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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計畫說明 

(一)  計畫緣由及目標 

石門水庫原興建時並無設置底層排砂專用通道，颱洪時期入庫泥砂僅能

經由溢洪道、排洪隧道及永久河道放水孔等既有非排砂專用設施排除，水力

排砂能力有限，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稱北水局）於民國 101 年完成水

庫壩前發電鋼管改為排砂專用隧道後，實際操作整體排砂比已可達 34%~37%。

然經檢討石門水庫入、出庫砂量，整體防淤能力仍有不足，現況排砂能力尚

無法達到入、出庫砂量平衡之目標。另經重新檢討石門可能最大流量(PMF)，

水庫現階段排洪能力亦稍有不足。基於水庫永續利用及操作安全等考量，水

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以下稱水規所）及北水局於 99~103 年辦理「石門水庫

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

規劃」，以提升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藉由防淤、清淤隧道，搭配既有設施更

新改善工程，導引排放颱洪期間入庫渾水至水庫下游，俾達到水庫「清渾分

治」目標。 

由於過去規劃設計以水工模型試驗為主，數值模擬方面則多以一維或二

維數值模式為輔；近年來因高速計算技術應用隨電腦運算效能提昇而逐漸普

遍，且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甚多複雜流場，如自由液面流與壓力流之互相

轉換、象鼻軟管虹吸現象、潛沒式孔口流、水躍交波等流場特性，若單採用

一維或二維數值模式，計算上易造成較大誤差。因此在水理計算方面，本計

畫導入三維數值模擬，輔助工程設計；另外在阿姆坪沖淤池動床模擬，則因

凝聚性土壤沖淤機制複雜，故仍選用二維動床模式。 

 
摘圖 1、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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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 

1. 資料蒐集及分析 

2. 計畫模型建置及計算網格校核 

3. 數值型各種邊界條件、初始條件評析 

4. 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校準及驗證 

5. 三維多相流數值模擬分析 

6. 過庫泥砂百分比之不確定性分析 

7. 研究成果教育訓練 

二、 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 

蒐集、分析資料包括： 

(一) 水庫既有設施資料 

(二) 水庫營運資料 

(三) 氣象、水文、泥資料蒐集 

(四) 水庫集水區泥砂資料 

三、 三維數值模擬網格評析及驗證 

（一） 大灣坪隧道  

結構性六面體網格數為 120 萬時與非結構性混合網格約 600 萬個時

結果相同。比照 1/100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回歸式計算庫區水位高 240 公尺

時流量為 1,799 秒立方公尺，而本計畫網格數為 120 萬結構網格時計算流

量 1,759 秒立方公尺，兩者相差約 2.3％差異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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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1、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各網格數之計算結果 

網格數及網格種類 
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300 萬 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max. size=2 m, min. size=1 m） 
1,620 

600 萬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max. size=1 m, min. size=0.5 m） 
1,708 

1000 萬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max. size=2 m, min. size=1 m） 
1,759 

120 萬六面體結構性網格 

（網格: max. size=1 m, min. size=0.3 m） 
1,759 

（二） 阿姆坪隧道 

透過阿姆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可了解網格數和網格種類不同對流量

計算之差異。網格數在 383,668 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238 秒立方公尺；網

格數在 572,549 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218 秒立方公尺；網格數在 883,462

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212 秒立方公尺；網格數量在 1,283,467 時，出口流

量結果為 212 秒立方公尺；網格數在 883,462 時，出口流量計算結果已趨

於穩定。 

摘表 2、阿姆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各網格數之計算結果 

網格數 
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383,668 

（網格: max. size=2.5, min. size=1.5） 
238 

572,549 

（網格: max. size=1.5, min. size=0.7） 
218 

883,462 

（網格: max. size=1.2, min. size=0.6） 
212 

1,283,467 

（網格: max. size=1, min. size=0.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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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灣坪隧道流場數值分析 

大灣坪隧道之三維數值模擬結果與 1/100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相近，不

同庫區水位所模擬之速度、水面高、壓力及作用力，可提供後續工程設計

及施工參考。 

 

 

摘圖 1、大灣坪隧道各案例之出口流量與水工試驗比較圖 

大灣坪隧道因其入口處及閘門端之水位壓差，使流體沿著象鼻鋼管進

水，鋼管進口處壓力偏大，進口速度高。閘門後水流為明渠超臨界流，隧

道段底部承受 6 到 8 公尺壓力，隧道陡坡尾端與挑流工銜接處承受較大壓

力，約為 23 公尺。不同庫區水位下隧道各部底部壓力皆有詳細計算，可

提供往後續設計施作參考。 

另因渾水泥砂濃度衰減率極小(小於 5％)，泥砂沈降效應並不顯著，

因此在三維數值模擬處理上，渾水部分則以水砂之混合密度方式來進行模

擬計算。將數值模擬不同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濃度案例，迴歸建立渾

水流量關係式，回歸式 R-square=98.3%，可提供足夠精度做後續排砂量分

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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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2、大灣坪隧道壁壓力分布圖（250.6 公尺） 

從大灣坪隧道暫態模擬中顯示，大灣坪隧道放流至後池，水流會隨著

時間增加，會淹沒後池北苑處。另利用不確定性分析，當庫區泥砂濃度增

加 4 倍時，過庫泥砂百分比超過某一定值之機率可增加 2.4 倍，顯示大灣

坪防淤隧道確實可達到排砂之目的。 

五、 阿姆坪隧道流場數值分析 

（一） 原設計三維數值分析結果 

依據水工模型試驗所提供資料，進行阿姆坪隧道之流量率定，數值模

擬結果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相當一致，但兩者都比原始設計流量大。當孔

口閘門全開時，數值模擬結果流量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55～79 秒立方公

尺；當孔口閘門全關時，數值模擬結果流量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15～45

秒立方公尺左右；當入口堰下方孔口閘門全開情形下，流量差異更大。 

1. 孔口閘門全開 

孔口閘門全開時，物模實驗結果與數值模擬結果相接近，但都大於

原本設計流量約 55～95 秒立方公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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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3、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曲線 

2. 孔口閘門全關 

物模實驗結果與數值模擬結果相接近，但都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23～55 秒立方公尺左右。           

 

摘圖 4、孔口閘門全閉時之流量率定曲線 

（二） 入口變更設計三維數值分析結果 

入口變更目標在於希望藉由進水口結構重新設計後，在一般石門水

庫平時水位操作下，阿姆坪隧道能提供下游沖淤池操作時所需之流量(600

秒立方公尺)。由本案數模率定結果顯示，當水位高程在 242 公尺時，阿

姆坪防淤隧道所提供之流量已達 598 秒立方公尺，可知變更後設計可改

善原設計須在高水位下才能滿足沖淤流量情形，使隧道在平時水位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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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防淤操作。 

摘表 3、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流量率定表 

水庫水位 

(公尺) 

損失係數方法估算 

（秒立方公尺） 

阿姆坪隧道規劃廠商 

（秒立方公尺） 

本案率定 

（秒立方公尺） 

241 547.4 486.0 484.0 

242 600.0 602.0 598.0 

243 649.7 648.0 671.0 

244 696.6 705.0 740.0 

245 741.1 735.0 799.0 

六、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之主要目的在於，

比較原形砂在相同模擬條件下不同比尺模型中泥砂運移行為比較檢討。本

計劃藉由數值模擬方式進行泥砂在庫區運移模擬分析，考慮泥砂之重力效

應模擬異重流現象。模擬結果表示在縮小比尺模型中高估重力與動力效應，

造成泥砂運移過程中對流效應變弱及重力效應過強，導致泥砂沉降效應增

加，形成原型砂與模型砂所得結果有差異。 

七、 阿姆坪沖淤池水理及沖淤分析 

（一） 水理分析 

1. 阿姆坪沖淤池水理計算，阿姆坪沖淤池方案一及方案二設計坡度

為緩坡，容易在沖淤池內產生水躍，且沖淤池擴散角度不理想，

造成流場分離而形成滯留區，並消耗大量能量，不利於排砂條件。，

沖淤池方案三及方案四設計坡度已修正為陡坡，當入口流量達

600 秒立方公尺時，沖淤池流速可維持在 12 公尺/秒以上，可達一

定沖刷能力。但方案三深槽案例兩側高灘區輸砂能力具有一定程

度不確定性，尚有待水工模型試驗進一步確認與後續分析。 

2. 方案四之三槽沖淤池案例原設計構想係藉由下游閘門操作，並利

用束水攻砂原理，增加沖淤池內流速，但模擬結果顯示，單開中

間和或兩側閘門時，流場皆發生水躍，能量消散反不利排砂。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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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全開時，流場較為順暢有利排砂。 

（二） 沖淤分析 

在二維動床數值模擬方面，因凝聚性土壤輸砂計算有一定困難度，

加上水工模型試驗只有推求排砂比，並沒有針對凝聚性土壤參數及壓密

特性進行分析，使得動床數值模擬在方案一及方案二沖淤池為緩坡時之

排砂比，與水工模型試驗比較接近，但以相同數值參數在陡坡時之排砂

比，則比水工模型試驗小甚多。故本計畫進行凝聚性土壤沖刷係數敏感

度分析，當沖刷係數達 5 倍時排砂比可達 87.5％，當達 10 倍時則排砂比

可達99.8％，未來水工模型試驗增加凝聚性土壤參數及壓密特性等分析，

將可改善動床數值模式建立。 

 

摘表 4、阿姆坪沖淤池設計方案列表 

  方案 沖淤池種類 沖淤池設計 操作條件 備註 

原設計方案 
方案一 有隔牆 

隔一道牆   
方 

案 

請 

見 

附 

錄 

四 

隔兩道牆 
開側邊 

開中間 

隔三道牆 
開側邊 

開中間 

方案二 無隔牆     

變更設計 

方案三 深槽複式斷面 
有挑流工   

無挑流工   

方案四 三槽案例   

全開 

開中間 

開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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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5、各案例出水口比較表（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案例：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方案一：120 公尺寬沖

淤池(無隔牆) 
7.69  599.82  0.65  120.00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挑流工) 
14.6 599.43  2.05 20.00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無挑流工) 
15.2  598.00  1.97  20.00  

方案四：三槽(閘門全

開) 
13.03  599.54  0.98  45.00  

方案四：三槽 (閘門開

中間) 
13.42  599.19 2.97  15.00  

摘表 6、各案例沖淤池直線段內流速比較表（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流況說明 

方案一：120 公尺寬沖淤池

(無隔牆) 
5.70 →4.62  沖淤池為亞臨界流，不利排砂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有挑流工) 
14.14→ 14.26  

水位維持在深槽位置，流況順

暢，但兩側高灘區不利排砂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無挑流工) 
15.60→ 14.70  

水位維持在深槽位置，流況順

暢，但兩側高灘區不利排砂。 

方案四：三槽(閘門全開) 14.00 → 12.48  
隔牆前流場受到擾動，流速降

至約 12.4 公尺/秒  

方案四：三槽(閘門開中間) 10.38 → 11.98  
此案例平均流速低於閘門全

開案例 

方案四：三槽(閘門開左側) 8.12 → 9.56 
此案例平均流速低於閘門全

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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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7、沖刷係數敏感度分析結果彙整表 

沖刷

係數

倍數 

中間沖刷道

沖刷量(萬立

方公尺) 

中間沖刷

道排砂比 

沖刷係

數倍數 

中間沖刷道

沖刷量(萬立

方公尺) 

中間沖刷

道排砂比 

0.1 倍 0.061 2.40% 10 倍 2.542 99.79% 

1 倍 0.595 23.35% 15 倍 2.543 99.85% 

2.5 倍 1.384 54.35% 20 倍 2.544 99.87% 

5 倍 2.229 87.51%  - - 

 

 

摘圖 5、沖刷係數敏感度分析結果圖 

2.40% 

23.35% 

54.35% 

87.51% 

99.79% 99.85% 99.87% 

0%

20%

40%

60%

80%

100%

120%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民國前/通用格式 

中
間
沖
刷
道
排
砂
比
例

 

沖刷係數倍數 



A-1 

 

Abstract 

The Shimen Reservoir is lack of desilting construction using the hydraulic force. 

Since the maximum heavy rainfall results from the climate change due to global 

warming with high likelihood, there is problem with the capacity of desilting and 

discharging flood through the present facilities. To enhance the desilting and 

drainage ability in the Shimen Reservoir, two projects, i.e. Feasibility Study of 

Dawanping Desilting Tunnel Project in Shimen Reservoir and Feasibility Study of 

Amuping Desilting Tunnel Project in Shimen Reservoir, were carried out in 2011 by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RA (Water Resources Agency). 

These two projects primarily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flood prevention and 

desilting during typhoon ev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eparating the clear 

water and turbidity water. Thus, the project of new sediment bypass tunnels for 

Shimen Reservoir was proposed and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annual average 

desilting amount of 1,350,000 m
3
. In the annual average amount, 710,000 m

3
 is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through the Dawanping tunnel and the remaining amount of 

640,000 m
3
 was done by the Amuping tunnel. 

