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8 年與林

則把固床工下游沖刷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初始沖刷 (initial)、

呈等人 (1998) 調查台灣主要河川之河床保護構造物 (攔河堰、

發展沖刷 (developing) 和平衡沖刷 (equilibrium) 如圖 1 所示。

固床工等) 之沖刷災因，統計彙整後，可知其破壞成因可歸納

圖 1 典型定量流固床工下游沖刷過程示意圖
Fig.1 Typical erosion processes at downstream of a groundsill

3. 透水性結構物之相關研究

形成淤積區並分散主流流路，其結果改變了水流攻角，

(1) 透水性結構物用於河川導流

不直接沖擊堤岸，使主深槽流路偏離原來方向，對堤岸

許少華等人於 2007~2009 年進行透水性框網圓柱保
護堤岸之案例研究，該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的大甲溪為

減少沖刷，達到保護堤岸之成效。
(2) 透水性結構物周圍流場分析

研究對象。經由 2007 年 6 月份梅雨季豪雨、8 月份聖帕

呂珍謀等人於 2005 年進行透水與非通水性結構物

(Sepat) 颱洪、9 月份韋帕 (Wiptha) 颱洪及 10 月份柯羅

附近流場比較分析中，透水效應使透水結構物與流體的

莎 (Krosa) 颱洪等多次洪水作用過後，每排筐網圓柱群

交界面存在滑動速度，造成透水結構物上方區域的平均

迎水面與背水面產生沖淤效果，淤積高度可達 1.5~2 m，

速度剖面呈均勻分佈；在透水結構物後方，滲流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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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速度隨孔隙率增加而減小。透水結構物內部的滲流量呈
現不均勻分佈，結構物前端部分具有最大滲流量，隨著

針對鋼柵石籠作為透水性固床工之沖刷差異，研究方法分

斷面距離的增加滲流量逐漸減少並達到平衡狀態，透水

別進行了現場勘查及渠槽實驗。現場勘查主要目的在於觀察量

結構物的平均滲流量與孔隙率的增加成正比。

測透水性固床工與不透水固床工於現場產生的沖刷及破壞形

(3) 透水性結構物於固床工後方
欉順忠等人 (2010) 進行透水性四面體框架放置於
柔性固床工下游之研究，並與擺放透水性四面框架進行
比較，探討其減緩沖刷之效益。從研究中可以得知固床

