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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值模擬探討大甲溪卵礫石辮狀河川之河相演變機制 

許世彥[1] 許少華[2]* 

摘  要 臺灣溪流於中下游常呈現沙洲滿佈及流路分歧的辮狀型態，因為辮狀河床之深槽擺盪及沙洲遷移

頻繁，使其河床演變不易掌握。本文以 Nays2DH 二維水理輸砂模式，探討大甲溪石岡壩下游辮狀河段在 2012

年至 2013 年洪峰期間的河相演變，並分析其河床沖淤特性、河道縱橫向穩定性以及河相受河工結構物之影響。

由分析結果得知，數值模式可呈現與實際河川相近的地貌形態和演變過程，如：河心洲生成、沙洲裂解及深

槽改道等機制；這些機制也連帶影響河道的斷面高程、河寬及主深槽位置；此外，位處河川凹岸的縱向構造

物若採用糙度較低的材料，在洪峰時容易吸引水流對凹岸的沖蝕，而橫向構造物則因攔阻砂石改變河川原有

的土砂收支，促使上下游的河床形態局部不連續。 

關鍵字：辮狀河川、數值模式、Nays2DH、大甲溪、河工構造物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ravel-bed Braided River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a-jia River 

Shih-Yen Hsu[1] Shaohua Marko Hsu[2]* 
 

ABSTRACT Because of steep slopes, rapid flow, and large amounts of sediment, rivers in Taiwan are mainly 

braided rivers, which comprise several bars and exhibit bifurcated flow. Channel shifting behavior and bar migration 

in natural conditions create difficulties for river engineering work. In this study, the Nays2DH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braiding processes 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downstream of the Shih-Kang Dam in Da-jia River from 2012 

to 2013.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bed erosion, channel stability in its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direc-

tions, and the impact of river structures on its morphology were analyz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revealed 

common braiding processes and statistical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s exhibited by natural rivers. The scour pools 

mostly occurred at the apex of the river bend and downstream from bars (confluence) in braided rivers, which means 

that bar migration is the main factor altering the scour position.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in 

equilibrium at the upstream inflow, the width of the channel determines whether the river undergoes longitudinal ero-

sion or transverse chang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river morphology 

evolution, river engineering, and rive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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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河相學 (fluvial geomorphology) 探討在人為及自然營

力下，不同尺度及形貌的河川如何生成以及變動。瞭解河相

演變的過程乃水利工程師治理河川的重要依據。臺灣中西部

河川多發源於高海拔山區 (>2000 m)，由於上游集水區陡峭

的地勢與脆弱的地質，在強降雨後容易崩塌，流域產砂量大。

河川自山區過渡至平原時坡度減緩、河幅拓寬，在中部一代

形成廣大的沖積扇，河川能量大且砂源充足，到了平原出谷

段呈辮狀的平面形態，且由於坡度陡峭，河床質到了河口仍

多由卵礫石所構成。此類河川屬於礫石型辮狀河川，其

大多介於 2~64 mm 的礫石及 64~256 mm 的卵石之間，且河

道的平面形態多由 1 條以上的深槽所組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由於上游石岡壩攔阻泥砂造成

輸砂連續性中斷，1999 年又因 921 大地震使石岡壩抬升約

10 公尺，在缺乏來砂及高水流強度的條件下，河床持續下

刷、土砂大量流失導致河床岩盤裸露，在石岡壩至花樑鋼橋

河段之河道呈現單槽沖刷；而國道一號大甲溪橋至下游河口

處，則受洪水沖蝕河岸基腳、河岸崩塌提供河道大量土砂，

河段呈現複式斷面型的多砂辮狀河川。 

本文以 Hec-Ras 4.0 一維模式及 Nays2DH 二維模式探討

大甲溪高鐵橋下游辮狀河段之河相演變，欲探討下列三項問

題，希望研究成果對未來河相演變相關議題與河道整治工程

與規劃能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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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礫石型辮狀河川的演變機制主要為何？數值模式是否可

重現類似渠槽實驗或現地觀察到的河相特徵？ 

(2) 辮狀河川在縱向及橫向特性有無固定的變化趨勢？影響

辮狀河道縱橫向特性改變的因素？ 

(3) 河工構造物對局部區域的沖淤影響為何？上下游河相是

否會因此連帶改變？ 

 