In the past, the hydraulic design and plan ar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performed by 1D or 2D numerical models, 

is merely used for assistance. In this project, there are many complex flow fields in 

this project, such as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ree surface flow and pressure flow, 

siphoned flow in the elephant nose, submerged orifice flow and hydraulic jump with 

cross wave. Accordingly, 1D and 2D numerical models is difficulty used in the 

simul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flow field. Recently, because of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association with high 

computing powe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hydraulic 

analysis and design. Therefore, a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sh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complex flow field of interest. Although the 3D numerical model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hydraulic design, there are no suitable 3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s nowadays. Therefore, the 2D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is also required to simulate the desilting in the Dawanping basin. 

 This study first adopts the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establish the rating curve 

of discharge for Dawanping and Amuping basins to demonstrate the accuracy of the 

inflow discharge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a specific water level. In the original 

design, the hydraulic jump is occurred easily in Amuping desilting basin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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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d slope of desilting basin. And, the expansion angle between the tunnel and the 

basin hardly works well attributed to the separate flow zone. As a result, a lot of 

energy is possibly eliminated so as to lead to the worse desilting condition. After the 

numerical analysis for the flow filed, the resulting steeper slope of desilting can 

provide enough capability of erosion with a steady velocity 12m/s for the inflow 

discharge 600 m
3
/s.  

Using the 3D numerical model, the pressure on the steel pope can be simulated in 

the Dawanping and Amuping basi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entrance of the steel 

pope is aced by a large pressure due to a high inflow speed. And there is open channel 

flow behind the age, so that the pressure on the channel bed is about 6 m- 8 m. The 

simulation of pressure in the reservoir can be carried to and they can be referred to 

construction design. 

As for the comparison of results from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physic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istance force acting on the solid is 

overestimated so as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flow convention to desiliting. This leads to 

a 20% of difference in the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at the 19
th
 

section along the Shimen Reservoir watershed. That is to say, there still exists the 

uncertainty in th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bility on the flood plain. Therefore, to 

reduce the above uncertainty, a further physical experiment would be done for the 

follow-up analysis. 

According to results from 2D sediment transport simul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compute the exact desilting ratio for the cohesive sediment due to lack of parameters 

for cohesive sediment and consolidation supposed to be obtained from physical 

experiment. In addition,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e excellent desilting ratios 

can be obtained for the mildly desilting basin; on the contrary, but they are worse for 

the steeply cases using the same numerical parameters.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sensitivity of fitting observed data to the erosion coefficient considered. For 

illustration, the desilting ratio can reach 87.5% as 5 times of erosion coefficient and 

99.8% as 10 times. In the future, the proposed 2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can be 

improved using the more reliable and accurate soil parameter and consolidation of 

cohesive sediment calibrated from physical experiments in Amuping desilt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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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大灣坪隧道模擬分析 

1. 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結果與 1/100 水工模型實驗結果相近，不同庫區

水位所模擬之速度、水面高、壓力及作用力，可提供後續工程設計及施工

參考。 

2. 大灣坪隧道因其入口處及閘門端之水位壓差，使流體沿著象鼻鋼管進水，

鋼管進口處壓力偏大，進口速度高。閘門後水流為明渠超臨界流，隧道段

底部承受 6 到 8 公尺壓力，隧道陡坡尾端與挑流工銜接處承受較大壓力，

約為 23 公尺。 

3. 因渾水泥砂濃度衰減率極小(小於 5％)，泥砂沈降效應並不顯著，因此在三

維數值模擬處理上，渾水部分以水砂之混合密度方式來進行模擬計算。將

數值模擬不同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濃度案例，以迴歸建立渾水流量關

係式，回歸式 R-square=98.3%，可提供足夠精度做後續排砂量分析使用。 

4. 從大灣坪隧道暫態模擬中顯示，大灣坪隧道放流至後池時，後池水位將會

隨著時間增加，可能淹沒後池北苑之處。 

5. 利用不確定性分析，當庫區泥砂濃度增加 4 倍時，過庫泥砂百分比超過某

一定值之機率可增加 2.4倍，顯示大灣坪防淤隧道確實可達到排砂之目的。 

（二） 阿姆坪隧道流量模擬分析 

1. 依據阿姆坪隧道最新進水口設計進行流量率定，水庫水位高程 241公尺時，

率定流量為 484 秒立方公尺；水庫水位高程 242 公尺時，率定流量為 598

秒立方公尺；水庫水位高程 243 公尺時，率定流量為 671 秒立方公尺；水

庫水位高程 244 公尺時，率定流量為 740 秒立方公尺水庫水位高程 245 公

尺時，率定流量為 799 秒立方公尺。 

2. 由數模率定結果顯示，當水位高程在 242 公尺時，阿姆坪防淤隧道所提供

之流量已達 598 秒立方公尺，可供阿姆坪隧道在平時水位時作為防淤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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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姆坪隧道沖淤池模擬分析 

1. 水理分析(無堆砂) 

(1) 沖淤池方案一及方案二設計坡度為緩坡，水流出隧道後易在沖淤池

內產生水躍，且其入口漸擴段角度過大，使靠近壁面流場產生分離

而形成滯留區，以上水理現象皆消散大量能量，不利於排砂條件。 

(2) 由沖淤池方案二無隔牆穩態分析結果顯示，因無隔牆順導水流，於

池內產生交波流場（斜水躍），影響沖淤池內泥砂運移能力。 

(3) 沖淤池方案三及方案四設計坡度為陡坡，池內流況為超臨界流，當

入口流量達 600 秒立方公尺時，則沖淤池流速可維持在 12 公尺/秒以

上，可達一定沖刷能力。 

(4) 沖淤池方案四入口漸擴段角度適當，靠近壁面流場無產生分離現象，

而分隔牆設計，也可以達到減緩交波現象，整體水流順暢。 

(5) 沖淤池方案四原設計構想係藉由下游閘門操作，並利用束水攻砂原

理，增加沖淤池內流速，但模擬結果顯示，單開中間和或兩側閘門

時，流場皆發生水躍，能量消散反不利排砂；閘門全開時，流場較

為順暢有利排砂。 

2. 沖淤分析 

    在沖淤池之沖淤能力評估部分，數值模式設定為模型試驗輔助評估

機制，即當設計方案還未進行模型試驗前，可先利用數值模式進行模擬

分析，初步釐清設計方案排砂成效，本案就沖淤池方案一、方案二及方

案四之進行模擬，結論如下： 

(1) 在鋪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情況下，方案一

開啟單一沖刷道排砂比例約在 50~60 %，方案二排砂比約為 50 %。

單就此兩個方案來看，採用方案一，並搭配輪流開啟每個沖刷道方

式，為可考量之操作方式。 

(2) 以方案二為例，藉由比較物模與數模(採用經驗參數)在水理、動床分

析結果，定性驗證數值模擬合理性。另外，雖然物模與數模條件不

盡相同，但定性來看數值模式排砂比並沒有顯著低估或高估現象存

在，說明採用經驗參數進行模擬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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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淤砂面高程 108.75 及 109.83 公尺兩種高程較高的案例而言，方案

一及方案二之舖砂方式雖可讓沖淤池內堆置較多泥砂，但卻容易因

高底床落差而在漸擴段末端處形成水深達數米水潭，隧道出口衝出

高流速水流易在此處消能，流速降低，不利於漸擴段下游面沖砂行

為。 

(4) 方案四為三槽案例，依據沖刷模擬結果，在三種鋪砂條件下，不論哪

一種條件，若僅開啟單一沖刷道，則較大沖刷會發生在開啟沖刷道

內；若沖刷道全開，則每個沖刷道沖刷深度均為相似。在沖砂道全

開且沖刷 12 小時之情形下，堆置泥砂 4 萬立方公尺案例，總沖刷量

約 0.965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24.13 %；堆置泥砂 8 萬立方公尺

案例，總沖刷量約.1.128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14.09 %；堆置泥

砂 16 萬立方公尺案例，總沖刷量約 0.965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24.13 %。 

(5) 數值模式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沖淤池沖砂量與沖刷係數呈正相關，

隨著沖刷係數變大，沖砂量越大。 

(6) 在二維動床數值模擬方面，因凝聚性土壤輸砂計算有一定困難度，

加上水工模型試驗只有推求排砂比，並沒有針對凝聚性土壤參數及

壓密特性進行分析，使得動床數值模擬在緩坡時排砂比，與水工模

型試驗比較還很接近，但是相同數值參數在陡坡時排砂比，則比水

工模型試驗小很多，故本計畫以方案三僅開啟中間沖刷道為例，若

以文獻經驗公式設定沖刷係數，則中間沖刷道排砂比約 23.35 %，沖

刷係數調高 5 倍中間沖刷道排砂比可達約九成，沖刷係數調高 10 倍

則中間沖刷道排砂比將近 100 %。 

（四）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 

1. 模型比尺中原型砂未做比尺縮小下，砂在入庫中所造成重力效應過強，

在數模結果中可發現在艾利颱風事件模擬分析中於斷面19處泥砂在垂

直方向運移上誤差約為14%。 

2. 模型比尺中原型砂未做動力相似縮放下，原型砂在模型比尺分析中砂所

受之阻力將被高估，導致庫區中對流效應降低，使在斷面19處泥砂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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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向運移上誤差約為23%。 

二、建議 

由於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水工模型試驗還在持續進行中，以及本計畫成

果仍有待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 大灣坪防淤隧道1,600秒立方公尺流量排放至後池，將使後池內原本穩定

流場及作用力發生改變，建議後續進一步評估大灣隧道排洪時後池之安

全性。 

（二） 大灣坪防淤隧道象鼻鋼管須承受高速水流，依據模擬約承受82~83牛頓

作用力，惟本案模擬未考慮象鼻鋼管在水中浮力，若須精確計算壓力鋼

管於操作時之作用力，須就象鼻鋼管材質及重量進一步確認及評估。 

（三） 本計畫過庫泥砂流量百分比係相對於三維數值起始假設原有水庫泥砂

濃度而言，主要假設泥砂均勻分佈於水庫中，並非針對實際水庫泥砂分

佈進行分析，建議未來可針對泥砂於庫區中實際分佈進行模擬與分析。 

（四） 阿姆坪沖淤池案例三深槽複式斷面部分，在兩側高灘區凝聚性土壤輸砂

行為具有一定程度不確定性，有待水工模型試驗進一步確認與後續分

析。 

（五） 建議加強凝聚性土壤參數及壓密特性等分析試驗，可改善動床數值模式

建立。 

（六） 阿姆坪沖淤池案例三(無挑流工)與案例四平均流速差異不大，但兩者沖

淤池總寬度分別為120及45公尺，差異甚大。建議後續針對案例四進行

水工模型試驗並與數值模擬結果驗證，倘案例四具有一定沖淤成效，採

45公尺寬沖淤池將可簡化後續設計及施工。 

（七） 阿姆坪沖淤池方案四三槽案例當前只有數值模擬結果，尚未進行水工模

型試驗，建議未來設計變更或有進一步水工模型試驗，仍須進行三維數

值模擬比對，以確保沖淤池成效。 

（八） 未來阿姆坪隧道沖淤池方案確定後，可參照現場泥砂量測及照本計畫沖

刷係數敏感度分析進行推算合適排砂比，以建立阿姆坪沖淤池動床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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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 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自民國 52 年 5 月開始蓄水迄今已 50 餘年，運轉多年每經颱風暴

雨侵襲及其他自然或人為因素之影響，造成水庫集水區坡地沖刷與崩塌，該沖

刷與崩塌砂石沿河道進入水庫，造成水庫蓄水能力大減。因此，如何導引颱風

洪水期上游高濃度渾水流至水庫下游及如何縮短渾水滯庫時間，為現今水庫操

作重點。 

石門水庫原興建時並無設置底層排砂專用通道，颱洪時期入庫泥砂僅能經

由溢洪道、排洪隧道及永久河道放水孔等既有非排砂專用設施排除，水力排砂

能力有限，北水局於民國 101 年完成水庫壩前發電鋼管改為排砂專用隧道後，

實際操作整體排砂比已可達 34%~37%。然經檢討石門水庫入、出庫砂量，整體

防淤能力仍有不足，現況排砂能力尚無法達到入、出庫砂量平衡之目標。另經

重新檢討石門可能最大流量(PMF)，水庫現階段排洪能力亦稍有不足。基於水庫

永續利用及操作安全等考量，水規所及北水局於 99~103 年辦理「石門水庫大灣

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以提升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藉由防淤、清淤隧道，搭配既有設施更新改善工