式；渠槽實驗是為了在有效觀察下，瞭解不透水固床工和透水
性固床工於水流過程可能產生的流況改變、以及沖刷過程和淤
積情況。

1. 現場調查區域

工下游無透水性四面框架時，其沖刷深度遠大於固床工

如圖 2 所示，研究區域為台 1 線大甲溪橋和潛堰固床工

下游有透水性四面框架，但於透水性四面框架的後方會

河段，其固床工主要目的為 P18~P29 橋基短期保護工程此區

有新的沖刷坑產生，其新的沖刷坑深度會大於有固床工

域，選此作為研究區域之原因為此區域包含了透水性固床工和

後方有設置透水性四面體之沖刷坑深度，而以整體試驗

不透水固床工兩種設施。整個河段屬辮狀河流，主深槽水流有

而言，有設置透水性四面體雖會有兩個沖刷坑，但其最

數股，其中與研究區域有關的乃自 3 號國道跨大甲溪橋，沿彎

大沖刷深度都小於無設置透水性四面體，因此以鋪設透

道蜿蜒斜向左股凹岸流路至客庄堤防，直射流沿堤段於台 1

水四面體框架之保護方式可有效減緩固床工下游之底

線大甲溪公路橋前，主流折向大甲溪公路橋下全斷面之潛堰固

床下降，並使較大之沖刷坑遠離固床工以降低其破壞威

床工。此河段河床質以卵礫石為主，粒徑分佈為雙峰曲線，中

脅。

值粒徑 D50=96 mm 河段底床坡降 S0 =1/90，水面寬 B=400 m。

圖 2 現場調查區域圖
Fig.2 Site survey area map

120

孫崇育、許少華、吳俊鈜、洪碧芳：以渠槽試驗比較透水與不透水固床工下游之沖刷坑差異

2. 現場探勘說明
現場調查結果得知，不透水固床工會因其不透水性，水流
從固床工上方經由跌水對河床產生局部沖刷 (圖 3)，更嚴重會
使其基腳被淘刷而破壞，所以需在下游方增加消波塊等消能設
施來保護河床，防止其被沖蝕，而透水性固床工因為其結構孔
隙多，能令水流通過時消能，在後方的跌水沖刷，並不會對基
礎有較大的影響，使之後方無須再增加消波塊等消能設施，就
可以達到減緩局部沖刷防護基腳淘刷破壞的產生，且因水流流
經固床工後，流速下降，使得水流挾砂能力減弱，而使得水中
卵礫石沉積，如圖 4 所示。

3. 試驗方法
針對台 1 線大甲溪橋現場之情況，進而規劃室內沖刷
縮尺試驗研究及渠槽模擬。本研的設計，因考量試驗條件設備
的情況，並不能完全按照現場情形進行縮比，只能簡化現場的
狀況，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在渠槽模擬時，以直線渠槽模擬

圖 5 簡化現場示意圖

此河段型態，並簡化現場之河工構造物，只考慮其中不透水固

Fig.5 Conceptualize two kinds of groundsill at the site

床工和 H 型鋼柵壩 (透水性固床工)，進而探討兩者之差異性，
如圖 5 所示，因此本研究並沒有針對固床工的項目進行縮比，
但有有針對流量、坡度和粒徑進行福祿素的 100:1 的縮比進行
探討。

4. 模型縮比條件
本研究乃考量模型縮比的學理試驗而非嚴謹的物理模型，
由於河川水流中，主要以重力及慣性力影響，而表面張力和黏
滯力等影響較少可忽略不計，故本試驗以重力比值與慣性力比
值之福祿數作為模型縮比之依據 (表 1)。本研究為動床試驗，
模型比尺為 100：1，採用縮比之水理條件位置為台一線大甲
溪橋斷面。粒徑採用大甲溪此斷面之 D50=96 mm 縮比，縮比
後為 0.96 mm。於本研究期間，麥德姆颱風影響研究區域最為
嚴重，故流量選用以麥德姆颱風 2014 年 7 月 24 日之石岡壩
當日平均總放流量 401.69 cms 作為此實驗流量，進行渠槽流
量縮比，縮比後流量為 0.004 cms，如表 2 所示。
表 1 福祿律等比模型之比尺
Table 1

The ratio of the Froude number models

運動性相似

圖 3 台一線大甲溪橋左岸之不透水固床工
Fig.3 Impermeable groundsill near the left bank of DaJai river and upstream of bridge highway 1

1/2
L
1/2
L
5/2
L

時間比尺λ
速度比尺λ
流量比尺λ
單寬流量比尺λL3/2

幾何性相似

動力性相似

長度比尺λL
面積比尺λL2
體積比尺λL3
水力半徑比尺λL

力之比尺λL3
質量比尺λL3
功之比尺λL4
功率比尺λL7/2

表 2 本研究試驗縮比前後之水理條件
Table 2

Hydraulic parameters in flume test under 1:100
scale from the prototype

比尺100：1
流量Q
坡降S0
中值粒徑D50

原水理條件
401.69
1/90
96

縮比水理條件
0.004
1/90
0.96

單位
cms
mm

註：本研究乃考量模型律的學理試驗而非物理模型

圖 4 H 型鋼柵壩插入異鼎塊(透水性固床工)
Fig.4 A line of H shape steel piles maintained a zone of
permeable groundsill downstream of the bridge
highway 1

四、試驗渠槽條件與流程
1. 試驗設備
試驗渠槽為循環水槽，原渠道長 5 m、寬 2 m、高 0.4 m，
因於渠槽之流量，無法符合本研究之模型推估，估需改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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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重新製作的渠槽長 5 m、寬 0.6 m、高 0.4 m，如圖 6 所