二、辮狀河川之演變特性 

1. 辮狀河川的定義與特性 

河流的河床若由可移動的土砂顆粒所構成，稱為沖積河

川 (alluvial river)。由於沖積河川在不同的水砂條件下其演

變趨勢及特性不同，故將河流根據不同性質進行分類是研究

河相演變的重要前提，Leopold and Wolman (1957) 將沖積河

川按平面型態的不同分為順直、蜿蜒及辮狀，並將辮狀河川

定義為「在河中島周圍兩條或多條流路交匯而成的河川」，

Lane (1957) 根據對現地河流的觀察，將辮狀河川定義為「深

槽在沙洲及河中島間時而分流時而相匯，流路在平面上宛若

辮子般纏繞的河川」。 

Schumm (1981) 根據河川的河床質含砂率、流速、水流

強度及河谷坡度將河川分為懸浮質來砂型、混合來砂型及推

移質來砂型，其中推移質來砂型的河川其平面型態多為散布

沙洲的辮狀形態，並較其餘河型有較高的水流功率、河川穩

定度亦較低。在 Rosgen (1996) 建立的河川分類系統中，辮

狀河川的輸砂動率及河岸侵蝕率高，生態棲地恢復潛力低，

河相主要受流量及輸砂率影響。多位日本學者則以沙洲發展

的觀點出發，認為河道的平面型態與沙洲的分布型態有關 

(Ikeda，1984)，且會隨洪水規模而有不同時間點的變化，若

上游來砂充足，則沙洲的型態主要隨河道寬深比而變化，當

河道的寬深比越大，則河川越易朝向辮狀(多列沙洲)發展。

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9) 依據河道的平面型態、沖積

扇的發展程度及土砂量大小等特性，將臺灣河川分為四大類

群，包含：平原曲流、獨立溪流、辮狀河及失能河，其中辮

狀河川多發源於高海拔山區，由於河川土砂量及能量大，因

此到了下游沖積扇及平原區仍呈辮狀。 

2. 辮狀河川演變機制 

Ashmore (1991) 透過渠槽實驗模擬礫石底床之辮狀河

川在定流量下的底床變化，並將河川的演變機制歸納為四項

特徵，其中包含河心洲生成 (Central Bar)、橫列沙洲(Trans-

verse Bar)、撇灣切灘 (Chute Cutoff) 及沙洲裂解 (Bar Dis-

section)，如圖 1 所示。河心洲的形成與下游河寬拓寬導致水

流的輸砂能力下降有關，且大多發生在底床剪應力接近河床

啟動臨界值的時候；橫列沙洲大多發生於底床剪應力高於泥

砂啟動臨界值的地方，也即泥砂輸送率更旺盛處，沙洲上游

會有水潭，水潭受水流沖刷後會不斷供給下游推移質，進而

在下游形成淤積；撇灣切灘主要發生於河彎處，當河彎發展

到一定階段時，凹岸崩塌、凸岸淤積，迫使水流流向由凹岸

偏轉向凸岸，凸岸的灘地則被水流切割；沙洲裂解主要是由

於上游河寬較小，水流會撞擊岸壁發生沖刷，並使流向自中

央偏轉，在下游河寬較寬處，水流會漫淹到沙洲表面並沖刷

沙洲本體。這些辮狀機制會反覆出現在河相演變的過程中，

並對河床地貌造成影響。 

 

 
圖 1 辮狀河道的演變機制 (Ashmore, 1991) 

Fig.1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braided river (Ashmore, 

1991) 

辮狀河川演變的機制還包含一較巨觀的過程：深槽的改

道 (avulsion)，也即水流從一條既定的河道轉移到相鄰灘地

形成新的河道的過程。Leddy 等人(1993)根據其礫石底床的

渠槽實驗，將辮狀河川的深槽變遷歸納為三種機制，其中包

含束縮型改道  (constriction avulsion)、頂點型改道  (apex 

avulsion) 及阻塞型改道 (choking avulsion)，Yang(2020) 透

過數值模擬及現地研究歸納出第四種機制，併吞型改道 (an-

nexation avulsion)，如圖 2 所示。束縮型改道通常發生在 

 

 
圖 2 深槽改道 (avulsion) 的四種機制 (Yang, 2020) 

Fig.2 Four types of channel avulsion (Yang, 2020) 

河彎，由於邊灘及沙舌束縮河道，迫使水流轉向並侵蝕堤岸，

最終形成一較直、曲率較低的河道；頂點型改道類似撇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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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的機制，通常發生在河彎及兩股水流的匯流處，由於凸岸

或匯流點持續遭受侵蝕，當水流碰到河岸或灘地的地形低點

後將快速切出一條新河道；阻塞型改道通常發生在水流分流

處，由於上游流量及輸砂率的變化，沉積物將阻塞舊河道迫

使水流轉向；併吞型改道則發生在上述三者通常發生在先前

三種改道機制發生處，由於上游流量及輸砂率改變，致使原

先被廢棄的河道又被水流所填充，也可視為河道的再生。 

3. 河道特性分析 

定量分析辮狀河川的地貌形態特徵，並瞭解其對外在條

件 (如水砂量、河槽幾何因素等) 的反應，將對河川水力學

及形態動力學皆有明顯的幫助。現今最廣泛使用的辮狀流路

指標為辮狀強度指數(braiding intensity indices)，此類指數有

助於判釋河段於平面形態上的辮狀程度，數值越高代表河川

辮狀網路越趨於複雜。Howard 等人 (1970) 提出了流路計

數的方法，用以評估辮狀河道網路的複雜性，其計算方法是

在一條連續的河流中，每隔固定距離逐一切出橫斷面，並統

計每個橫斷面上的河槽數量，最後做平均。Hong 和

Davies(1979)則針對前者的辮狀強度指標進行改良，除了固

定間距外，也須在河川中每一明顯變化段進行採樣，以精準

量化研究河段的辮狀強度。 

/  

式中 為斷面內的深槽數量， 為採樣斷面總數。盧

錫彥 (2012) 利用二維水理模式 CCHE-2D 評估大甲溪石岡

壩下游的河床演變，並利用數值模式內的橫斷面河床高程及

水位，制定底床高程、河寬、深槽數、主深槽偏移量、河道

斷面積及辮狀指數五項河道特性因子，本文節錄其中三項指

標作為河道特性評估方法，其中底床高程變化率定義為: 

_ / _  

式中 _ 為新底床平均高程， _ 為舊底床平均高程，

為舊底床最低高程，若數值大於 1 表示該斷面高程上升，小

於 1 則反之，可以此數值評估斷面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呈現向

上淤積或向下沖刷的縱向特性。深槽偏移量變化率定義為 

/  

式中 為新主深槽相對位置， 為舊主深槽相對位置， 為

舊底床河寬，若數值為正，表示該斷面的主深槽呈向右擺盪

的趨勢，負值則表示向左擺盪，可以此數值評估主流擺盪的

幅度及向左右岸侵蝕掏刷的河道橫向特性，其絕對值亦可以

表示相對於河寬之偏移程度。河寬變化率定義為 

/  

式中 為新底床河寬， 為舊底床河寬，數值大於 1 表示

該斷面呈橫向拓寬的趨勢，小於 1 則反之。這三項指標可用

以量化評估研究區內在不同水砂條件下，河道在縱向及橫向

河床演變。 

 

三、研究方法 

    為瞭解天然辮狀河川的水理、輸砂特性及演變機

制，本研究以數值模擬方式探討大甲溪石岡壩下游辮狀河段

之演變情形，利用二維水深平均輸砂模式 Nays2DH 進行局

部區域動床模擬分析，以下針對數值模式特性及控制方程進

行介紹。 

1. 二維 Nays2DH 模式 

本研究所使用之二維模擬軟體為 iRIC(International 

River Interface Cooperative) 裡的 Nays2DH 套件。iRIC 是由

北海道大學的清水康行  (Yasuyuki Shimizu) 教授和

USGS(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的 Jonathan Nelson 博

士於 2007 年所開發的軟體平台，專為河川工程中的問題提

供各種免費的計算求解器，包含洪水預測、土石流、生態環

境評估及海嘯模擬…等功能，其中 Nays2DH 是由日本北海

道大學所開發，以非均勻曲線網格模擬變量流及河床演變的

二維模型，該模型在變量流計算方面廣受好評，並且能夠動

態顯示水流流況，此外其河床演變模組可以高精度再現沙洲

的發展及遷移過程。本模式已被用於許多計算案例中，如

Jang and Shimuzu (2005) 利用本模式模擬河岸易蝕的寬淺渠

道之底床變化，並重現了與水工試驗相似的河心洲生成及河

岸侵蝕特徵，Ali 等人 (2017) 利用本模式模擬水流在具有突

堤 (groin) 設施之明渠中的流況，其計算結果與水工試驗結

果具良好之一致性，及 Schuurman 等人 (2016) 利用本模式

模擬渠道由順直轉為蜿蜒的動態變遷過程。Nays2DH 的計

算流程如圖 3 所示，為水砂同時解的耦合模式。 

 