程，導引排放颱洪期間入庫渾水至水庫下游，俾達到水庫「清渾分治」目標。 

針對石門水庫大灣坪及阿姆坪增設防淤隧道，水規所雖然於民國 100 年辦

理「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水工模

型試驗」，然對於模型試驗所採用原型砂所導致模型比尺效應、大灣坪過庫泥砂

流量百分比、對後池各設施及下游河道流況影響等試驗結果，尚需進一步研究

並進行驗證比較，以確保分析結果與現況相符。因此爰辦理此研究計畫，以三

維流力數值模式及不確定性分析，探討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開啟時之通

洪能力、過庫泥砂流量百分比等多項問題，並輔以二維動床模式進行阿姆坪沖

淤池之成效，以確認規劃方案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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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採用三維數值模擬（仿真模擬）可以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一起驗證水工設

計正確性，以及在設計初期階段可以先用三維數值模擬結果進行確認，並可依

據數值模擬結果進行水工設計調整，爾後再由水工模型試驗加以驗證。 

由於過去規劃設計以水工模型試驗為主，數值模擬方面則多以一維或二維

數值模式為輔；近年來因高速計算技術應用隨著電腦運算效能提昇而逐漸普遍，

且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甚多複雜流場，如自由液面流與壓力流之互相轉換、

象鼻軟管虹吸現象、潛沒式孔口流、水躍交波等流場特性，若單採用一維或二

維數值模式，則容易造成較大誤差。因此在水理計算方面，本計畫嘗試導入三

維數值模擬，以提昇工程設計品質與效能；另外在阿姆坪沖淤池動床模擬，選

用二維動床模式。 

三、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大灣坪及阿姆坪防淤隧道三維水理計算，包含入口流量率定

計算、流速計算、壓力計算、作用力計算、原型砂在模型比尺與現場比尺差異

分析計算、大灣坪隧道與後池匯流計算、阿姆坪沖淤池與大漢溪匯流計算，以

及阿姆坪沖淤池三維水理計算與二維動床計算。圖 1.3.1 為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

道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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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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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計畫蒐集分析  

蒐集計畫沿線可能影響範圍內之各種相關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

完成之各工程或區位計畫），分別說明各相關計畫之計畫名稱、主管單位和完成

時間，並分析各計畫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瞭解彼此間之互動性和可能之影響；

並謀求衝突性或不相容性時之因應之道 

石門水庫排洪防淤之相關工程與研究計畫整理如下 :  

(一)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1/2)」-民國97年，

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二)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1/2)」-民國 97

年，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三) 「大漢溪上游河床變化調查及治理規劃」-民國 97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

利規劃試驗所。 

(四) 「石門水集水區崩塌與庫區淤積風險評估研究(3/3)」-民國 97 年，經濟

部水利署。 

(五) 「石門水庫集水區產砂量推估與數位式集水區綜合管理研究計畫」-民國

97 年，經濟部水利署。 

(六) 「石門水庫漂流本及異重流運移試驗分析」-民國 97 年，經濟部水利署

水利規劃試驗所。 

(七) 「石門水庫上游攔砂壩清淤方式可行性規劃」-民國 98 年，經濟部水利

署北區水資源局。 

(八)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工

程初步規劃」-民國 98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九)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工

程地質調查」-民國 98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應

用岩塞爆破法可行性調查及評估」-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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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 

(十一) 「石門水庫入庫水砂歷線推估」-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 

(十二)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2/2)」-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三)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100 年，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四)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計畫評價及替代方案專

題報告」-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五)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防洪防淤效能評估與營

運管理規劃專題報告」-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六)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地質探查及試驗專題報

告」-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七)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地形測量題報告」-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八)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報

告」-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十九)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地質調查專題成果報告」

-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二十)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測量專題成果報告」-

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二十一)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

水工模型試驗」-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二十二) 「石門水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影響之評估研究」-民國 100 年，經

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二十三) 「石門水庫與上游設施防洪防淤聯合運用策略研究」-民國 100 年，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1000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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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101 年，經濟部

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二十五) 「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計畫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1/2)」-民國 101 年，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石門水庫除面臨入庫泥砂造成無法穩定供水外，水庫亦因淤積造成供水能

力下降之窘境。表 1.4.1 整理針對水庫面臨上述議題所執行相關計畫。當前底層

排砂流量約有 334 秒立方公尺，其中 300 秒立方公尺為新增排洪量；而穩定供

水則已完成分層取水工日供水量 140 萬 CMD，中庄調整池當前正施工中，於石

門水庫高濁度期間可提供長達 6.2 日之備援供水(80 萬 CMD)，高台水庫則尚須

進一步調查分析大壩技術可行性，惟工期達 11 年，屬長期計畫。綜上所述，現

階段石門水庫高濁度期間已初步俱備穩定供水之能力，而底層排淤能力則相當

欠缺，因此有必要提昇水庫底層排砂能力。 

在新增分洪防淤隧道規劃方面，已於民國 97~98 年完成「石門水庫上游主

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計畫，接續於民國 99~100 年

再研提「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等計畫，進行相關工程之可行性評估及規劃工作。本計

畫之數值建模及模擬條件設定，仍需參考這些規劃報告之相關工程設計與規

範。 

此外，水工模型試驗是石門水庫防淤計畫中不可或缺工作，可確認工程佈

置之可行性，並提供試驗數據作為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本計畫建置之數值

模式將會引用水工模型試驗成果進行率定及驗證工作，以確保模式之可靠度，

最終案例分析之結果同樣能提供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因此水工模型相關資

料，包括模型範圍、模型比尺、試驗條件及主要成果等，都將是本計畫參考重

點。表 1.4.2 所列為民國 94~99 年，水利規劃試驗所執行與石門水庫相關之水工

試驗，其中即包括分洪防淤隧道工程之全庫區 1/100 模型比尺試驗。其他計畫則

涵蓋水庫異重流、集水區產砂量與入庫水砂量推估等研究，相關成果可作為本

計畫執行之參考與依據。以下分別摘要說明相關研究計畫之成果： 

 「石門水庫與上游設施防洪防淤聯合運用策略研究」：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10102417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1000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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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結合長期水源運用、短期水庫防洪運轉與水力排砂操作及水庫各設施

排砂濃度推估之模擬分析, 探討大漢溪供水系統在未來不同年期具有不同水源

設施與水力排砂設施基礎下系統供需情勢及石門水庫淤積潛勢。  

 「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計畫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1/2)」： 

配合庫區之分洪防淤隧道 C、D 案增設浮台觀測斷面，以觀測入庫泥砂在彎

道與開闊斷面異重流之橫向分佈特性，並逐步朝向含砂濃度自動化觀測。此外，

透過全洪程監測高濃度之水砂運移特性，探討不同規模入庫水砂歷線之運移速

度及沿程沖淤變化，並綜合現場觀測、數值模式及物理模型試驗成果，評估石

門水庫整體之防洪防淤策略，並提出「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石門水庫水門

操作規定」修訂之建議事項。 

表 1.4.1 石門水庫排洪排淤相關計畫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狀況 主要內容 

水庫排 
洪排淤 

PRO 防淤改善工程 完工 何本閥更換為射流閘門，流量維持原 34 秒立方公尺 

電廠防淤改善工程 施工中 

1.#2 壓力鋼管改建為專用排砂，設計流量 300 秒立
方公尺 

2.#1 壓力鋼管改建為連通#1 及#2 發電機組 

3.石門水庫最適底孔排砂流量約 2,000 秒立方公尺 

排洪隧道防淤改善 可行性規劃 
經可行性規劃顯示工區疑似位於地滑區，故不宜執
行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
道分洪防淤工程初
步規劃與水工模型
試驗研究 

可行性規劃 

1.入庫前中游導淤：A2 案自溪口至 10 號沉澱池，設
計流量 1,600 秒立方公尺 

2.庫區排淤：D2 案自大溪坪至 10 號沉澱池，設計流
量 1,600 秒立方公尺 (已發包進一步評估) 

3.壩前排淤：C1 案自大灣坪至後池，設計流量 1,200
秒立方公尺 

穩定供水 

分層取水工 完工 

1.新設取水工，高層分別為 EL.220 公尺、EL.228 公
尺、EL.236 公尺，以引取水庫表層清水 

2.設計流量 140 萬 CMD 

3.可供應桃園及板新用水 

三峽河調整池初步
規劃 

規劃 
1.庫容 565~ 9,780 萬立方公尺等不同開發尺度 

2.日增水量介於 5.41~22.13 萬 CMD 

中庄調整池 規劃設計 
1.有效庫容 492 萬立方公尺 

2.於石門水庫排淤期間可供應 80 萬 CMD 達 6 日 

開發水源 高台水庫 
可行性規劃 
第一階段 

1.桃園地區遠程水源發開計畫 
2.與石門水庫聯合運用，初期供水能力 175.7 萬

CMD，營運 50 年後，供水能力 149.3 萬 CMD 
3.可使石門水庫具有空庫排砂條件 
4.開發期程 11 年，惟仍須進一步評估壩址地質條件 

摘錄自「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101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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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4.2 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模型試驗 
試驗類別 模型範圍 比尺 目的   主要成果 

一、 
電廠防淤
工程 

水庫至後池 
1/40 

 評估初步規劃方案及
建議方案之水理 

 初步規劃方案出口後池潛沒水深不足消能
不佳 

1/25 

 評估基本設計方案水
理 

 水位高程 EL.245.0 公尺時專用排砂道流量
274 秒立方公尺 

 淤積高程對出流量及壓力分佈影響 

二、 
增設取水
工工程 

水庫至輸水隧
道 

1/21 

 水位流量率定 
 水理流況觀測分析 

 增設上層鋼管 90°彎管改善落水鋼管漩渦
捲氣問題 

 增設輸水鋼管排氣閥改善充水過程排氣問
題 

三、 
羅浮增設
防淤設施 

局部水庫地形
及防砂設施上
游 450 公尺，下
游 550 公尺 

1/100 

 不同流量之清水沖刷
試驗 

 不同水庫水位之清水
沖刷試驗 

 淤砂設施沖刷劇烈，效果不佳 

四、 
局部庫區
泥砂運移 

斷面 13 至大壩 

1/100 

 了解水庫泥砂運移現
象 

 協助水庫現場觀測 

 觀測艾利、海棠、馬莎及泰利颱洪水庫垂
直濃度 

 模擬艾利颱洪期間異重流運移特性及排砂
比 

 評估電廠改建前後之
防淤功能 

 模擬艾利颱洪電廠改建前排砂比 14.63% 
 模擬艾利颱洪排洪隧道改建#1 隧道排砂比

26.10% 

 評估排洪隧道進水口
向下延伸之防淤功能 

 排洪隧道改建前兩座隧道在艾利颱風情況
下之排砂功能 7.97% 

 改建一個隧道合計排砂比 20.80% 
 改建二座隧道合計排砂比 32.70% 

五、 
全庫區泥
砂運移 

斷面 31 至大壩 

1/100 

 現況防淤功能檢定驗
證 

 方案 A、C 與 D 之防
淤功能 

 模擬鳳凰、辛樂克及艾利颱洪加砂試驗，
若濃度小於 30,000ppm 模型採用原型砂有
水深效應，但若大於 40,000 ppm 此效應較
不明顯，各項試驗仍進行中 

摘錄自「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報告」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

水工模型試驗」： 

水工模型試驗之目標係藉由水工模型試驗探討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案之

分水分砂比，以及評估水庫分洪防淤隧道水理流況與導引異重流之流場，並結

合水庫暨有設施更新改善工程，提升過庫泥砂百分比，提供下一階段規劃設計

之參考。由於進水口水理條件較複雜，需建造局部模型檢討水位-流量率定曲線

與水理流況。此外，藉由全模型水工試驗檢討規劃案之防淤功能與操作方式，

量測項目包括異重流頭部運移速度、重要斷面垂直分層濃度剖面與流速剖面，

以瞭解渾水運移特性，並記錄各排放口與後池堰之含砂濃度歷線，以計算各設

施之排砂量，並評估整體排砂效益。 

由入庫水流所挾帶之泥砂量及各排放口所排出砂量，便可推求水庫淤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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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砂比。如表 1.4.3 所示，「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

規劃專題報告」分析民國 97 及 98 年颱風資料顯示，既有設施於颱風事件之排

砂比介於 13~24%。 

表 1.4.3 民國 97、98 年石門水庫觀測入、排砂量統整表 

 
摘錄自「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報告」 

試驗結果發現，在模擬鳳凰及辛樂克颱洪事件時，因入庫濃度歷線較低（低

於 30 公斤/立方公尺），泥砂產生絮團沉降效應，導致異重流沿程濃度衰減，異

重流頭部運移速度明顯較現場緩慢，且排砂比無法反應現場。然而，當模擬艾

利颱洪事件時，因入庫含泥濃度達 42 公斤/立方公尺，超過絮網結構濃度，在此

條件下模型可反應異重流運移速度。 

排砂比方面，分別就現況(電廠未改善)、既有設施改善(電廠改善)及新增分

洪防淤隧道進行比較。石門水庫試驗模擬艾利颱洪現況之排砂比為 33.3％（曬

乾法）；水庫既有設施改善後之排砂比為 39.2％（曬乾法）；既有設施改善後加

上新增阿姆坪 D2 之排砂比為 55.2％；以及既有設施改善後加上新增大灣坪 C

案延伸管之排砂比為 63.5％。顯示大灣坪 C 案延伸管為排砂效益較佳方案。 

 「石門水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影響之評估研究」 

新增分洪防淤隧道後，因上游來砂對下游河道之長期影響多為淤積，尤以

排砂量最大 C1 延伸管案最為明顯，其河道淤積最為顯著之範圍為城林大橋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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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大橋河段，經研判仍無危害河防安全之虞，也未在疏洪道內產生大量淤積，