(固床工) 先埋放於底床上方 10.5 cm(砂面下 2.5 cm)，其水平

示。流量控制採循環式定水頭水箱放流，入流口處有束縮整流

座標 280.5 cm~286.5 cm 處，再用整砂器整平到全斷面高度皆

器及逆坡板，可穩定流況，使得出水形成均勻流況，流至試驗

為 20 cm。

段。水槽後端有透水性網版，用來控制尾部砂子的高度，如果

3. 試驗材料與試驗粒徑

沒有擋砂網，下游沙子受到出流水淘刷後，會不斷向上游淘刷，
影響到實驗段。

2. 試驗布置

本研究試驗材料分為透水性固床工與不透水固床工。透水
性固床工採用鋼柵石籠固床工，其長、寬、高分別為 6 cm、60
cm 和 7 cm，每格網目為 1 cm，內部填充礫石，填料分別為 2

本研究參考台一線大甲溪橋河床斷面之床底坡度 S0=1/90

分石 (孔隙率 (n) 為 0.34) 和 6 分石 (孔隙率 (n) 為 0.27)，

來進行試驗，且上游並無供砂，下游為自由溢流，只有透水性

透水性固床工內部填料均為單一粒徑，因此固床工內部礫石粒

攔沙網，以固定砂子的高度。如圖 7 所示，本研究因實驗鋪砂

徑均勻分布；不透水固床工則是將上述的鋼柵石籠用不透水布

設有一定高度，所以前端需增設逆坡，讓水流可以穩定的升高

包覆而成 (圖 8a)。孔隙率 0.34 的案例 (圖 8b)，填充的為六分

到鋪設高度。逆坡鋪設的材料和實驗用砂材料相同，可以避免

石，根據 Hazen 式K

因介質不同而造成的局部沖刷。逆坡鋪設的長度為 60 cm，坡

孔隙率為 0.27 的案例 (圖 8c)，因填充的為二分石，其粒徑較

度= -1/3。實驗鋪設砂總長為 420 cm，高度為 20 cm。因本實

小，所以外層以一透水布包覆，以防止礫石落出，其 K 值介

驗渠槽尾端為自由溢流，無法蓄水，使得試驗一開始，起始進

於 1.25~1.88(cm/s)。

計算其 K 值介於 10~15(cm/s)；

水水深不穩定，故一開始把固床工埋於砂下，經過實驗前置試

河床斷面之中值粒徑 (D50)=96 mm，採取 100：1 之等比

驗測試，當泥沙沖刷達 2 公分時，上游進水的水深趨近於穩

縮尺，縮比後為 0.96 mm，因此採 (D50=96 mm 石英砂為本研

定，故固床工需埋設於砂面下 2 公分以下，因此本實驗材料

究試驗用砂。

圖 6 試驗水槽主體側視圖
Fig.6 Side 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flume

圖 7 實驗配置圖
Fig.7 Setup of the experiment

圖 8 三種試驗用不同孔隙固床工
Fig.8 Three different tested groundsill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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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驗流量

6. 試驗步驟

本研究試驗流量以麥德姆颱風，於石岡壩放流量之 100：

如圖 3 的橋墩基礎嚴重裸露現象，可推知現場大甲溪河段

1 之等比縮尺，縮比後的流量作為試驗之基礎流量 q=0.004 cms。

近年來乃屬於一般下刷 (general degradation) 的河床變動情形，

本研究試驗流量之設計方面分別採用基礎流量 q 的 0.6 倍、0.9

故設計了以下試驗步驟，試驗步驟如圖 10 所示

倍、1.6 倍和 2 倍作為此試驗之流量，下表 3 為此試驗條件。

(1) 設計渠槽並製作。

表 3 本研究試驗條件

(2) 試驗前置實驗 (因本實驗尾端為自由溢流，無法蓄水，

Table 3

流量

使得試驗一開始，水流流量不穩定，主要為了解水需要

Test conditions of this study

不透水固床工
(孔隙率= 0)

0.6 q
0.9 q
1.3 q
1.6 q
2q

透水性固床工

沖刷多少深度後，其流量會穩定) 得知沖刷深度達到 2

透水性固床工

(孔隙率= 0.34)
(孔隙率= 0.27)
■
□
□
■
□
□
■
■
□
■
■
□
■
■
■
□：無試驗 ■：有試驗 q=0.004 cms

公分時，流量趨於穩定，故一開始把固床工埋於砂下。
(3) 在渠床上面鋪設 20 cm 厚的石英砂，並把試驗材料埋設
至試驗區砂面下 2.5 cm，並經過潤濕夯實，再以整砂器
將砂整平。
(4) 對渠槽切成 2 個量測區，分別為固床工上游和下游，並
架設錄影機，由上往下 (2 個量測區域) 拍攝。