 
圖 3 Nays2DH計算流程圖 

Fig.3 Nays2DH Calculation Process 

 (1) 水理模式控制方程 

在 Nays2DH 中，其水動力模式是採用動量守恆及

質量守恆，假設靜水壓力，其中動量守恆方程式如下：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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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守恆方程式如下： 

0 

其中 s 是流線方向座標，n 是垂直流線方向座標，

是自由水面表面高度，u 是 s 方向的水深平均流速 

(m/s)，h 是水深 (m)，C 是 Chezy 粗糙度 ( . /s)，g

為重力加速度常數 (m/ )， 為水平向渦流黏性係數，

, 分別是各自方向的阻力因流線曲率而產生的加速

度項。在紊流模組部分，渦流黏滯係數 通常表示為

紊流速度及特徵長度 的乘積，如下： 

 

對於深度和粗糙度僅在橫向方向上慢慢變化的流場，

假設水平方向的渦流黏滯係數和垂直方向的渦流黏滯

係數在同樣的數量級，並考慮底床摩擦速度和深度主

要決定了動量的輸送，渦流黏滯係數 以下列方程表

示： 

∗  

式中 為比例常數，因為 值與垂直向的動量輸送有關，

根據 Fisher, Webel 和 Schatzmann 進行的實驗表明，

渦流黏滯係數使用 Karman 係數 k (0.4) 表示如下： 

6 ∗  

由於此模型不需任何運輸方程來進行紊流統計，因此

將其稱為零方程紊流模型。A 和 B 是用戶定義的渦流

黏滯係數參數，其內定值分別為 1 和 0。 
 

 

(2) 輸砂模式控制方程 

在 Nays2DH 的輸砂模組中，綜合速度 由以下方

程式定義： 

 

無因次剪應力 ∗在河床上的作用如下： 

∗ 	

其中 是能量梯度， 是淹沒水中的泥砂比重， 是河

床質的粒徑尺寸。通過將曼寧公式應用於 ， ∗表示為： 

∗ / 	

式中 是粗糙度係數。輸砂公式方面，Nays2DH 中針

對推移載傳輸 在平均水深流速方向使用了

M.P.M(Meyer-Peter Muller) 及 Ashida - Michiue(蘆田

道上) 非均勻公式，兩者皆為剪力觀念推導之半經驗

式。 

8 ∗ ∗
. 	 	 M.P.M 	

17 ∗
. 1 ∗

∗
1 ∗

∗
	 Ashida–

Michiue 	
式中 為河槽平均坡度， ∗ 為無因次臨界剪應力，依

照各輸砂公式的開發歷程，MPM 公式適用粒徑約 0.4-

33 mm，Ashida and Michiue 公式適用粒徑約 0.3-7 mm，

根據 2007 年之河床質調查結果顯示，大甲溪河口至石

岡壩河段的護甲層平均粒徑介於 81 mm~136 mm 之間，

而本研究將兩公式應用至此類卵礫石河床，顯然是一

步很大的外插，是否合適仍待觀察。 

四、現地數據分析及數值模式建置 

1. 研究區特性 

大甲溪是位於臺灣本島西部的中央管河川，發源於雪山

主峰 (海拔 3,886 公尺) 及中央山脈的南湖大山 (海拔 3,742

公尺)，其支流有南湖溪、耳無溪、合歡溪、志樂溪及中嵙溪

等，主流長度約 124 公里，流域面積約 1236 平方公里，平

均坡度約 1/39，河川坡度陡急，含豐富的水力資源。1969 年

臺灣省政府為了利用大甲溪豐沛的水力資源，以德基水庫為

主要樞紐，積極興建大型水工構造物，其中為配合德基水庫

完工後多目標利用，經濟部水資會、水利局、台電公司及公

共工程局共同規劃完成石岡壩綜合開發計畫，然而大型水工

構造物的興建亦對河床形態及生態棲地產生影響。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以國道一號大甲溪橋作為分界

點，其上游由於石岡壩攔阻砂石造成輸砂連續性中斷，下游

來砂減少，加上 921 地震造成石岡壩周遭地勢抬升約 10 公

尺，河道長年受水流沖刷，河床沖積層及護甲層流失，河道

底部之軟弱岩盤裸露，河道下切，橫斷面呈窄深的單一深槽，

如圖 4 所示。國道一號下游至出海口由於洪水沖蝕河岸基

腳，河岸崩塌的土砂使輸砂量增加，河道平面呈現辮狀河川

型態(安軒霈，2012)，河道內沙洲滿佈且流路分歧，主深槽

擺盪頻繁，河道橫斷面呈複式斷面，如圖 5 所示。 

 

 
圖 4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岩盤沖刷河段  (Google Earth, 

2014年攝) 

Fig.4 Satellite image of the bed-rock scouring reach 

downstream of Shihgang Weir, Da-jia river 

(Google Earth, 2014) 

 
圖 5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卵礫石辮狀河段 (2014年攝) 

Fig.5 Satellite image of the gravel braided reach down-

stream of Shihgang Weir, Da-jia river (Google 

Ear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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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區近年之河相演變 

為了先對大甲溪近年來的河槽變化趨勢有個整體的認

識，本節利用實測河川大斷面高程資料，以 2012 年為基準，

探討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於2013年及2018年相對於2012

年之底床高程、河寬及深槽偏移量之河道形態變化特性，如

圖 6 至圖 8 所示，圖中縱軸為對應之斷面變化值，橫軸由左

至右為上游至下游的河心距，計算方式參考盧錫彥 (2012) 