不致影響分流洪水匯入淡水河。長期而言，上游河道新增淤積會漸漸往淡水河

口運移，故淡水河口同樣呈現略為淤積現象。 

新增分洪防淤隧道及電廠防淤工程完成後，後池之淤積量將會有所增加。

此外，經由泥砂濃度沿河道變化趨勢分析，水體含砂濃度增加對河道影響範圍

為後池堰至新店溪匯流口，對以下河段之泥砂濃度幾無影響。鳶山堰取水口之

泥砂濃度會稍微提前發生，但是對供水系統影響總時間會大為縮短，因此水源

備援系統之支援時間有增加必要。 



   

 1-11 

五、 原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自決標次日(101.10.26)起 365 日曆天(至 102.10.25)，其主要工作項目

如下： 

（一）資料蒐集及分析 

1. 背景現況資料蒐集分析 

深入瞭解計畫區及鄰近背景環境特性，並蒐集相關單位現有之背景資料，

作為未來數值模擬及分析之依據。 

2. 氣象、水文、水質資料蒐集 

深入瞭解計畫區氣象、水文及水質特性，並蒐集相關單位過去、現有氣

象、水文及水質觀測資料，作為未來數值模擬及分析之依據。 

3. 相關計畫收集分析 

蒐集計畫沿線可能影響範圍內之各種相關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

已完成之各工程或區位計畫），分別說明各相關計畫之計畫名稱、主管單位

和完成時間，並分析各計畫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瞭解彼此間之互動性和可

能之影響；並謀求衝突性或不相容性時之因應之道。 

 

（二）計畫模型建置及計算網格校核 

根據北水局提供工程計畫圖說尺寸，建置三維數值模型並分析各種不同網

格模型之解析度、合理性及可靠度，以確認數值模擬結果能與水工模型試驗或

未來現場實測結果相吻合。 

 

（三）數值型各種邊界條件、初始條件評析 

針對建置後之三維數值模型，就簡化壓力場、水理特性、結構強度與震動

等問題，進行各項邊界條件、初始條件檢定分析。 

 

（四）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校準及驗證 

經由前網格、邊界及初始條件評析後，與 1/100 之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進行

數值模擬各項參數校核、驗證。 

 

（五）三維多相流數值模擬分析： 

1. 流速場分析(穩態及暫態)：包括大灣坪隧道象鼻引水管段、進水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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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井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出水段及後池，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

隧道段、隧道出口段、沖淤渠道段及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85 斷面

等區域流場模擬分析。 

2. 壓力場(作用力)分析：同上 

3. 通洪能力分析：同上(含水庫各種不同水位情況模擬分析) 

4.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包括象鼻引水管、閘門、出水渠道、挑流

工、沖淤渠道、後池及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85 斷面兩岸等相關設

施之結構物。 

5. 過庫泥砂百分比分析:就大灣坪隧道於不同流量下之排砂效益評估分析 

6. 沖淤能力分析：就阿姆坪隧道下游端於不同流量下之沖淤能力評估分析 

7.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針對原型砂對現場

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以評析日後營運操作時之實際排

砂效益。 

 

（六）水庫營運操作過程中流力與固力整合分析： 

1. 結構物強度分析：營運操作過程中，針對大灣坪隧道各結構物如入口象

鼻管、豎井段閘門；阿姆坪隧道進水口閘門、尾端閘門或土堤等構造物

初步探討。 

2. 結構物模態/振動分析（Modal/Vibration analysis）：同上 

3. 結構物與流場耦合分析：同上 

 

（七）過庫泥砂百分比及閘門振動之不確定性分析： 

1. 水庫水位高度、渾水層高度及泥砂濃度對過庫泥砂百分比之不確定性分

析。 

2. 閘門振動不確定性分析。 

 

（八）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印製  

辦理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期中及期末簡報與不定期工作會報與

編撰各階段報告。  

 

（九）研究成果教育訓練  

提供場地及電腦設備進行 1~2 天成果發表教育訓練，俾使水利署及水

資源局相關同仁瞭解研究成果內容，及如何進行相關分析與資料維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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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提升水利署工程人員素質及增加工作智能。  

 

（十）成果報告編撰印製  

辦理成果報告編撰印製，並依水資源局要求份數提供所需報告書，俾

提供政府機關及各大圖書館存參。  

 

實際之工作期限得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北水局要求修訂而延長，各

階段工作內容、期限及進度甘特圖如下表，必要時得依工作執行計畫或環境調

查工作實際現況進行調整： 

 

表 1.5.1 計畫各階段工作內容、期限 

1.工作執行計畫書 
決標次日起 20 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各工作細項、各階段

工作時程安排、人力配置 

2.期初報告 
決標次日起 120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基本資料蒐集與分

析、數值模型建立及網格解析

度評析、邊界條件及初始條件

評析、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校

準及驗證 

3.期中報告 
決標次日起 220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部分三維多相流數

值模擬分析、水庫營運操作過

程中流力與固力整合分析、過

庫泥砂百分比及閘門振動之

不確定性分析 

4.期末報告 
決標次日起 320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契約內所有工作項

目 

6.正式成果報告書

初稿 

決標次日起 340天

內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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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變更後之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第一次變更 

因應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計畫」102 年第 1 次工作會議紀錄（102

年 03 月 04 日）決議 ”工程計畫優先辦理阿姆坪隧道，再賡續辦理大灣坪隧

道”，並根據北水局來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205012600 號之委辦計畫各階段

之工作內容與期限之調整，故本計畫之期中與期末工作內容優先次序變更如

下： 

1. 期中要完成事項 

(1) 阿姆坪模型通洪能力分析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 

(2) 阿姆坪模型流速場分析(穩態/暫態)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隧道段、

隧道出口段、沖淤渠道段及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86~87 斷面等區域

流場模擬分析。 

(3) 阿姆坪模型沖淤能力分析:  

A. 有隔牆及無隔牆(隔幾道)(水理分析)  

B. 不同流量 

C. 無隔牆沖淤能力 

D. 兩隔牆沖淤能力初步探討 

E. 有閘門及土堤 

F. 淤泥層厚度等情況模擬。 

(4)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 

(5) 完成大灣坪模型流速場分析(穩態) ：包括大灣坪隧道象鼻引水管段、進

水口段、豎井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出水段及後池區域流場模擬分。 

2. 期末(或展延)要完成事項 

(1) 大灣坪模型流速場分析(暫態) ：包括大灣坪隧道象鼻引水管段、進水口

段、豎井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出水段及後池區域流場模擬分析。 

(2)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包括象鼻引水管、閘門、出水渠道、挑流

工、沖淤渠道、後池及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85 斷面兩岸等相關設

施之結構物。 

(3) 過庫泥砂百分比分析:就大灣坪隧道於不同流量下之排砂效益評估分析 

(4) 水庫營運操作過程中流力與固力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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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結構物強度分析：營運操作過程中，針對大灣坪隧道各結構物如入口

象鼻管、豎井段閘門；阿姆坪隧道進水口閘門、尾端閘門或土堤等構

造物初步探討。 

(b)結構物模態/振動分析：營運操作過程中，針對大灣坪隧道各結構物如

入口象鼻管、豎井段閘門；阿姆坪隧道進水口閘門、尾端閘門或土堤

等構造物初步探討。 

(c)結構物與流場耦合分析：營運操作過程中，針對大灣坪隧道各結構物

如入口象鼻管、豎井段閘門；阿姆坪隧道進水口閘門、尾端閘門或土

堤等構造物初步探討。 

(5) 過庫泥砂百分比及閘門振動之不確定性分析 

(a)水庫水位高度、渾水層高度及泥砂濃度對過庫泥砂百分比之不確定性

分析 

(b)閘門振動不確定性分析 

備註：計畫展延時機為設施結構設計或相關計算未完成。 

(二)第二次變更 

本計畫原本第六項工作水庫營運操作過程中流力與固力整合分析及

第七項工作之閘門振動之不確定性分析，因為固力分析需要詳細工程圖

說，才可進行模擬，根據北水局來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253058470 號及

第 10253060660 號原則同意期末報告（一）工作內容調整及計畫期限展

期至 103 年 3 月 31 日。另因無大灣坪隧道工程詳細設計圖，故無法進行

大灣坪之固力數值模擬分析工作，故這項工作調整至阿姆坪防淤隧道入

口流量率定之修正工作。 

依契約第十五條規定，得就服務事項或數量之增減情形，進行調整。

並鑑於阿姆坪防淤隧道入口由 1 孔變更為 3 孔，沖淤池由原寬 120 公尺

調更為底 15 公尺寬，頂約 133 公尺寬之複合型渠道，以上兩項變更需重

新進行原計畫工作項目之二、三、四、五及六項之數值模擬。在契約總

價不調整之原則下，因無詳細設計圖予以減做部分，需增辦變更後之阿

姆坪隧道入口及出口之各項數值模擬分析，俾符合契約規定 

 (三)第三次變更 

根據北水局來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353009730 號，依據旨揭委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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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契約書第七條規定，在不增加契約金額情況下，履約期限同意由 103

年 3 月 31 日，再延展至 103 年 6 月 30 日。因配合水工模型試驗及基本

設計相關圖說，進行第三次履約期限展延，經北水局來文字號水北畫字

第 10353037870 號同意，將履約期限再展延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水北畫字第 10305067520 號在契約總價不調整之原則下，減作阿姆坪隧

道固力整合及閘門振動分析工作，並增辦阿姆坪隧道入口及沖淤池修正

後之各項數值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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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構想 

由於現行三維數值模式都各有優缺點，經過問題探討，選用合適三維模式

及具有凝聚性土壤計算二維動床模式，然後依據工程設計圖完成計算網格建置，

以及建立案例分析邊界條件等工作，再經過水工模型試驗資料驗證後，即可進

行大量分析工作。計畫工作流程如圖 1.7.1 所示。 

 

圖1.7.1 計畫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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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背景資料 

一、計畫區相關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計畫主要是利用數值模擬方式探討防淤隧道之水理、泥砂運移、防淤效

益及水工結構強度與振動分析等相關問題，因此針對計畫區蒐集資料也將以數

值建模所需資料為主，作為未來數值模擬分析之依據，茲將所需相關資料分節

說明如下。 

(一) 水庫既有設施資料 

水庫既有設施如圖 2.1.1 及表 2.1.1，主要包括大壩、溢洪道、排洪隧道、

永久河道放水口(PRO)、電廠、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導水隧道、後池等。

溢洪道堰頂高程為 235 公尺，排洪隧道進水口底部高程為 220 公尺，此兩

者屬於上層排水通道；PRO 及電廠則屬於下層排水通道，進水口中心高程

分別在 169.5 公尺及 173 公尺。民國 94 年石門水庫淤積高程已達 189.20 公

尺，嚴重影響電廠機組及 PRO 運轉，爰此北水局提出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

善工程計畫，即針對 PRO 及電廠進行防淤功能改善以延長石門水庫壽命，

達永續利用目標。本計畫蒐集既有設施相關資料，主要即針對石門水庫防

洪運轉之主要設施，包括上層排水通道之溢洪道及排洪隧道，以及下層排

水通道之 PRO 及電廠，以瞭解其對於防洪、防淤效益之影響。 

 

圖 2.1.1 水庫既有設施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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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石門水庫主要工程數據 

項目 名稱 重要工程數據 

一、水庫 

 集水面積 

 滿水位高程 

 最高洪水位 

 總蓄水量 

 原設計計畫有效蓄水量 

763.4 km
2
 

245 公尺 

250.7 公尺 

30,912 萬立方公尺 

25,188 萬立方公尺 

二、大壩 

 壩型 

 壩頂高程 

 最大壩高程 

 壩總體積 

 壩頂長度 

 壩頂寬度 

滾壓土石壩 

252.1 公尺 

133.1 公尺 

706 萬立方公尺 

360 公尺 

10 公尺 

三、溢洪道  

 型式 

 堰頂高程 

6 道閘門高度×寬度 

 設計排洪量 

閘門控制鞍部瀉槽式 

235 公尺 

6×10 公尺×14 公尺 

11,400 秒立方公尺 

四、排洪隧道  

 進口底部高程 

 隧道 2 道×直徑 

 設計排洪量 

220 公尺 

2×9 公尺 

2,400 秒立方公尺(1,200 秒立方公尺
×2) 

五、發電  

 進水口中心高程 

 壓力鋼管(1 條) 