5. 試驗範圍

(5) 開始試驗所需之流量，埋設於沙下之固床工整個表面露

試驗條件針對速度分佈之基本假設為均勻流，而在流況尚
未完全發展的情況下所量測的資料，並不適用於分析。故在選

出後，試驗配置達到穩定條件，試驗開始進行。
(6) 試驗開始後進行拍照，量測流速、溢頂流之流量、底床

定試驗段位置之前，須先確認試驗區段之流況為完全發展

變化和基礎點沖刷變化，其試驗量測方式於下小節說明。

(fully developed) 流況。而對於完全發展流況之檢驗，常用的

(7) 當基礎點沖刷達到破壞 (固床工的高度) 或沖刷穩定

方法有以下四種：(1) 渠寬決定量測點位置、(2) 邊界層理論

(基礎點沖刷變化率小於 1%，並長達 30 分鐘)後，停止

決定量測點位置、(3) 水深決定量測位置、(4) 速度剖面的發

試驗。

展情況。因本研究之試驗水深較低，以流速剖面決定完全發展

(8) 停止實驗後，將上游供水關閉，並等待河床上的餘水乾

段較為困難，故決定以試驗區各段水深來決定完全發展段，完
全發展段選定之範圍 (圖 9) 為 2.4 m~3.4 m，其水深皆相同不

涸，以雷射距儀量測河床沖刷高程。
(9) 以不同的流量和固床工，進行上述 (2)~(7) 之試驗，直

變 (3.9 cm)。

到所有試驗完成，即停止實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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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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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渠槽縱斷面之水深變化
Fig.9 Variation of water depth in channel

7. 試驗量測儀器與方法

(2) 基礎點沖刷量測：本研究定義固床工下緣為基礎點沖刷

試驗量測儀器主要以水針尺 (量測底床及基礎點沖刷變

深度，當沖刷超過固床工高度時，固床工基礎開始裸露，

化)、量杯、碼表 (量測流量)、流速量測儀器為主，其中流速

則固床工就有損壞情形發生的可能，故定義此沖刷為基

量測儀器使用 ACM250-A 電磁式流速儀，主要是藉由導電感

礎點沖刷，其位置為固床工後方邊緣處 (固床工下游 0

應的方式測定流速，需注意的是測定流速的水深需求為 2 公分

cm 處)。試驗開始後，每 5 分鐘量測一次沖刷深度。

以上。試驗量測方式如下所示 (圖 11)，並於固床工上下游距
離 10 公分內，進行加密量測。
(1) 底床量測：試驗開始後，每 15 分鐘量測一次數據和試驗
結束後進行量測，量測過程中並無停水。

(3) 表面流速：試驗開始後，每 30 分鐘拋放粒子，並以攝影
方式，紀錄粒子經過量測位置的情形及所需時間。
(4) 溢頂流流速量測：以電子流速計放置於溢頂流量測處
(固床工下緣處上方)，量測水流流經固床工後，進入跌
水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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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穿透流流速量測：以電子流速計放置於溢頂流量測處

間。因量杯接水面積只為 0.2 倍溢鼎流通渠面斷面積，

(固床工下邊緣處後方)，量測水流流經固床工內部後出

所以需進行換算才可得量測之溢頂流流量；並和所測得

來的流速。

的溢頂流流速乘上斷面積得溢頂流流量檢查。

(6) 溢頂流流量測：水流經過固床工後之跌水流量，量測位

(7) 穿透流流量測：水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內部，從固床工

置於固床工下緣處上方，以碼錶紀錄量杯接水所需之時

下游邊緣流出之流量，穿透流流量=總流量-溢頂流流量

圖 10 實驗流程圖
Fig.10

Procedures of experiments

圖 11 試驗量測方式
Fig.11

Various ways of mea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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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結果與討論

頂流”流況，另一種是水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內之顆粒縫隙，
再從固床工立面邊緣流出之流況 (圖 14b)，本研究稱之為“穿