之研究，如 2.3 節所述。 

圖 6 為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底床高程變化率，縱軸之

數值大於 1 代表淤高，小於 1 代表刷深。由圖可知，研究河

段平均高程變化於不同年份間大都有一致的趨勢，上游區段

的舊山線鐵路橋(圖中 a 斷面)因 2012 年堆積之施工土方受

豪雨沖刷造成土方流失影響，斷面高程在 2018 年呈大幅下

降；中游國道一號 (圖中 b 斷面) 下游斷面為全河段沖刷最

嚴重處，此乃 2012 年於國道一號橋墩下游興建固床工攔砂

造成；台一線大甲溪橋 (圖中 c 斷面) 下游亦發生數值較小

的沖刷，乃因上游深槽改道造成斷面被切出數條深槽，進而

使斷面平均高程下降所致。 

圖 7 為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寬變化率，縱軸之數值

大於 1 代表河寬拓寬，數值小於 1 代表河寬縮窄，此處定義

之河寬為十年重現期洪峰流量下的滿槽河寬。由圖可知，在

上游區段 (0-5,000 m) 受河床施工及河岸沖刷頻繁影響，兩

年份之數值較不一致，但受限於兩岸堤距以及此區域河床傾

向縱向下刷緣故，河寬之變化幅度不大；在中游區段 (5,000-

15,000 m) 河寬變化則趨於穩定，僅部分斷面受培厚及護岸

工程影響呈現窄縮；在下游區段 (15,000-25,000 m) 兩岸堤

距介於 800-1,200 公尺不等，河川在較大的發展空間下，高

灘地的形成、深槽的改道及河岸侵蝕均會對斷面河寬造成影

響，河寬之變化幅度較大，如 16,000 m 處上游則因水流沖蝕

左岸灘地、河寬呈拓寬，下游斷面則為保全左岸客庄堤防的

安全，施作培厚工程使河寬呈窄縮。 

圖 8 為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深槽偏移量變化率，縱軸

之數值大於 0 代表主深槽向右擺盪，數值小於 0 代表主深槽

向左擺盪，本文將深槽位置定義為斷面最低點之位置。由圖

可知，在上游區段(斷面 b 以上)深槽向左擺盪但擺盪的幅度

較小，造成此區段深槽位置大幅改變的因素乃人為施工，如

斷面 a 與斷面 b 處分別有培厚及護岸工程；中游區段(斷面

b、c 之間)深槽一致向右擺盪，且擺盪幅度較上游為高；下

游區段 (斷面 c 以下) 深槽擺盪的幅度大為增加，且兩年份

之數值呈現明顯的左右互換。 

綜上所述，在 2012 年至 2018 年間，研究河段之底床高

程在多數斷面均變化不大，變化較劇烈處多與橫向構造物攔

砂作用有關，造成斷面上游淤積、下游沖蝕；研究河段之河

寬及深槽位置在上游變化幅度較小，在下游則受辮狀河川之

改道、沙洲遷移等沖淤作用旺盛影響，數值變化較大；此外，

人為之施工、整治也會對底床高程、河寬及深槽偏移量造成

影響。鑒於上述原因，本研究針對未受固床工影響之自由擺

盪河段進行數值模擬，藉以探討辮狀河川之演變機制。 

 

 
圖 6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底床高程變化率 ( 2013 年與

2018年) 

Fig.6 Relative variation of bed elevation in the down-

stream reach of Shihgang Weir, Da-jia River 

(2013 and 2018 vs. 2012) 

 

 
圖 7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寬變化率 (2013 年與 2018

年) 

Fig.7 Ratio of width variation in the downstream reach 

of Shihgang Weir, Da-jia River (2013 and 2018 vs. 

2012) 

 

 
圖 8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深槽偏移量變化率 (2013年與

2018年) 

Fig.8 Channel shifting ratio in the downstream reach 

of Shihgang Weir, Da-jia River (2013 and 2018 vs. 

2012) 

3. 自由擺盪河段之二維模式建立 

為掌握研究區辮狀河段之變動特性，本文以 Nays2DH

二維動床模式進行模擬，藉以探討局部河段的沖淤趨勢及河

相演變。以下針對二維研究區域及數值模擬條件進行簡述。 

本研究二維模擬河段位於臺灣高鐵大甲溪橋  (斷面

19.3) 至國道三號大甲溪橋 (斷面 10) 間，即圖 5 的 (b) 與 

(c) 之間；此河段為大甲溪石岡壩下游少數無跨河構造物之

河段，僅少許護岸及培厚工程施作於兩岸，適於探討自由擺

盪河段之河相演變。本河段範圍如圖 9 所示，全長約 6 公

里，河床皆為沖積層覆蓋，未有岩盤裸露；河段左岸緊鄰豐

洲堤防及國道四號(新庄子護岸)，右岸則多為農業用途之高

灘地。本研究建置之數值網格屬於結構型四邊形網格，每一

網格大小約莫 15 m×15 m，共計 33,128 個節點，32,643 個網

格。數值地形採用第三河川局 2012 年之河川大斷面實測資

料進行建置，並利用 Google Earth 對地貌的影像紀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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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地形模型的建置。 

 

 
圖 9 二維 Nays2DH模式模擬範圍圖 

Fig.9 Simulation Area of Nays2DH model 

二維模式之上游邊界採用 Hec-Ras 模擬石岡壩之逐時

出流量所得之延時斷面流量，入流量橫向分佈設定為與水深

成正比，下游邊界條件則採自由出流 (free outflow) 方式設

置。模擬事件包含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6 日之洪水

事件，以及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之蘇拉颱洪事

件。此外，在模擬初始階段、終止階段及兩洪峰間皆加入 10 

小時的 200 cms 流量，用以穩定模式初始水流及觀察低流量

水流流況，模擬總時長為 190 小時，模擬入流流量歷線如圖

10 所示。因 2012 年僅此兩場大流量，本研究忽略其他小流

量及人為因素(如採集砂石、工程培厚等等)所造成的河床改

變。 

 

 
圖 10 二維模式之模擬入流量 

Fig.10 Upstream inflow discharge of two-dimensional 

model simulation 

二維模式曼寧係數設置參考 2009 年經濟部水利規劃試

驗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 (2/4)」之

建議值，河床糙度主要採用 0.04，少部分區域採用 0.035 或

0.045，研究區曼寧糙度係數配置如圖 11 所示；下游參考台

1 線大甲溪橋水位站之逐時量測資料，水位率定成果如圖 12

所示，圖中空心點為實測資料，由圖可知，實測水位與模擬

水位相關係數 值約為 0.83，可證明本模式之曼寧係數設置

尚具合理性。 

Nays2DH 目前提供兩項輸砂公式來模擬河床沖淤變

化，分別為Ashida-Michiue(蘆田與道上) 及Meyer-Peter Mul-

ler(以下簡稱 MPM)，其中僅前者支援混合粒徑的模擬，故採

用 Ashida-Michiue 作為數值模擬之輸砂公式。 

 
圖 11 二維模式曼寧糙度係數配置 

Fig.11 Roughness configuration of Manning’s n in sim-

ulation area 

 