 最大流量 

173 公尺 

長 318.771 公尺、直徑 4.57 公尺 

137.2 秒立方公尺 

六、電廠防淤  

 進水口中心高程 

 壓力鋼管(1 條) 

 最大流量 

173 公尺 

長 419.30 公尺、直徑 4.57 公尺 

300 秒立方公尺 

七、永久河道 

 進水口中心高程 

 直徑 

 長度 

 最大出水量 

169.5 公尺 

1.372 公尺 

375.426 公尺 

34 秒立方公尺 

八、石門大圳 

 進水口中心高程 

 連接隧道(馬蹄型) 

 設計流量 

192.5 公尺 

長 2,100 公尺×直徑 2.5 公尺 

18.4 秒立方公尺 

九、增設取水工程 

  上層取水隧道 

  中層取水隧道 

  下層取水隧道 

  取水豎井   

  輸水隧道起點 

  設計流量 

中心高程 236 公尺、直徑 2.5 公尺 

中心高程 228 公尺、直徑 2.5 公尺
中心高程 220 公尺、直徑 2.5 公尺 

高度 33.58 公尺、直徑 4.0 公尺 

中心高程 221.52 公尺、直徑 3.0 公
尺 

16.2 秒立方公尺 

十、桃園大圳 連接隧道(馬蹄型) 長 320 公尺×直徑 2.5 公尺 

 

 

十一、後池堰 

(一)非溢流段 

      堰頂高程 

    長度 

中央心層土壩 

142.5 公尺 

150 公尺 

(二)溢流段 

       堰頂高程 

    長度 

混凝土構造  

137.0 公尺  

38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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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庫營運資料 

蒐集石門水庫操作規定及運用要點，目的是要瞭解水庫排洪運轉時機

及相關操作原則，以掌握各項水庫設施於排洪運轉中發揮作用與啟閉運轉

時機。根據石門水庫運用要點 (民國 101年 1月 6日經授水字第 10120200130

號令修正)，係以電廠、排洪隧道優先啟用，若有需要再開啟溢洪道進行排

洪。摘錄現行之防洪運轉時機及操作原則如下： 

1. 洪水來臨前：集水區開始明顯降雨，水庫進水流量未達 1,000 秒立方公

尺前，進行調節性放水，優先以發電、河道放水口及排洪隧道降低水庫

水位。若水庫水位於標高 273.5 公尺以上水位仍持續上升時，得視水庫

水位、雨量及流量狀況，增加溢洪道洩洪調降水庫水位。每年洪水期第

一次颱風情況發生後，水庫水位標高應儘可能降至上限以下，如水位因

攔蓄洪水而升高至標高 240 公尺以上時，在次一颱風情況發生後，應儘

可能降低至標高 240 公尺以下。 

2. 洪峰發生前階段：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 1,000 秒方公尺以上至洪峰後之

退水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 90%前，其最高放水流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

之最高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

增加率。 

3. 洪峰發生後階段：當集水區降雨量明顯降低且水庫進水量逐漸減少，經

研判洪峰已過時，洩洪量不得大於洪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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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象、水文、泥砂資料蒐集  

深入瞭解計畫區氣象、水文及水質特性，並蒐集相關單位過去、現有氣象、

水文及泥砂觀測資料，作為未來數值模擬及分析之依據。 

(一) 水庫集水區氣象資料 

由石門氣象站民國86年6月至100年4月統計資料（詳表2.2.1）顯示，集

水區內之年平均溫度約為20.5°C；在濕度方面集水區之乾濕季節變化不甚明

顯，各月份之平均濕度約在86～93%，年平均濕度約在90%。表2.2.2為石門

水庫集水區及鄰近雨量站歷年月平均降雨量統計，顯示集水區內降雨多集

中於夏季，其主要之原因乃颱風所造成，另外尚有西南氣流所造成之雷陣

雨及熱帶性低氣壓所帶來之豪雨。 

表2.2.1石門水庫石門氣象統計資料 

 

表2.2.2石門水庫集水區及鄰近雨量站歷年月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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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庫集水區水文資料 

1.水文站位置 

石門集水區雨量自2月開始逐漸增加，至八月達到最高，而11月至翌年

1月為乾燥季節。估算水庫流域平均雨量所用之雨量站，依據石門水庫管理

中心當前採用石門、霞雲、高義、巴陵、嘎拉賀、玉峰、白石、鎮西堡、

西丘斯山及池端等10站，其雨量面積權重依序為4.32、17.03、9.29、7.31、

10.02、9.34、11.52、12.74、14.46及3.97%，依表1.4.3年計雨量估算石門水

庫年平均雨量為2,385 毫米。當前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於石門水

庫集水區內設有水位流量站霞雲、高義、稜角、玉峰、秀巒等5 個測站，

以霞雲站位於集水區之最下游，其流域面積為622.8 平方公里；雨量站則有

石門、復興、霞雲、高義、巴陵、玉峰、十一份、三光、秀巒、鎮西堡、

長興、池端、嘎拉賀、鞍部、西丘斯山、白石等共16 站，其中石門、復興、

霞雲、巴陵、玉峰、十一份等6 站尚兼具觀測一般氣象，石門水庫集水區

各流量站、雨量站分布位置如圖2.2.1所示。 

 

 

圖2.2.1 石門水庫集水區流量站及雨量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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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分析 

(1) 降雨頻率分析 

表2.2.3 為民國45~99年石門水庫集水區最大一日、二日及三日暴雨

量，顯示最大一日、二日及三日暴雨量皆為民國52 年葛樂禮颱風，降

雨量分別為770、1,285及1,421 毫米；因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大且每場

暴雨多介於2~3日，故採用最大二日及三日暴雨量進行計算，經離群資

料檢測後進行頻率分析，計算成果分別如表2.2.4 及2.2.5 所示。經分析

之最大二日及三日暴雨頻率分析成果，以對數皮爾遜Ⅲ型之適用性檢定

值最小，故擇定其為最佳頻率分布。 

 

表 2.2.3 石門水庫集水區年最大一日、二日及三日雨量及發生時間 

年 

(民國) 

一日最大

雨量

(mm) 

發生日期 

二日最大

雨量

(mm) 

發生日期 

三日最

大雨量

(mm) 

發生日期 

45 697 7/31 870 7/31~8/1 882 7/30~8/1 

46 89 8/1/ 102 8/18~8/19 111 8/18~8/20 

47 225 9/3 239 9/3~9/4 242 9/3~9/5 

48 261 7/15 275 7/15~7/16 287 7/14~7/16 

49 274 7/31 338 7/31~8/1 348 7/30~8/1 

50 355 9/11 383 9/11~9/12 410 9/10~9/12 

51 264 8/5 275 8/5~8/6 280 8/4~8/6 

52 770 9/10 1285 9/10~9/11 1421 9/9~9/11 

53 97 8/20 107 8/19~8/20 107 8/18~8/20 

54 297 8/18 306 8/17~8/18 310 8/17~8/19 

55 179 9/16 190 9/5~9/6 203 9/5~9/7 

56 164 11/17 204 11/17~11/18 215 11/16~11/18 

57 146 9/19 260 9/28~9/29 295 9/28-9/30 

58 506 9/13 512 9/26~9/27 517 9/25-9/27 

59 393 9/6 499 9/5-9/6 534 9/5-9/7 

60 414 9/22 537 9/21-9/22 541 9/20-9/22 

61 537 8/16 619 8/15-8/16 629 8/15-8/17 

62 94 10/8 150 10/7-10/8 206 10/7-10/9 

63 117 10/14 151 10/14-10/15 154 10/14-10/16 

64 147 8/2 283 8/2-8/3 305 8/2-8/4 

65 480 8/9 481 8/8-8/9 500 8/9-8/11 

66 279 7/31 372 7/30-7/31 375 7/30-8/1 

67 160 9/12 310 9/11-9/12 310 9/11-9/13 

68 396 8/14 478 8/13-8/14 507 8/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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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86 8/27 195 8/27-8/28 209 9/15-9/17 

70 327 7/19 363 7/19-7/20 390 7/18-7/20 

71 234 8/9 262 8/9-8/10 282 8/8-8/10 

72 140 6/3 156 3/24-3/25 164 3/24-3/26 

73 252 8/18 339 8/18-8/19 359 8/17-8/19 

74 458 8/22 564 8/22-8/23 592 8/22-8/24 

75 292 9/18 361 8/22-8/23 488 8/22-8/24 

76 248 10/24 302 10/23-10/24 322 10/23-10/25 

77 70 9/29 106 9/29-9/30 155 9/29-10/1 

78 252 9/11 381 9/11-9/12 474 9/10-9/12 

79 256 8/30 474 8/18-8/19 519 8/17-8/19 

80 127 8/17 146 8/16-8/17 177 6/22-6/24 

81 262 8/29 367 8/28-8/29 433 8/28-8/30 

82 62 6/5 74 6/4-6/5 100 3/16-3/18 

83 370 10/10 494 10/9-10/10 500 10/8-10/10 

84 64 4/1 107 7/10-7/11 124 7/10-7/12 

85 554 7/31 641 7/30-7/31 709 7/30-8/1 

86 323 8/18 504 8/17-8/18 507 8/17-8/19 

87 351 10/16 557 10/48-10/16 558 10/14-10/16 

88 61 5/27 106 5/27-5/28 125 6/17-6/19 

89 279 8/22 347 8/22-8/23 352 8/22-8/24 

90 352 9/16 698 9/16-9/17 847 9/16-9/18 

91 261 7/4 453 7/3-7/4 465 7/3-7/5 

92 104 9/1 166 9/10-9/11 167 9/10-9/12 

93 598 8/24 929 8/24-8/25 1034 8/23-8/25 

94 456 8/5 836 8/4~8/5 841 8/4~8/6 

95 138 9/16 218 6/9~6/10 245 6/8~6/10 

96 521 10/6 632 10/5~10/6 654 10/5~10/7 

97 367 9/13 703 9/13~9/14 876 9/12~9/14 

98 253 8/17 375 8/6-8/7 451 8/6-8/8 

99 140 9/19 166 9/18~9/19 190 9/18~9/20 

100 127 6/25 211.5 10/2~10/3 273.2 10/1~10/3 

101 363.2 8/2 646.6 8/1~8/2 805.3 7/31~8/2 

102 287.8 7/13 398.5 7/12~7/13 421.7 7/12~7/14 

註：1.民國 45~93 年資料摘自民國 95 年「石門水庫第三次整體檢查與安全評估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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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民國45 ~99年最大二日暴雨頻率分析成果表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表2.2.5 民國45 ~99年最大三日暴雨頻率分析成果表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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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雨型 

設計雨型採用同位序雨型，因考慮近年氣候變遷影響，採近30 年

最大二日暴雨量超過600 毫米之暴雨記錄做為篩選場次之門檻，計有賀

伯(民國85 年)、納莉(民國90 年)、艾利(民國93 年)、馬莎(民國94 年)、

柯羅莎(民國96 年)、辛樂克(民國97 年)等六場颱風，其中納莉颱風雨型

屬雙峰，且峰谷雨量偏低可視為兩場降雨，故以其他5場颱風進行同位

序雨型設計。5 場颱風最大二日、三日累積雨量曲線，詳圖2.2.2，最大

二及三日同位序雨型如圖2.2.3所示。 

 

(1) 二日 

 

(2) 三日 

圖2.2.2 不同暴雨事件之降雨量累積曲線圖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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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日 

 

(2) 三日 

圖2.2.3 暴雨設計雨型圖(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

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3)  降雨逕流模式 

過去文獻石門水庫降雨逕流分析主要採單位歷線，圖2.2.4為民國95 

年「石門水庫第三次整體檢查與安全評估綜合報告」之10毫米/小時所應

用之單位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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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 石門水庫單位歷線圖(摘自「石門水庫第三次整體檢查興安全評估綜合報

告」，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民國95年12月) 

 

(4)洪峰流量估算 

以最大二日、三日同位序雨型搭配單位歷線推估洪峰流量，滲漏損

失依大漢溪治理計畫檢討採3.7 毫米/小時，最大二日、三日各重現期距

流量歷線詳圖2.2.5。 

 

(1)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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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日 

圖2.2.5石門水庫不同重現期距降雨量所形成之逕流歷線圖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3. 洪峰流量頻率分析 

表2.2.6 為民國前4 年至99 年之最大洪峰流量統計表，顯示民國52 

年葛樂禮颱風10,200秒立方公尺最大，其次為民國93 年艾利颱風8,594秒

立方公尺，而民國85 年賀伯颱風6,363秒立方公尺位居第三。因暴雨頻率

分析之統計年限採民國45~99年，為使其有一致性，故歷年最大洪峰流量

頻率分析亦採民國45~99年統計，洪峰流量頻率分析如表2.2.7。 

 

表2.2.6石門水庫歷年最大入庫洪峰統計分析成果彙整表 

年(民國) 
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年(民國) 

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年(民國) 