本研究於室內渠槽模擬試驗，比較透水性固床工與不透水

透流”流況。而穿透流於縫隙流過時已有若干消能作用，並且

固床工沖刷過程之差異，觀測不同流量下造成的破壞情形，探

因為從透水性固床工下方流出，有可能影響到溢頂流流場，而

討兩種固床工之下游泥沙的輸移情形。

造成進一步的消能作用，且溢頂流的流量較不透水固床工條件

1. 不透水固床工和透水性固床工之流況差異

的溢頂流要小，使跌水所造成的基礎點沖刷之沖刷深度減少，

水流流經固床工後，通常會漸漸產生跌水沖擊河床，此跌

而對透水性固床工下游基礎具有減沖之作用。

水流流經不透水固床工之跌水沖擊河床時，會形成分別往上游

2. 不同流量對不透水性與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
沖刷差異

及往下游的兩股水流，如圖 12 所示；往下游的水流會將河床

首先定義固床工下游立面之 X 坐標為基礎點位置

的床砂捲起並挾帶至下游，往上游的水流會對固床工後方到跌

(X=XG)，而此點自固床工裸露開始計時，往下的刷深大小定義

水衝擊河床前的位置產生向上游的淘刷，當此淘刷深度達到固

為基礎點沖刷深度 ZG，ZG 乃流量及時間 (t) 的函數。本試驗

床工高度時，會淘刷固床工底部的基礎，當產生淘刷後，固床

固床工深度為 7 cm，定義為 ZGmax，當基礎點 (X=XG) 沖刷深

水是固床工下游河床面變動的主要力量。當為不透水固床工時，

工之上游會因固床工的基礎淘刷產生下陷坑 (圖 13)，底床的

度 (ZG) 超過 7 cm 時，固床工的基礎開始裸露，而固床工就

砂子也會堆積到固床工下游，產生新的淤積堆，直到固床工傾

有損壞情形發生的可能。從圖 16 中可以明顯看出不透水固床

倒。

工的 ZG 遠大於透水性固床工，且 ZG 都超過固床工的深度，因
若為透水性固床工時，由圖 14 可以觀察到，將染料分別

此會對固床工的基礎淘刷；而透水性固床工的 ZG 並不會沖刷

注射於透水性固床工上方與透水性固床工內部，可以發現水流

到固床工的基礎裸露，不致於對固床工造成破壞。不透水性固

流經透水性固床工時會有兩種流區，示如圖 15，一種是水流

床工和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過程，在以下小節描述。

流經固床工上方之自由跌水流況 (圖 14a)，本研究稱之為“溢

圖 12 不透水固床工下游沖刷流況
Fig.12

Flow pattern inside the scour hole downstream of an impermeable groundsill

圖 13 不透水固床工上游產生下陷坑現象
Fig.13

Definition of a groundsill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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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水流經過鋼柵石籠透水固床工之流況
Fig.14

(a)Overflow and (b)under flow for porous gabion structure as a permeable groundsill

圖 15 透水性固床工之流況示意圖
Fig.15

Flow pattern sketch of a permeable groundsill

圖 16 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深度歷線
Fig.16

Time variation of base point erosion for both impermeable and permeable groundsill

(1) 不同流量對於不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差異

 在本研究設定的試驗情境下， TG 不是流量越大越快

本研究定義當基礎點 (X=XG) 沖刷深度超過固床

達到，而流量越小越慢達到，而是會有一個轉折點

工高度後的時間為“基礎懸空起始時間 (TG)”，從圖

(圖 18)，其原因和流量大小及跌水沖擊河床的位置有

17 中，不透水固床工於不透水下的基礎點沖刷可以整理

關，流量越大時，跌水沖擊河床的位置離固床工基腳

如表 4，其中有兩點發現：

就會越遠，而對跌水沖刷造成基礎懸空所需的時間就

 除最小流量 0.9q 實驗的沖刷深度呈線性增加外，其

會加長。

餘實驗皆是「初期劇烈，並逐漸轉為平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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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透水固床工於不同流量下之基礎點沖刷變化
Table 4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erosion at the base point for impermeable groundsill under different discharges