 
圖 12 二維模式水位率定結果 

Fig.12 Verification of water level simulation 

 

五、數值模擬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 Nays2DH 二維水深平均輸砂模式模擬大甲

溪高鐵橋至國道三號橋河段之河床演變，以 2012 年實測斷

面高程資料作為起始地形，並利用 2012 年之兩場洪峰流量

作為模擬事件，利用一維 Hec-Ras 模式求得上游斷面流量後

作為邊界條件，針對均勻粒徑底床及混合粒徑底床進行模

擬；以下針對數值模擬之辮狀河川演變機制、河道形態於模

擬前後之變化及河工構造物對河相之影響進行探討。 

1. 數值模式內辮狀河川演變機制 

本節針對二維模式所模擬出之辮狀河川演變，進行不同

的階段性之延時變化作現象描述，並將模擬結果與

Ashmore(1991)、Leddy 等人 (1993) 及 Yang(2020) 之研究

成果進行比較。以下針對均勻粒徑方案之模擬結果作探討，

此方案由於輸砂量較大，造床運動劇烈、床形改變較為明顯。

案例模擬結果圖均呈現各延時之二維平面底床累積沖淤、水

深及輸砂量模擬結果圖，以敘述辮狀河川演變過程。 

(1) 河心洲生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cNIenJY0U) 

圖 13 為模式模擬出的河心沙洲的發展過程。在

t=55 hr 時，流量約為 2011 cms，此時的河川呈單槽沖

刷，上游的河寬狹窄、水流功率強，有一明顯沖刷坑

位於上游河中央，而下游河槽較寬、使水流功率下降，

致使泥砂在河槽落淤，下游河床中央呈淤積；在 t=68 

hr 時，流量約為 1185 cms，在下游河中央開始出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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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較小的沙洲節點，而上游的沖刷坑仍維持極高的

水流功率、不斷提供河床質予下游；在 t=75 hr 時，流

量約為 1114 cms，隨著流量及水位下降，此時已有部

分水深較小的沙洲節點出現，水流在流經這些沙洲時

開始形成分岔 (bifurcation)；在 t=82 hr 時，流量約為

918 cms，此時上述沙洲節點已發展為明顯的河心沙洲

並出露水面，其平面形態類似葉片(lobate)，水流遇到

沙洲後形成分岔，並以左岸深槽為主要流路；在沖淤

圖中也可以看到沙洲上游、左岸及下游均有沖刷坑形

成；在數模中觀察到的河心沙洲淤積現象和

Ashmore(1991)的觀察相近，河心沙洲的形成多是與上

游流速較大、輸砂動率高，在下游槽寬較寬時因水流

強度下降而落淤形成之。 

圖 14 河心沙洲形成處之上下游斷面河槽寬深比

及底床高程變化圖，圖中寬深比比值為沙洲中心斷面

之河槽寬深比與上游河槽寬深比之比值。由圖可知，

一開始上下游河槽寬深比為 1.1，也即上下游河槽寬深

比差異不大；在 t=30 hr 時，上下游河槽寬深比為

1.5(即下游河槽變寬)，並隨著上游沖刷坑向下掏刷、

水深增加而不斷增大；在 t=50 hr 時為河心沙洲的生成

階段，上下游寬深比為 2.1，上游受沖刷坑發展影響，

底床高程持續下降，並為下游的河心沙洲提供河床質，

在下游造成淤積；在 t=72 hr 時，河心沙洲的發展漸趨

穩定，淤積深度約 2 m，而上下游河槽寬深比也隨著

流量漸小、上游沖刷坑受砂源補助而逐漸降低，模擬

結束後其數值約為 1.5，也即在河心沙洲處形成了一較

上游斷面更為寬淺的渠道。整體而言，數值模式內觀

察到的河心沙洲的生成機制主要是由上游較窄的河寬

所導致，在上游形成沖刷坑後挾帶大量的泥砂，流經

下游後因河寬增加、水流功率下降，致使泥砂落淤在

下游河床；而河心沙洲的形成除了造成水流分流、影

響流路外，也會在其下游匯流處形成沖刷坑，連帶影

響下游的地形。 

(2) 沙洲裂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uoyF4U5GU) 

圖 15 為模式內觀察到的沙洲裂解發展歷程。在 t=125 hr 

時，流量為 200 cms，可以看到主深槽位於右岸 (命名為 T1) 

由於河槽上沙洲零星分佈，河寬相對不均勻；在 t=140 hr 時，

流量為 567 cms，此時左岸的深槽 (命名為 T2) 隨流量增大

而被水流填充，在河中央則存在一高程較高的灘地 (命名為

沙洲 B)；在 t=145 hr 時，流量為 2173 cms，部分沙洲隨著流

量及水位上升浸沒於水中，深槽 T1、T2 裡也開始出現水深

較深的深潭，這些深潭多由高程較低的渠溝所構成 (分別命

名為 S1、S2、S3)，可從輸砂量圖看到這些深潭的輸砂量旺

盛，供給下游豐富的河床質；在 t=155 hr 時，流量為 3719 

cms，此時為流量高峰，沖刷坑 S1 由於河寬較窄、水流湍急，

故輸砂量大，此外可由沖淤圖中得知，沖刷坑及沙洲在高流

量下開始向下游遷移；在 t=165 hr 時，流量為 2059 cms，隨

著流量及水位下降，沙洲及沖刷坑的位置漸趨固定，其中沖

刷坑 S2 因在流量高峰期間向下遷移、切割沙洲，進而促使

新的河槽形成，而沖刷坑 S3 則造成 T1 河槽的右岸沖刷、

拓寬下游河寬；在 t=179 hr 時，流量為 849 cms，原先河中

央的沙洲出現零星的水深分佈，也可由沖淤圖中看到沙洲表

面亦有沖刷量體分佈；在 t=185 hr 時，流量為 200 cms，隨

著流量減小河勢漸趨穩定，原先位於河中央的沙洲 B 被切

分成數塊大小不一的沙洲，且原始流路也從單一深槽轉為類

似河心沙洲的分岔-匯合形態，而深槽 T2 也隨水位下降及沉

積物堵塞而斷流。 

 