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民前 4 730 32 4,730 68 1,790 

民前 3 450 33 3,670 69 1,310 

民前 2 3,700 34 1,830 70 2,190 

民前 1 1,900 35 1,110 71 1,250 

0 6,100 36 1,740 72 1,100 

1 5,900 37 5,170 73 2,166 

2 1,400 38 530 74 4,880 

3 3,900 39 280 75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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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50 40 1,070 76 1,650 

5 350 41 210 77 458* 

6 3,400 42 2,890 78 2,960 

7 2,700 43 420 79 4,344 

8 4,300 44 2,090 80 689* 

9 5,000 45 3,900 81 2,243 

10 820 46 650 82 120* 

11 1,200 47 2,070 83 3,138 

12 1,900 48 2,890 84 254 

13 2,800 49 2,940 85 6,363 

14 2,600 50 4,940 86 3,411 

15 2,100 51 3,950 87 4,643 

16 240 52 10,200 88 1,067 

17 1,800 53 400 89 2,230 

18 2,600 54 1,760 90 4,123 

19 3,360 55 2,200 91 2,536 

20 2,470 56 1,300 92 410 

21 4,140 57 1,210 93 8,594 

22 1,300 58 5,700 94 5,377 

23 980 59 3,680 95 979 

24 2,180 60 5,170 96 5,300 

25 440 61 5,660 97 3,447 

26 2,510 62 717 98 1,838 

27 1,600 63 884 99 1,056 

28 1,160 64 2,030 100 1,059 

29 4,020 65 5,490 101 5,385 

30 1,300 66 2,715 102 5,458 

31 2,240 67 694 
  

1. 資料摘自「石門水庫第三次整體檢查與安全評估」 

2.民國 95 年至 101 料由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提供 

3.*號代表推估值，利用上游霞雲站記錄用集水面積比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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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7 石門水庫洪峰流量頻率分析成果表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4. 洪峰流量分析成果檢討及建議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曾針對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

規劃計畫中進行降雨逕流模式分析、洪水頻率分析，並與「石門水庫第

三次整體檢查與安全評估綜合報告」之頻率分析比較(如表2.2.4所示)，由

比較結果可知因石門水庫第三次安全評估採民國前5年至93年歷年最大

洪峰流量進行頻率分析，其所採年限較長，又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頻繁，

使得採較長年限之石門水庫第三次安全評估頻率分析結果相較其他報告

分析值較小，而本計畫水文計算結果皆擷取民國45年至99年資料，由表

2.2.8顯示，於重現期距25年以下，以歷年最大洪峰流量頻率分析所求結

果較大，而重現期距50年以上則以最大三日同位序雨型搭配單位歷線所

推估洪峰流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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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不同雨型配合單位歷線所推得洪峰流量與各洪峰流量頻率分析比較表 

 
      摘自水利規劃試驗所(2011)，「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5. 入庫流量資料 

集水區降雨量與入庫流量大小，關係到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直接影

響大壩安全，且為本計畫執行分洪防淤模擬最重要基礎資料。本計畫將

蒐集集水區氣象與水文資料，以獲得各場颱風、豪雨事件之雨量資料，

尤其是近年來強降雨事件，以反映可能因氣候變遷影響所導致降雨集中

趨勢，並透過降雨逕流分析求得各重現期距入庫流量歷線，作為計畫執

行之用。 

 



  

 2-16 

三、水庫集水區泥砂資料 

(一) 水庫淤積量 

表2.3.1為石門水庫歷年淤積情況，由表中可看出自民國52年統計至102

年底，石門水庫年平均淤積量為201萬立方公尺。民國85年7月挾帶超級豪

雨侵台強烈颱風「賀伯」，該年淤砂量達867萬立方公尺；歷年影響石門水

庫最嚴重之案例係發生於民國93年之「艾利」颱風，造成水庫2,788萬立方

公尺之淤積量。由該表可見在民國52、55、58、60、64、73、85、93、94

及96年之淤積量較大，而總計此10年之累積淤積量為8,615萬立方公尺占總

淤積量10,997萬立方公尺（含歷年浚渫量）之78.34%。由此可見水庫淤積集

中在特殊颱風豪雨水文事件。 

根據民國99年「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開發及應用研究(2/2)」

整理石門水庫歷年入庫水量與年淤積量關係，發現尖峰流量越高時，則颱

風期間累積入庫水量與年淤積量相關性越高，佐證入庫泥砂集中在幾場特

殊颱洪水文事件。民國94~99年度各場颱風過庫水量比相當高，顯示近年來

每當颱洪事件來臨時，水庫蓄水接近滿庫，入庫水量幾乎全部可提供水庫

防淤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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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石門水庫淤積一覽表  

期別 起迄年月 間隔 

呆容量 103立方公尺 
有效容量 103立方

公尺 
合      計 103立方公尺 

年平均淤積 103立方

公尺 

剩餘 淤積 剩餘 淤積 剩餘 淤積 
累計淤

積 
每期淤積 

累計年平

均 

1 52.05-53.03 0.8 43,390 13,850 246,260 5,620 289,650 19,470 19,470 

  
2 53.03-54.04 1.1 43,220 170 245,660 600 288,880 770 20,240 700 10,653 

3 54.04-55.05 1.1 42,080 1,140 244,810 850 286,890 1,990 22,230 1,809 7,410 

4 55.05-56.05 1.0 40,450 1,630 244,250 560 284,700 2,190 24,420 2,190 6,105 

5 56.05-57.06 1.1 38,630 1,820 244,890 -640 283,520 1,180 25,600 1,073 5,020 

6 57.06-58.05 0.9 37,840 790 244,350 540 282,190 1,330 26,930 1,478 4,488 

7 58.05-59.06 1.1 34,680 3,160 242,480 1,870 277,160 5,030 31,960 4,573 4,501 

8 59.06-60.06 1.0 34,610 70 241,140 1,340 275,750 1,410 33,370 1,410 4,120 

9 60.06-61.12 1.5 30,000 4,610 240,520 620 270,520 5,230 38,600 3,487 4,021 

10 61.12-63.08 1.7 29,767 233 240,518 2 270,285 235 38,835 138 3,437 

11 63.08-64.11 1.2 28,877 890 241,108 -590 269,985 300 39,135 250 3,131 

12 64.11-65.11 1.0 29,480 -603 238,477 2,631 267,957 2,028 41,163 2,028 3,049 

13 65.11-66.11 1.0 28,440 1,040 238,730 -253 267,170 787 41,950 787 2,893 

14 66.11-67.11 1.0 28,534 -94 238,130 600 266,664 506 42,456 506 2,739 

15 67.11-68.11 1.0 28,446 88 238,034 96 266,480 184 42,640 184 2,584 

16 68.11-69.11 1.0 27,296 1,150 238,357 -323 265,653 827 43,467 827 2,484 

17 69.11-70.11 1.0 27,155 141 238,375 -18 265,530 123 43,590 123 2,356 

18 70.11-71.11 1.0 26,199 956 238,439 -64 264,638 892 44,482 892 2,281 

19 71.11-72.11 1.0 25,554 645 238,986 -547 264,540 98 44,580 98 2,175 

20 72.11-73.11 1.0 25,515 39 238,956 30 264,471 69 44,649 69 2,077 

21 73.11-74.11 1.0 24,320 1,195 236,456 2,500 260,776 3,695 48,344 3,695 2,149 

22 74.11-75.11 1.0 24,615 -295 236,036 420 260,651 125 48,469 125 2,063 

23 75.11-76.11 1.0 24,868 -253 235,560 476 260,428 223 48,692 223 1,987 

24 76.11-77.11 1.0 25,171 -303 235,669 -109 260,840 -412 48,280 -412 1,893 

25 77.11-78.11 1.0 25,330 -159 235,337 332 260,667 173 48,453 173 1,828 

26 78.11-79.11 1.0 24,367 963 235,607 -270 259,974 693 49,146 693 1,787 

27 79.11-80.11 1.0 24,786 -419 236,590 -983 261,376 -1,402 47,744 -1,402 1,675 

28 80.11-81.11 1.0 24,708 78 236,670 -80 261,378 -2 47,742 -2 1,618 

29 81.11-82.11 1.0 24,972 -264 237,387 -717 262,359 -981 46,761 -981 1,533 

30 82.11-83.11 1.0 22,751 2,221 239,075 -1,688 261,826 533 47,294 533 1,501 

31 83.11-84.11 1.0 22,328 423 239,599 -524 261,927 -101 47,193 -101 1,452 

32 84.11-85.11 1.0 18,762 3,566 234,495 5,104 253,257 8,670 55,863 8,670 1,668 

33 85.11-86.11 1.0 17,954 808 233,826 669 251,780 1,477 57,340 1,477 1,662 

34 86.11-87.11 1.0 17,682 272 233,086 740 250,768 1,012 58,352 1,012 1,644 

35 87.11-88.11 1.0 17,544 138 232,766 320 250,310 458 58,810 458 1,611 

36 88.11-89.11 1.0 17,476 68 232,560 206 250,036 274 59,084 274 1,576 

37 89.11-90.11 1.0 15,407 2,069 238,251 -5,691 253,658 -3,622 55,462 -3,622 1,441 

38 90.11-92.04 1.5 15,651 -244 237,601 650 253,252 406 55,868 271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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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92.04-93.03 1.0 15,216 435 237,760 -159 252,976 276 56,144 276 1,369 

40 93.03-93.12 0.8 6,216 9,000 218,876 18,884 225,092 27,884 84,028 34,855 2,010 

41 93.12-94.12 1.0 4,925 1,291 217,835 1,041 222,760 2,332 86,360 2,332 2,018 

42 94.12-95.12 1.0 5,943 -1,017 217,825 9 223,768 -1,008 85,352 -1,008 1,949 

43 95.12-96.12 1.0 5,066 877 209,078 8,747 214,144 9,624 94,976 9,624 2,120 

44 96.12-97.12 1.0 5,150 -84 209,692 -614 214,842 -698 94,278 -698 2,058 

45 97.12-98.12 1.0 5,370 -220 206,009 3,683 211,379 3,463 97,741 3,463 2,088 

46 98.12-99.12 1.0 5,832 -462 207,309 -1,300 213,141 -1,762 95,979 -1,762 2,008 

47 99.12-100.12 1.0 6,492 -660 208,764 -1,455 215,256 -2,115 93,864 -2,115 1,923 

48 100.12-102.02 1.2 7,275 -783 209,865 -1,101 217,140 -1,884 91,980 -1,570 1,840 

合        計 50.0 

 

49,965 

 

42,015 

 

91,980 

   
容量損失 

 

87.29% 16.68% 29.76% 

 

附註: 

1.水庫設計總容量 309,120*10
3立方公尺,有效設計容量 251,880*10

3立方公尺,呆容量 57,240*10
3立方公

尺
。
 

 

2.1~36 期僅測量 34 條主斷面,修正 1/10000 舊地形等高線,以求積儀測面積及計算容積。 

 

3.第 37 期起,全面均勻測量水深,新測 1/1000 地形圖,電腦檔案計算面積及容積。 

 

4.年平均淤積量之每期淤積量=當其淤積量÷當期間隔年 

 

5.累計年平均淤積量=歷年累計淤積量÷總間隔年 

 

(二) 年平均入庫砂量 

近年來石門水庫入庫砂量似有較早年增加趨勢，一方面是地震使得上

游集水區土砂鬆動，加上極端強降雨事件頻仍，造成集水區土砂產量增加，

另一方面是石門水庫上游攔砂壩大多淤滿，在無新增攔砂設施條件下，入

庫砂量勢必增加，且粒徑逐漸粗化加速上游淤積厚度，導致三角洲明顯下

移。相關研究報告如民國95年「石門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計畫」

推算平均年入庫泥砂量為323萬立方公尺；民國97年「高台水庫可行性規劃

報告」推算平均年入庫泥砂量為422萬立方公尺；民國98年「石門水庫上游

攔砂壩清淤方式可行性規劃」推算平均年入庫泥砂量為353萬立方公尺。近

幾年相關研究之推估值大多落在316~422萬立方公尺，相較於早期民國63 

年「石門水庫淤砂之研究」推估285萬立方公尺增長許多。 

民國101年「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有關入庫砂量

推算整理如下: 

1. 根據歷年水庫實測資料推估 : 

根據歷年水庫實測資料推估年入庫砂量約330萬公噸，乾容重採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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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98 年「石門水庫上游攔砂壩清淤方式可行性規劃」所提出之平均乾容

重1.13(公噸/立方公尺)，換算年入庫砂量約為295.7 萬立方公尺。進一步

考量上游攔砂壩完全淤滿無法再攔蓄砂量情況，因此再加計歷年石門水

庫上游攔砂壩淤積量71 萬立方公尺/年，則估計最大平均年入庫砂量約為

366.7 萬立方公尺；若再考量泥砂遞移率，依據民國97 年「石門水庫集

水區崩塌與庫區淤積風險評估研究(3/3)」所提出泥砂遞移率29%來推算，

上游攔砂壩淤積遞移量約20.6 萬立方公尺/年，合計年入庫砂量約為316.3 

萬立方公尺。 

2. 根據石門水庫時流量推估 :  