0.6q

TG
(min)
34

ZG
(cm)
7.1

0.9q

12

7.28

線性

1.3q

15

7.4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3.85 cm時轉為平緩

流量

沖刷變化趨勢
初期線性，沖刷深度達5.1 cm時轉為平緩

1.6q

17

7.2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4.57 cm時轉為平緩

2q

28

7.11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3.3 cm時轉為平緩

圖 17 不透水性固床工基礎點沖刷深度歷線
Fig.17

Time variation of base point erosion for the impermeable groundsill

圖 18 不透水固床工於不同流量對之基礎懸空起始時間
Fig.18

Time for base-point suspended at different discharges for impermeable groundsill

(2) 不同流量對於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差異

都是由沖刷劇烈轉為平緩，而 1.6q 在達到沖刷平緩前

圖 19 為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深度隨時間的

(80 分鐘)，其中於 10~20 分鐘中有大的變化，10~20 分

增加過程，從中可以得知起始 ZG 沖刷變化大小分別為

鐘時，ZG 變化較 10~20 分鐘時平緩，過了 20 分鐘後，

2q>1.6q>1.3q，其中 1.3q 和 2q 達到基礎點沖刷平緩前

ZG 開始變大，從不同流量對於基礎點沖刷現象之時間差

(ZG 變化小於 1%，分別為 30 分鐘和 60 分鐘)，ZG 變化

異，可以整理為表 4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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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透水性固床工(同孔隙率)於不同流量下的沖刷變化
Table 5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erosion at the base point for permeable groundsill under different discharges

流量
1.3q
1.6q
2q

ZG (ts=150 min)
2.9 cm
4.2 cm
3.9 cm

沖刷變化趨勢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2.3 cm時轉為平緩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3.9 cm時轉為平緩
初期劇烈，沖刷深度達3.6 cm時轉為平緩

圖 19 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深度隨時間之變化
Fig.19

Time variation of base point erosion for the permeable groundsill

透水性固床工的不同流量之“基礎點沖刷”變化

位於固床工下游較遠處，其撞擊於河床所產生的流況與

達到平衡時，沖刷深度由深至淺分別為 1.6q、2q、1.3q，

不透水固床工情形相同，於底床衝擊點上會有一個向上

這和透水性固床工之流況有關。當流量為 1.3q 時，穿透

游的流況產生，如圖 23 所示，這個向上游的流況，會與

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而削減部分能量，且穿透流與下游

穿透流相互抵消，因此流量 2q 會有兩個沖刷坑的形成

之高差較小，故跌水的能量較小 (圖 20)；當流量為 1.6q

(圖 20、圖 22b)，一個為溢頂流流況所造成的沖刷坑 (沖

時，穿透流流況 (流速 23 cm/s) 撞擊溢頂流流況 (流速

刷坑 1)，另一個為穿透流流況所造成的沖刷坑 (沖刷坑

57 cm/s) 時，會使溢頂流在淘刷底床前便先削減能量，

2)。流量 2q 相對於流量 1.6q 的差異為溢頂流對基礎點

並與穿透流合為一新的流況 (圖 21)，使其只有一個沖

沖刷影響較小，所以其 ZG 會小於 1.6q，其三個流量的

刷坑形成，且最大沖刷坑深度會往固床工更下游發展

ZG，都不會對固床工基腳有所影響，所以固床工不會有

(圖 20、圖 22a)；當流量為 2q 時，溢頂流所產生的跌水

傾倒的情況發生。

圖 20 透水性固床工之平衡沖刷深度縱向剖面
Fig.20

Equilibrium erosion profile downstream of the permeable grounds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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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透水性固床工於 1.6q 之合流流況
Fig.21

Flow pattern of a permeable groundsill for case 1.6q

圖 22 孔隙率=0.34 之透水性固床工於不同流量之沖刷坑型式
Fig.22

Erosion patterns downstream of the permeable groundsill with 0.34 porosity for different discharge