 
圖 13 河心沙洲生成之發展過程 

Fig.13 Simulated evolution processes of central-bar 

formation 

 

 
圖 14 河心沙洲生成過程中之底床高及河槽寬深比演變圖 

Fig.14 Time evolution of bed elevation and width-

depth ratio during the central-bar form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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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觀察到的沙洲裂解與 Ashmore(1991) 及

Ferguson(1993) 等人的研究成果類似，造成這種現象

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河寬的不均勻，水流自上游流經

下游時，由於挾砂能力下降造成淤積，水流在流經沙

洲表面時，就會對浸沒於水下的沙洲進行切割 (inci-

sion)；第二是流量在時間上的不穩定 (變量流)，造成

沙洲在高流量時向下游遷移，在河槽中央形成淤積，

在低流量時則被漫淹在表面的水流沖刷。這種沖淤互

相作用的裂解現象是加劇河床辮狀化的原因，並伴隨

河心沙洲及切灘機制一併出現。 

 

 
圖 15 沙洲裂解之發展過程 

Fig.15 Simulated evolution processes of bar dissection 

 (3) 深槽改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gp3kaD2Fs) 

在本文的數值模式中，發生了多次深槽改道的情

形，圖 16 為模式內所觀察到較巨觀的深槽改道情形。

在 t=11 hr 時，流量約為 1019.19 cms，研究河段於中

游呈現兩條深槽的流路形態，並以左岸的深槽為主流，

右岸為支流，河槽內有 3 塊較大型的沙洲分佈其中；

在 t=20 hr 時，流量約為 2551cms，隨著流量上升及水

位上漲，研究河段呈單槽流路，左岸的河槽水深較深，

輸砂量也較右岸為多；在 t=41 hr 時，流量約為

3209cms，此時為流量高峰，部分的沙洲及沖刷坑向下

游遷移，除了構成下游的河彎外，也讓深潭 (沖刷坑) 

的位置改變，並在其下游出現淤積量體；在 t=48 hr 時，

流量約為 2227cms，隨著流量及水位下降，部分的沙

洲出露水面，可由輸砂量圖中看到兩塊較穩定的沙洲

存在(分別命名為 B1 及 B2)；在 t=55 hr 時，流量約為

1878 cms，上游的流路受沙洲 B1 影響，發展成尖端

沙洲(point bar)河彎形態，中下游流路則受沙洲 B2 影

響呈現分岔(bifurcation)的形態，此外在河彎頂點下游

有一淤積點產生 (圖中紅圈處)；在 t=67 hr 時，流量

約為 1301cms，中游處因上述淤積點阻塞河槽，左岸

深槽逐漸斷流；在 t=84 hr 時，流量約為 529 cms，上

游受 B1 沙洲發展及左岸沖蝕影響，研究河段在此處

呈明顯的河彎地形，在中下游由於沙洲 B2 與左岸灘

地連結，水流改以右岸作為主流，原本左岸的深槽僅

剩零星的水深分佈其中，。按 Leddy 等人(1993)針對

深槽改道現象的分類，此過程可視為兩階段的改道，

上游河岸受尖端沙洲壓縮河道的情形屬於束縮型改道 

(constriction avulsion)，而下游河岸受局部沉積物阻塞

造成河槽斷流的情形屬於阻塞型改道(choking avul-

sion)。 

 

 
圖 16 深槽改道之發展過程 

Fig.16 Simulated evolution processes of Avulsion 

整體而言，束縮型改道常伴隨河彎曲率增加而發

生，水流在河彎會使凹岸沖刷、凸岸淤積，從而促使

內灘橫向生長，並加速凹岸的沖刷，造成河川深槽向

凹岸擺盪；阻塞型改道大多發生在河流分岔處，其中

一條支流由於輸砂量旺盛，沉積物的遷移及淤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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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當沉積物阻塞河槽上游入口，將造成該支流斷

流，並將流量轉移到另一條支流上。因此，河川的改

道不僅是由局部沖刷和淤積所引起的，還可能受到上

游輸砂量和辮狀網絡發展的影響。 

2. 河道形態特性分析 

本節針對二維模式所模擬出之辮狀河川，利用盧錫彥 

(2012) 所制定的河道形態特性因子，分析研究河段於模擬期

間之縱橫向變化。 

(1) 底床高程變化率 

辮狀河川在縱向特性具有較陡的河谷比降、較大

的輸砂量與較大粒徑河床質，亦造成其在縱向的底床

高程變化有較不穩定的特性；本研究統計數值模式中

的底床高程變化率，其計算方法參考盧錫彥 (2012) 

之研究，如 2.3 節所述，若數值大於 1 代表該斷面呈

淤積趨勢，小於 1 則反之，分析結果如圖 17 所示，圖

中 Uniform 為均勻粒徑方案模擬成果，Nonuniform 為

混合粒徑方案模擬成果。由圖可知，在最上游河段

(0~500 m)河寬窄、坡降陡且輸砂量高，底床變化以沖

刷為主要趨勢，在上游河段 (500~2500 m) 高輸砂量

的水流流經坡降較緩的區域，旋即產生淤積，使此河

段的底床高程大幅上升；中游河段 (2500~3200 m) 因

河彎處的凹岸嚴重沖蝕，河床平均高程大幅降低；下

游河段 (3200~7000 m) 河寬較寬，多數斷面呈微量淤

積，僅在 4500 m 及 5200 m 處分別受水流匯流產生的

沖刷坑及邊灘壓縮河寬影響，底床高程略為降低。 

整體而言，在較窄的河槽，河床沖淤受坡降及輸

砂率影響較大，在較寬的河槽，受河道橫向的地形變

遷影響較大；混合粒徑方案的底床高程變動幅度較均

勻粒徑方案為大，乃因混合粒徑方案在橫向的沖淤變

化則較單一，導致斷面平均高程僅受少數點位的沖淤

作用而改變，而數值模式內並沒有顧慮到塊石卡河成

骨架、提高水流阻力等效應。 

 