根據石門水庫時流量推估年泥砂量約400萬公噸，如上採用乾容重

1.13(公噸/立方公尺)，則石門水庫年入庫砂量為353.2 萬立方公尺。 

3. 以上兩種推估結果比較，由時流量推估年入庫砂量約為353.2萬立方公尺，

介於水庫實測資料推估之316.3~366.7萬立方公尺，亦與民國98 年「石門

水庫上游攔砂壩清淤方式可行性規劃」所提出353萬立方公尺相近，故建

議以350萬立方公尺作為後續水庫防洪防淤設施排砂效率計算之依據。 

本計畫彙整並參照以上相關文獻入庫砂量推估值，作為數值模擬上游

入砂條件設定之依據。 

(三) 入庫流量與含砂量關係 

依據「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整體方案—集水區治理計畫，民國94年」

之研究，參考石門水庫流量站之分佈情形畫分為霞雲、高義三光、稜角、

玉峰與秀巒等5個子集水區，其中霞雲站匯集各子集水區泥砂產量，成為石

門水庫入庫泥砂主要水文監測站，該站測得之懸移質約佔泥砂總量71.42％，

推移質約佔28.58％。再根據民國99年「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

式開發及應用研究(總報告)」利用民國52 ~ 94年霞雲站之流量Q與輸砂量Qs

率定關係(如圖2.3.1) : 

QS(kg/sec)=0.005269×Q1.969(立方公尺/sec) 

推求近幾年颱洪件事入庫砂量，其結果與民國97 及98 年水利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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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場颱風全洪程觀測實測結果相比較，卻有明顯低估2 ~ 3倍情形。主要

原因除近年來入庫砂量確實增加之外，傳統泥砂取樣時機大多在低流量狀

態下(<1,000秒立方公尺)進行，並無法觀測到高含砂濃度水流，因而造成流

量與輸砂量率定關係無法反映現場實際情況。含砂濃度大小會影響水庫異

重流運移特性，例如當含砂濃度較大時，細顆粒泥砂會凝聚形成絮網型態

不易下沉，反之渾水層容易形成絮團於沿程逐漸落淤，造成濃度衰減而影

響異重流運移速度。因此本計畫有必要彙整近幾年相關研究，方能引用正

確入庫流量與含砂量關係來進行增設防淤隧道之防淤效益評估。 

圖2.3.1為民國99年「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

研究(總報告)」匯整97 ~ 99年完成之五場颱風實測入庫尖峰含砂濃度與入庫

尖峰流量觀測資料，回歸趨勢呈現正比線性關係，但年際觀測資料存在高

度變異性，仍待未來累積更多場觀測紀錄來提高可靠性。民國97 ~ 99年之

入庫流量Q與輸砂量Qs率定關係如下 : 

QS(kg/sec)=0.0663×Q1.7288(立方公尺/sec) 

 

圖 2.3.1 流量 Q 與輸砂量 Qs 率定關係 

(四) 入庫泥砂粒徑分布 

本計畫蒐集入庫泥砂粒徑分布資料，以掌握入庫泥砂組成，作為模式

上游入砂條件設定之依據。 



  

 2-21 

根據大陸恒山水庫1984年洪水資料分析泥砂粒徑>0.1 mm多數淤積到

迴水末端附近床面；泥砂粒徑介於0.04~0.1 mm一般在異重流運行過程途中

淤積；粒徑<0.04 mm泥砂在水庫滯洪時淤積。根據莫拉克颱風期間所量測

懸浮質粒徑分布，羅浮站最大粒徑約1 mm，由羅浮到異重流潛入沿程落淤

之粒徑約介於0.04~1 mm，約佔羅浮站入庫砂量之4~30%，粒徑小於0.04 mm

之顆粒所佔比例分別為羅浮83%以及電廠、石門大圳98%。圖2.3.1為摘錄自

民國100年「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

報告」之石門水庫庫區淤積物顆粒沿程分布估算圖，大灣坪防淤隧道選址

在斷面12附近，該區段如圖所標示主要為粒徑小於0.04 mm之淤積段，顯示

粒徑0.04 mm以下細顆粒應為新增防淤隧道工程主要排砂範圍。 

 

圖 2.3.2 石門水庫庫區淤積物顆粒沿程分布估算圖 

該份報告根據近年石門水庫庫區淤砂採樣資料成果，將入庫泥砂量分

為淤積量、清淤量與設施排砂量三部分，分別約佔入庫泥砂量之73.2%、清

淤量佔10.9%與排砂量佔15.9%，並依所佔比例推估入庫泥砂粒徑分布，結

果如圖2.3.3 所示，粒徑0.04 mm以下細顆粒為增設隧道工程之主要排砂範

圍約佔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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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石門水庫入庫泥砂粒徑分布圖 

(五) 水庫泥砂運移及異重流特性 

異重流又稱為密度流或分層流，是由於密度差異所造成流場現象，而

引起密度差異主要因素包括有含砂量、水溫及鹽分等。水流挾帶泥砂而形

成異重流稱為渾水異重流，在兩河交匯處，當各自水流含砂量差異較大時，

可在匯流處產生分層運動現象，形成河道異重流；水流溫度不同而引起異

重流稱為溫差異重流；水流含鹽量差異而形成異重流稱為鹽水異重流，常

見於河口。 

渾水異重流常見於水庫庫區，入庫渾水含砂量較大容易形成水舌潛入

庫底，在清水下沿庫底向前運移，又可稱為水庫異重流。在多砂河流上修

建水庫和水電站時，可藉由底孔洩水設施，合理運用沿庫底運動渾水異重

流特性，來提高排砂比減少水庫淤積，為水庫減淤重要措施。 

石門水庫建壩至今水庫淤積大都呈三角洲淤積型態，三角洲淤積體可

分為三段，上游尾部段為推移載淤積段，當入庫推移載少時，尾部段就不

明顯；中間頂坡段是三角洲主體，接近平衡輸砂情況，頂坡段上水流也接

近均勻流；再下游為前坡段是淤積強烈地方，流速沿程遽減淤積迅速及顆

粒分選明顯。前坡段以下之庫區段為細顆粒淤積段，淤積速度較前坡段慢，

且由於細顆粒常以異重流形式被帶到壩前，若底孔洩水不暢，渾水便有機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8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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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壩前淤積。石門水庫運轉使用近50年，庫區平均淤積厚度已逾30 公尺，

但壩前淤積更超過50 公尺，可見異重流對於泥砂運移及淤積範圍影響。由

鳯凰、辛樂克及莫拉克颱風事件觀測異重流之運移，其速度約在0.3~0.7公

尺/秒之間，該速度隨流量之增加而增加。另由斷面24 之觀測結果顯示，鳳

凰及辛樂克颱風事件之異重流厚度約為10~15 公尺。 

本計畫藉由蒐集相關文獻資料，掌握異重流運移特性及可能造成影響，

俾使數值模擬結果能符合異重流流場特性與泥砂運移特性，如此才能正確

評估防淤隧道排砂效益。針對異重流特性之研究與排砂應用，國內外都曾

有不少研究。民國97年「石門水庫漂流木及異重流運移試驗分析」利用直

線水槽進行漂流木運移與異重流及攔木索之關係試驗。民國99年「石門水

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與應用研究」利用颱洪期間監測高濃度

之水砂運移特性，並透過發展適合石門水庫防淤課題數值模式，期以現地

量測輔以數值模擬之方式，提升對高含砂水流及異重流運移行為瞭解，據

以作為石門水庫擬訂防淤策略之參考，達到蓄清排渾減緩水庫淤積之目的。

該計畫分析颱洪期間最高蓄水位(245公尺)與最低水位(237.33公尺)之迴水

範圍大約在斷面27至斷面25之間，至於異重流潛入點大約介於斷面25至斷

面26；另一方面，評估韋帕颱風與柯羅莎颱風異重流可能潛入點位置約介

於斷面26至斷面29間。 

吳、鄭等人[4]於2008年第五屆中日韓現代壩工技術國際研討會，提出

藉由提高異重流排砂效率延長小浪底水庫使用壽命操作建議，該項研究通

過對黃河水文水資源科學研究院現地異重流實測資料進行分析，概括了異

重流厚度、流速、含砂量及級配變化規律和相關性，對水庫異重流形成、

運動機理、延續條件和影響因素進行探索，歸納出小浪底水庫異重流持續

運動至壩前臨界水砂條件，並提出聯合調度萬家寨、三門峽、小浪底水庫，

來人工塑造異重流水砂條件，以提高水庫排砂比操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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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理論與數值方法 

一、 三維數值模式之發展與應用 

當前商業版泛用型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已被廣泛地應用到工業界處理複

雜三維流場問題，其中包括壓縮及不可壓縮流場、層流與紊流、暫態與穩態流

場、化學變化、多相流、濃度計算、燃燒熱傳、輻射…等功能。同樣地，泛用

型有限元素分析軟體也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結構之靜態、動態、熱傳、接觸等

分析。而且針對軟體功能延展性，一般泛用型商業版軟體也提供了相當多且具

彈性使用者副程式（Users Subroutines），可供使用者動態改變所需物理參數與邊

界條件設定，同時亦可在使用者自行開發副程式中加入適當源項（Source Terms），

以符合實際物理問題。因此，本計畫將採用商業版泛用型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

體來模擬防淤隧道水理之三維流場與壓力場。 

當前國內常用之商業版泛用型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大致可分為 ANSYS 

CFX、ANSYS Fluent、CFD-ACE+以及 Flow3D 等，其簡介如表 3.1.1 所示。基

本上，各家軟體可適用範圍都相當廣泛，因此軟體選擇將取決於建模難易度以

及使用者熟悉程度，在水利計算中常用軟體為 ANSYS CFX、ANSYS Fluent 和

Flow3D。ANSYS CFX 進行流場之分析，其數值方法是採用有限體積法及 Van 

Doormaal 所提出二階線性斜上游差分法及物理移位校正法，該方法為 Raithby

斜上游差分法改進，採用此方法好處是有明確物理意義，積分點近似值沿著流

線方向所求出，因此可減低因流線與差分方向相異而產生誤差，如此不僅可增

快收斂速度，準確度也可提高。ANSYS Fluent 是美國 Fluent 公司所發展三維計

算流體力學軟體，此軟體已廣泛地被用在空氣動力學(如飛機流場、汽車流場…)、

工業工程及建築通風設計、多相流場等。使用 finite volume、pressure based 三維

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此外，在壓力項求解方面，則可採用 SIMPLE、SIMPLEC 或 PISO 等數值

方法，而紊流模式則可採用 k 或 k 紊流模式，但使用者操作門檻較高。

FLOW3D 軟體專長在模擬具有自由液面流場模擬分析(以 VOF 法模擬分析)，以

卡氏座標網格模擬計算簡化使用者花費過多時間在分析前處理網格製作。

FLOW3D 在操作設定上非常簡便，網格製作使用卡氏座標網格。但是，卡氏座

標網格在流場變化不大區域依然細化網格，造成計算量龐大導致分析時間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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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軟體優缺點比較表如表 3.1.2 所示。 

表3.1.1 商業版泛用型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簡介 

軟 體 簡     介 

ANSYS CFX 

CFX 是由英國 AEA 公司所開發計算流體力學軟體，其強大圖形界面功

能可節省傳統 CFD 計算條件設定時間，搭配新外型與網格建立模組

ICEM CFD，可快速建立複雜幾何外型並產生計算網格，具不相稱網格

交界面處理能力，可計算具有 multiple frame of reference、紊流、燃燒

與輻射、兩相流、自由液面等特徵流場。 

ANSYS Fluent 

FLUENT 是美國 Fluent 公司所發展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此軟體已

廣泛地被用在空氣動力學(如飛機流場、汽車流場…)、工業工程及建築

通風設計、多相流場等，而當前最新版本(Fluent 6.2)則含有電漿流場與

噪音計算等功能。FLUENT 是一泛用型 finite volume、pressure based

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網格可為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網格。 

CFD-ACE+ 

CFD-ACE+ 是美國 CFDRC (CFD Research Corporation)公司所發展三

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此軟體已廣泛地被用在空氣動力學(如飛機流

場、汽車流場…)、工業工程及建築通風設計、半導體設計、流場結構

耦合計算、電漿流場、流場結構電場耦合計算等等。CFD-ACE 是一泛

用型 finite volume、pressure based 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網格可為結

構性與非結構性網格。 

Flow3D 

FLOW3D其CFD之解算技術True V.O.F.在實務問題擬真與計算結果有

極高準確度。其特別 FAVOR 技巧更是針對自由液面（Free surface）如

常見金屬壓鑄(Metal Casting)與大地水利學等複雜問題提供了高精度、

高效率解答。 

  