圖 23 透水性固床工於 2.0q 之流況
Fig.23

Flow pattern of a permeable groundsill for case 2.0q

3. 不同孔隙率對於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差
異

刷較為嚴重，固床工基礎有懸空的情況發生；當孔隙率=

根據前述，流量 2q 組實驗最能明顯觀察出“穿透流”及

流之流量有減少，而不會達到基礎點懸空之位置，但因為溢頂

“溢頂流”所產生之沖刷坑現象，因此本研究選取此流量進行

流之流量 (7619.7 cm3/s) 遠大於穿透流之流量 (602.7 cm3/s)，

不同孔隙率之試驗流量，觀察其基礎點沖刷及平衡沖刷坑之差

因此基礎點前方之沖刷深度變化較為劇烈，基礎點沖刷深度達

異性。圖 24 為不同孔隙率在 2q 流量下之基礎點沖刷，在本次

到平衡時也較深，深度為 6.6 cm，且達到沖刷平衡後，只會有

試驗情境下，可以發現其 ZG 深度由深至淺分別為孔隙率= 0、

一個沖刷坑 (圖 25a)。當孔隙率= 0.34(K≈10 cm/s) 時，其穿透

孔隙率= 0.27、孔隙率= 0.34，其孔隙率愈小，基礎沖刷深度愈

流之流量 (1656.3 cm3/s) 較大，溢頂流流量 (6566.1 cm3/s) 相

0.27(K≈1.25 cm/s) 時，有穿透流和溢頂流兩種流況，雖然溢頂

深，且所達到基礎點沖刷平衡所需時間越長，這和溢頂流流量

較降低，因此 ZG 達到平衡時較小，深度為 3.8 cm，且可以明

大小有關。當孔隙率= 0 時，所有的流量都會從溢頂流流區通

顯看出有兩個沖刷坑 (圖 25b)，一為溢頂流之沖刷坑，另一為

過 (8222.4 cm3/s)，並無穿透流情況產生，因此對於基礎點沖

穿透流之沖刷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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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固床工高度來觀察其孔隙率不同之固床工基礎點沖刷，

0.94、0.54 倍。而從孔隙率不同對於溢頂流減少之差異可以得

可以得知，當達到沖刷平衡或固床工基礎掏空時，當孔隙率=

知，孔隙率=0.27 與孔隙率= 0.34 之溢頂流流量分別較孔隙率

0、孔隙率= 0.27、孔隙率= 0.34 時，ZG 為固床工高度的 1.04、

= 0 之溢頂流流量檢少 7 %及 20 %。

圖 24 在 2q 流量下不同孔隙率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深度歷線
Fig.24

Time variation of base-point erosion for groundsill with different porosities under 2q discharge

圖 25 不同孔隙率在 2q 流量下之沖刷坑型式
Fig.25

Erosion patterns downstream of permeable groundsills with different porosities for 2q discharge

六、結

論

(1) 不透水固床工基礎點沖刷與流量關係具有一個轉折點，原

(3) 透水性固床工之孔隙率愈大，減少溢頂流愈大，其溢頂流
之流量會愈小，而穿透流之流量會愈大，使基礎點沖刷深
度減緩。

因與跌水沖擊底床的位置和能量有關，當衝擊底床的位置

(4) 不同流量對相同孔隙率之透水性固床工之基礎點沖刷深

愈遠，對於基礎點受到影響的時間愈慢，而衝擊底床的能

度的相對大小為 1.6q>2q>1.3q。其原因在 1.6q 時，溢頂流

量愈小，對基礎點受到沖刷力度愈小。

和穿透流會合二為一，往更下游沖刷，所以只會有一個沖

(2) 水流流經透水性固床工時會分成形成跌水之“溢頂流”，

刷坑；而 2q 時因溢頂流跌水較遠，其衝擊到河床面往上

和從透水材料穿過後再從固床工下游立面邊緣流出之

游方向之水流會與穿透流相互消能，所以有兩個沖刷坑形

“穿透流”；穿透流分散原流量，進而減少了溢頂流之流

成。

量，使溢頂流之流量撞擊河床之能量小於不透水固床工之

(5) 本研究中透水性固床工孔隙率不同對於溢頂流減少之差

跌水能量。此外，穿透流也會讓溢頂流之跌水位置更往下

異如下：孔隙率 0.27(K≈1.25 cm/s) 的溢頂流減少 7%、孔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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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率 0.34(K≈10 cm/s) 的溢頂流減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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