 
圖 17 二維模擬之底床高程變化率 

Fig.17 Simulated relative variation of bed elevation 

 (2) 河寬變化率 

辮狀河川受高輸砂量及不均勻的河寬影響，具有

橫向不穩定的特質，其中斷面河寬的增減是反應橫向

地形變遷的重要指標；本研究統計數值模式中的河寬

變化率，其計算方法參考盧錫彥(2012)之研究，如 2.3

節所述，若數值大於 1 代表該斷面河寬增加，小於 1

則反之；考量數模較實測資料能呈現較細微地形的變

化，本節以建槽流量 (兩年重現期洪峰流量) 2200cms

作為河寬的判定條件，在此條件下存在 5 公分以上水

深之槽寬加總作為河寬，研究區河寬變化率計算結果

如圖 18 所示，圖中 Uniform 為均勻粒徑方案模擬成

果，Nonuniform 為混合粒徑方案模擬成果。由圖可知，

數值模擬之辮狀河川在最上游河段(0~1000 m)河寬數

值下降，乃因高輸砂量時泥砂會落淤在灘地既有的沖

刷坑裡，造成灘地的高程上升，進而使河寬縮減；上

游河段(1000~2000 m)受中央沙洲及河心沙洲影響，水

流分流並掏刷河岸使河寬增加；在中游 (2000~3200 m) 

河彎發展段，以混合粒徑之河寬變化較大，乃因邊灘

橫向增長壓縮渠道造成河寬窄縮，而均勻粒徑則受河

岸侵蝕模組的影響，在凸岸淤積與凹岸沖蝕同時發生，

因此河寬變化趨於平衡；在中下游河段 (3200~5500 m) 

河寬大致呈微幅拓寬或趨於平衡，僅混合粒徑方案在

3500 m 至 4500 m 處受局部沖淤作用影響，中央沙洲

的高程降低，在洪峰流量時浸沒於水下從而使河寬增

加；下游河段 (5500~6500 m) 則受沙洲裂解及水流分

流掏刷河岸影響，斷面河寬值呈上升趨勢。 

整體而言，數值模式內的辮狀河川河寬變化率高，

並受河岸掏刷、沙洲橫向增長及沙洲高程變化而影響；

河岸掏刷及沙洲高程降低會造成滿槽流量下的河寬增

加，而邊灘的橫向生長或沙洲淤積至滿槽水位以上，

則會壓縮河槽寬度。 

 

 
圖 18 二維模擬之河寬變化率 

Fig.18 Simulated Ratio of width variation 

 (3) 深槽偏移量變化率 

辮狀河川在橫向地形變遷的另一特徵是主深槽頻

繁地在左右岸擺盪。本研究統計數值模式中的主深槽

偏移量變化率，其計算方式參考盧錫彥 (2012) 之研

究，如 2.3 節所述，本研究定義之深槽位置為斷面最

低點位置，若數值大於 0 代表主深槽向右偏移，小於

0 代表主深槽向左偏移，統計結果如圖 19 所示，圖中

Uniform 為均勻粒徑方案模擬成果，Nonuniform 為混

合粒徑方案模擬成果。由圖可知，數值模式內深槽擺

盪的方向主要受水流改道及局部區域的沖淤作用影響，

如 2500~3200 m 河彎地形發展導致深槽向左岸偏移，

以及 4800~5000 m 受右岸渠道淤積影響，深槽擺盪至

左岸。此外，深槽擺盪的幅度受河寬影響較大，下游

河段由於初始河寬較寬，在平衡輸砂的條件下水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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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容易落淤、分岔及改道，造成下游擺盪的幅度較上

游為大。在時間差異方面，在相同方案內，第一次洪

峰退水後(120 hr)之結果與第二次洪峰退水後 (190 hr) 

之結果呈相似之趨勢，也即在數值模式內河川之橫向

演變有一定之趨勢存在。 

整體而言，數值模式內的辮狀河川主深槽偏移變

化率高，也即深槽在河床內左右擺盪的幅度大，其中

深槽擺盪的方向與河相演變的過程有關，而河寬則對

深槽擺盪的幅度有直接性的影響，另外由數值在時間

上之變異可推論河川之橫向演變在短期內 (兩次洪峰

事件) 可能有一定之趨勢存在。 

 

 
圖 19 二維模擬之深槽偏移量變化率 

Fig.19  Simulated channel-shifting ratio  

 3. 河工構造物對河相之影響 

本節探討大甲溪石岡壩下游辮狀河段受縱向及橫向河

工構造物的影響，其中縱向構造物以國道四號神岡段之大甲

溪左岸護岸工程為例，橫向構造物以大甲溪台一線陸橋固床

工鋪設河段為例，利用數值模擬分析河床形態在構造物施工

前後之改變。 

(1) 縱向構造物對河相之影響 

本節針對大甲溪臺灣高鐵橋至國道三號橋間之辮

狀河段進行數值模擬，探討河段施設護岸工程後對河

床形態之影響，並與原始方案進行比較。模擬範圍及

護岸工程施設地點如圖 20 所示，此區域由於河川左岸

緊貼國道四號，當主深槽向左岸擺盪時易造成道路災

損，故於左岸設有新庄子護岸，總長約 1200 公尺；

考量新庄子護岸多為混凝土材料，本節更改模擬範圍

內護岸施作區域之曼寧 N 值為 0.02，研究區曼寧 n 值

配置如圖 20 所示；此外，為探討縱向構造物受水流掏

刷的情形，故選用具有河岸侵蝕功能的均勻粒徑底床

進行模擬，以利觀察河岸沖蝕之過程。 

圖 21 為數值模擬原始方案及護岸方案之局部區

域沖淤結果圖，圖中 (A) 為原方案之模擬結果，(B) 

為護岸方案之模擬結果，(C) 為擷取兩方案於河彎頂

沖點(I=157 處)之沖刷深度歷時圖；由圖可知，在上游

左岸的沖刷坑與中游左岸連結成一條明顯的沖刷帶，

形成一條小的渠道，進而造成上游水流改以左岸作為

主深槽；到了下游水流則受左岸邊灘淤積影響擺盪到

右岸；由圖 21(C) 可知，護岸方案的河岸沖刷深度在

兩次洪峰期間皆較較原始方案為深，在第二次洪峰的

回淤高程也較原始方案為低。 

以河相觀點而言，若縱向構造物為混凝土或表面

糙度較低的材料時，當水流漫淹於構造物表面時，其

流速會較卵礫石河床為快，使水流加速對凹岸的沖刷，

進而造成凹岸因沖蝕而持續退縮或是造成構造物的損

壞。福岡捷二(2008)也在常願寺川的礫石河流現地試

驗中發現相對平滑的混凝土護岸反而會吸引水流流路

緊貼河岸，進而造成河岸的破壞，而自然礫石河岸反

而因為河岸與河床同樣粗糙，流路相對穩定。實際上

新庄子護岸也曾於 2017 年 6 月受梅雨及西南季風的

高流量影響，導致流路偏移並造成護岸下堤堤基沖損。 

 

 
圖 20 縱向構造物研究範圍及曼寧 N 值分佈示意圖 

Fig.20 Simulation area and Manning’s n configuration 

in the longitudinal embankment case 

 

 
圖 21 原始方案與護岸方案之沖淤變化比較 

Fig.21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bed erosion between 

original case and embankment case 

 (2) 橫向構造物對河相之影響 

本節針對大甲溪台一線陸橋固床工鋪設河段進行

數值模擬，探討橫向構造物對河床形態之影響，模擬

範圍及固床工鋪設地點如圖 22 所示，此區域為保護上

游台一線及海線鐵路橋之橋墩安全，於橋墩下游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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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鼎型消能塊以防止橋墩沖刷。 

Hsu 等人 (2018) 於本河段埋設無線追蹤沖刷粒

子，利用通訊技術掌握颱洪期間河床的動態沖刷情形。

本研究參考其所測得之沖刷歷程，以 2015 年杜鵑颱風

作為模擬事件，並將數值模擬之沖刷歷程與前人之實

測沖刷歷程進行比較。在起始河床條件中，本研究考

量固床工之材料多為混凝土，曼寧 n 值設為 0.02，如

圖 22 所示；上游入流量參考石岡壩於該颱洪事件期間

之逐時放流量，如圖 23 之黑色實線所示，模擬時長為

51 小時，下游邊界條件採自由出流方式進行設置；此

外，由於鋪設位置較原始河床高程高出約 50 公分，故

於固床工鋪設位置將局部高程加高 0.5 m，並簡化實

驗變因，以均勻粒徑底床進行模擬。 

 

 
圖 22 橫向構造物研究範圍及曼寧 N 值分佈示意圖 

Fig.22 Simulation area and Manning’s n configuration 

in the groundsill case 

 
圖 23 杜鵑颱風期間之數值模擬與實測沖刷歷程對比圖 

Fig.23 Measured data versus simulated bed erosion 

during Typhoon Dujuan 

圖 23 為本研究數值模擬固床工方案及 Hsu 等人 (2018) 

於杜鵑颱風期間測得之沖刷歷程圖，圖中黑點為實測之沖刷

歷程，紅色實線為數值模擬結果，黑色實線為上游入流量。

由圖可知，本研究模擬出之沖刷深度達 1 公尺，且於洪峰退

水段仍能持續刷深，然在洪峰後期則無回淤現象；實測值呈

現最大沖刷深度到達-1.2 公尺，在洪峰退水段則回淤至-0.4

公尺。數值模式與實測值的差異主要在於二維模式對於水流

垂直方向為主的運動模擬能力不佳所致，此外，輸砂公式對

河床質的推移力也與實際水流輸砂能力有所不同，且以均勻

粒徑為假設條件進行模擬也是造成誤差的原因。 

圖 24 為原始河床方案與施設固床工方案之底床沖淤模

擬結果，由圖可知，兩方案在上游的底床沖淤結果趨勢相近，

在固床工施設區域(圖中黑圈處)及下游則有所差異。原方案

在固床工上游受邊灘地形束縮河槽寬度影響，呈現沖刷，下

游土砂在較寬的河槽落淤，呈現淤積；固床工方案其上游受

局部地形抬升 50 cm 影響，土砂堆積在上游形成淤積，然而

下游受地形高差及土砂受阻所影響，河槽呈現沖刷。 

 

 
圖 24 原始方案與固床工方案之沖淤變化比較 

Fig.24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bed erosion between 

original case and case with a transverse ground-

sill  

以河相觀點而言，當水流流經固床工時，會因為輸砂量

的不平衡以及高低差，改以下切河床的方式來消耗水流能

量，然而當固床工基腳的河床質遭沖刷時，會使其基腳因自

重而崩落或破壞，若是持續且重複地向上游演進，便會形成

溯源侵蝕的現象。 

 

六、結  論 

本研究以二維水理動床模式模擬大甲溪高鐵橋下游的

辮狀河道演變過程，並與前人文獻中所描述的演變機制相互

比較，可以確定河心洲生成、沙洲裂解以及深槽改道乃模擬

區段三項主要的河相機制。其他結論羅列如下： 

(1) 根據 2012 年、2013 年及 2018 年之實測斷面高程資料可

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之河床下刷點主要位於國道

一號的固床工下游斷面；此外，研究河段之河寬及深槽

位置在上游單槽沖刷河段變化幅度較小，在下游變化幅

度較大；也即隨著河寬增加，河川的縱向穩定性愈高，

沖淤作用趨近平衡，橫向穩定性則會降低，沙洲遷移及

深槽改道等局部地形變遷作用較旺盛。 

(2) 透過二維水理輸砂模式可呈現與渠槽試驗及現地調查相

同的河相特徵、地表形態和變化過程；這些河相演變的

機制多由不同的底床條件所引起，並影響下游地形或加

劇河道的辮狀化，其中包括：河心洲生成、沙洲裂解及

深槽改道。河心沙洲的形成多發生於上游河寬較窄、下

游河寬較寬處；河寬的不均勻及流量的不穩定則會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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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造成沙洲裂解；深槽改道不僅是由局部沖刷和淤積所

引起，還可能受到上游輸砂量和辮狀網絡發展的影響。 

(3) 在上游入流輸砂平衡的假設條件下，河寬與河道橫向變

遷的特性有關：在較寬的河寬內，由於水流功率變小，

上游水流挾帶來的砂石易在此落淤形成沙洲，並構成明

顯的多流路分岐的流路形式，深槽左右擺盪的幅度也增

加；辮狀河川的縱向特性在較窄的河槽內受坡降、輸砂

率影響較大，在較寬的河槽內則受橫向地形變遷及局部

區域的沖淤作用影響較大。 

(4) 位於卵礫石河川凹岸的縱向構造物(護岸)若採用表面材

料糙度相對較低的混凝土，在洪峰時容易因為流速過快

而加速對凹岸的沖蝕，進而造成結構物的破壞及河防安

全的疑慮；橫向構造物(固床工)則因為改變了河床坡降

並阻礙土砂運移，多會造成下游產生跌水沖刷，除了會

改變下游地形外，固床工也可能因基腳的河床質流失而

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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