表3.1.2軟體優缺點比較表 

軟體 CFX Flow3D Fluent 

軟體介紹 CFX 是由英國 AEA 公

司所開發計算流體力學

軟體，其強大圖形界面

功能可節省傳統CFD計

算條件設定時間，搭配

新外型與網格建立模組

ICEM CFD4. CFX，可快

速建立複雜幾何外型並

產生計算網格，具不相

稱網格交界面處理能

力，可計算具有 multiple 

frame of reference、紊

流、燃燒與輻射、兩相

流、自由液面等特徵流

場。 

FLOW3D 軟體專長在模

擬具有自由液面流場模

擬分析(以 VOF 法模擬

分析)，以卡氏座標網格

模擬計算簡化使用者花

費過多時間在分析前處

理網格製作。FLOW3D

在操作設定上非常簡

便，網格製作使用卡氏

座標網格。 

FLUENT 是美國 Fluent 

公司所發展三維計算流

體力學軟體，此軟體已

廣泛地被用在空氣動力

學(如飛機流場、汽車流

場…)、工業工程及建築

通風設計、多相流場

等，而當前最新版本

(Fluent 14)則含有電漿

流場與噪音計算等功

能。FLUENT 是一泛用

型 finite volume、pressure 

based 三維計算流體力

學軟體，網格可為結構

性與非結構性網格。 

雙相流處

理 

Eulerian-Eulerian VOF 法 VOF、Mixture、Eulerian

與 Level-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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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便利

性 

簡單 簡單 稍難 

優點 1. ANSYS CFX 計算核

心是耦合代數多格

點求解器，它提供了

求解穩定且收斂快

速優點。 

2. ANSYS CFX 提供了

交 換 資 料 介 面 功

能，可處理介面兩邊

網格不連續問題，可

快速處理水庫內複

雜結構網格製作。 

3. 可與 ANSYS 結構模

組耦合完成流固耦

合分析。 

1. FLOW3D 在操作設

定上非常簡便，網格

製作使用卡氏座標

網格，製作網格皆為

自動處理。 

1. ANSYS FLUENT 提

供多種網格輸入格

式。 

2. ANSYS FLUENT 提

供了計算過程中，重

新 產 生 網 格

（Remesh）產生器

（TGrid）。 

3. 可與 ANSYS 結構模

組耦合完成流固耦

合分析。 

缺點 1. 邊界網格需要品質

較好網格。 

2. 模型與網格建置較

花時間 

1. 雖在結構複雜處可

新增一結構區塊細

化網格，但容易造成

網格數過大、且在流

場變化不大區域依

然細化網格，造成計

算量龐大導致分析

時間過長。 

2. 雖在新版新增結構

分析模組，但在當前

該模組僅能對結構

進行靜分析。  

1. 邊界網格需要品質較

好網格。 

2. 模型與網格建置較花

時間。 

3. ANSYS FLUENT 後

處理介面不易操作

且顯示較差。 

 

二、 三維多相流數值模式與選用 

在水利計算中常用軟體（ANSYS CFX、ANSYS Fluent 和 Flow3D）中，各

有優缺點，上節闡述各軟體模式之優缺點，ANSYS CFX 軟體具有世界公認最完

整、可靠且穩定多相流模型系統，可以模擬離散相與連續相間相互作用質量、

動量與能量傳遞問題，例如在不同介質流體接觸面上可以處理多相流體容積分

率。因此，ANSYS CFX 相當適合用在多相流體水理與輸砂分析中有自由液面（氣

液兩相）及其它水理相關議題數值模擬。且 ANSYS CFX 操作簡單、容易將不

同網格結合在一起計算，節省網格計算製作時間。在閘門、象鼻管等結構物附

近或是流場變化較劇烈區域，規劃設計不同密度網格，這是 Flow 3D 無法做到。 

本計畫數值模擬模式選定原則是能解三維多相流問題，此軟體模式可解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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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空氣/水, 水/砂)、三相(空氣/水/砂)甚至多相，而其中是須包括有 continue phase

與 disperse phase 之間交互作用功能。CFX 軟體中自由液面模組，除了界面清楚

自由液面模式外(Homogenous Free Surface)，還有 Mixture model 方法可供不同模

擬分析使用，此模式亦可考慮液面受到空氣阻力效應。如前提到，該模式具有

模擬多相流體之功能，主要係經由求解多相流體容積分率方式來同時計算空氣

與水之流場，本方法實際應用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多相流體具有清楚交界

面，屬於連體對連體狀態，適用於處理具自由液面問題；另一類則是多相流體

不具有清楚交界面，屬於載體對被載體狀態之連續延散相體處理方式，每一相

均有各自連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然後考慮各相之間質量交換、動量交換與

能量交換(相關理論可參考 ANSYS CFX V14，Theory Manual)。本計畫中有關水

庫自由液面及防淤隧道自由液面之處理應隸屬於連體對連體(Homogeneous)狀

態之處理方式。 

Inhomogeneous 多相流之主要控制方程式如下表示： 

連續方程式： 

 







 Np

mmU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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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量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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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式中，  為第 α 相體積分率，  為第 α 相之密度， u 為第 α 相之速度， 

為第 α 相之黏滯係數， pN 為總相數， )(dc 為兩相之間阻力交換係數， 



m 為兩相

之間質量交換率， 



m 為第 α 相之壓力。而體積分率需滿足下列條件： 

 



N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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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壓力則假設每一個相均是同一壓力，即： 

ppp  1     pN2  (3-4) 

當多相流體為均質(Homogeneous)時，其每相速度相同 

UU      pN1  (3-5) 

其動量方程式可改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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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BUUUUU
t

T 



)()))((()(   (3-6) 

其中密度與粘滯係數如下式所示 

    



Np

1


   





Np

1


 (3-7) 

 

ANSYS CFX 模式對於自由液面之處理方式，利用體積分率權重法而各相動

量方程式均共享同一組方程式，因此可針對水庫不同水位高程以及排洪隧道閘

門不同開度下之三維自由液面流場進行模擬分析時可大量減少其計算量。使用

雷諾平均(Reynolds Average)來處理上述之物理量，則可將瞬時物理量分為長時

間平均物理量與瞬時紊動物理量之和，如(3-3)、(3-4)式所示。 

 
(3-8) 

 
(3-9) 

其中 為 i 方向之長時間平均速度，P 為長時間平均壓力， 為 i 方向之瞬

時紊動速度， 為瞬時紊動壓力。 

將(3-8)(3-9)式代回(3-1)和(3-6)式，即可得到不可壓縮流體之雷諾平均連續

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如(3-10)(3-11)式所示。 

 

(3-10) 

 

(3-11) 

其中 為雷諾應力(Reynolds Stresses)。 

本研究為探討三維紊流場，故將有四個方程式(一個連續方程式、三個動量

方程式)，但是卻有十三個未知數(U、V、W、P、 )，故無法解得此紊流場

流場型態。為了要解得此紊流場流場型態，必須要再額外搭配紊流模式

(Turbulence Model)，才可使得此紊流場成為一個封閉問題(Closur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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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解得紊流場流場型態，使得紊流場成為一個封閉問題，本研究使用了 B.E. 

Launder et al. (1974)所提出 紊流模式。紊流模式中，使用 Boussinesq 假說

(Boussinesq Hypothesis)，則 可表示如下: 

 

(3-12) 

其中 為紊流黏滯係數(Turbulent Viscosity)， 為 Kronecker delta，k 為紊流動能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其定義如下: 

 

(3-13) 

紊流模式中， 表示如下: 

 

(3-14) 

其中 為常數， 代表紊流動能消耗率(Dissipation Rate)。 

k 傳輸方程式(Transport Equation)如下式。 

 

(3-15a) 

其中 為常數。 

傳輸方程式如下式。 

 

(3-15b) 

其中 、 和 為常數。 

k 和 傳輸方程式中 P 表示如下: 



 
3-7 

 

(3-16) 

紊流模式中使用到常數如下： 

 

(3-17) 

透過連續方程式、三個動量方程式、k和 傳輸方程式以及(3-14)式共七個方程式，

可以解出七個未知數(U、V、W、P、 、k、 )。因為搭配了 紊流模式，可

使得紊流場變成為一個封閉問題，且可解得此流場流場型態。 

紊流模式適用於紊動較大流場，但是在靠近通道邊牆處，因為有無滑移現

象，故會有一層受黏滯力影響較大流場區域，稱為黏滯次層(Viscous Sublayer)，

此流場區域內並不適用於 紊流模式，因此需要使用其他方式來處理此區域

內流場。 

本計算模擬在靠近通道邊牆處使用 Ciofalo et al. (1989)所提出近牆函數

(Wall Function)來處理近邊牆處流場。其原理為讓計算模擬中離壁面第一層網格

之離壁距離大於黏滯次層高度，並在此層網格內使用近牆函數來處理此區域內

流場，而其他區域則還是使用 紊流模式來計算其流場型態。 

    近邊牆處流場可描述如下: 

 

(3-18) 

 

(3-19) 

其中 

 

(3-20) 

當離壁距離 ( )，此區域為流場受黏滯力影響較大區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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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黏滯次層，故必須要讓離壁面第一層網格離壁距離大於 ，並且讓此層網格

代入近牆函數，以解決 紊流模式不適用於此區域問題。 

    近牆函數如(3-21)、(3-22)式。 

 

(3-21) 

 

(3-22) 

代入傳輸方程式中即可計算出近壁面處流場型態。 

本研究採用計算流力軟體 ANSYS-CFX 進行流場之分析，其數值方法是採

用有限體積法(finite volume method based on finite element)，及 Van Doormaal 所

提出二階線性斜上游差分法(Linear Profile Skew Upstream Difference Scheme)及

物理移位校正法(Physical Advection Correction, PAC)，該方法為 Raithby 斜上游

差分法（Skew Upstrem Differencing scheme）改進，採用此方法好處是有明確物

理意義，積分點近似值沿著流線方向所求出，因此可減低因流線與差分方向相

異而產生誤差，如此不僅可增快收斂速度，準確度也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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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維含砂水理模式 

因石門水庫庫區範圍大，計算網格尺寸可較大，且 ANSYS CFX 模式計算含

砂計算，需要撰寫副程式進行分析，為了有效模擬上游泥砂在庫區傳輸現象，

本計畫採用 Flow3D 軟體進行含砂模式計算，以泥砂沖刷模式(Sediment Scour 

Model)進行模擬；該模式針對泥砂在水流中之傳輸現象進行模擬，其主要模擬

現象如下： 

• 模擬泥砂在水流中懸浮與傳輸。 

• 考慮因重力效應導致異重流現象。 

• 水流中泥砂所造成之剪切力與動量之擾動。 

• 考慮底床輸砂(Bed-load transport)，包含砂礫在底床滾動與碰撞反彈等傳

輸現象。 

本研究模擬庫區泥砂傳輸現象分為懸浮與沉積傳輸兩部分。其中懸浮傳輸

部分乃指泥砂為庫區流體因對流(Advection)效應造成泥砂在庫區傳輸現象；而沉

積傳輸部分為泥砂在模擬計算底床在超過模式所設定臨界堆積分率 (Critical 

Packing Fraction)時泥砂將於該底床沉積不動現象。 

首先，泥砂懸浮傳輸部分考慮流體對流效應；因此，該傳輸統御方程程式

可以對流方程式來描述： 

  0,

,





is

is
cu

t

c
 (3-23) 

其中，i 代表第 i 種類(Species)砂礫、cs,i為第 i 種類砂礫在流體中之單位體

積濃度，而u 為流體與砂礫混合物流速(Mean Velocity)。由於砂礫密度遠大於流

體密度，故砂礫會下沉或懸浮(drift)在流體中。其中，懸浮在流體中速度將受到

礫石在流場中浮力與阻力間平衡影響。因此，考慮砂礫與流體間動量之平衡後，

統御方程式將可改寫成：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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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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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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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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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 , 為第 i 種類砂礫之速度。 

ρs,i為第 i 種類砂礫之密度。 

f s,i為第 i 種類砂礫之體積分率。 

為流體在礫石上之阻力函數。 

為黏滯力(Viscous Force)與所受體力(Body Force)之總和。 

iru , 為第 i 種類砂礫與流體間之相對速度。 

而砂礫混合物流速則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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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為不同礫石種類總和。將(3-25)式帶入(3-2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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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上式中 idriftu , 代表砂礫懸浮速度( uuu isidrift  ,, )。 

假設當砂礫運動在計算步階中近似為穩態且對流效應不大情況下，(3-27)式

可簡化為：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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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式中砂礫與流體混合物之密度( )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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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9) 

另外，流體與砂礫間之阻力函數( i)常以史托克阻力(Stokes drag)函數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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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sd , 及 iDC , 分別為第 i 種類砂礫之直徑及阻力係數；並且， f 為流體之黏滯

係數。然而，在流體與礫石間採用單一簡單阻力來計算動量交換並非準確；因

此，常以 Richardson-Zaki 關係式來修正粒子間交互作用。Richardson-Zaki 關係

式式以實驗方式來修正，且藉由實驗發現該修正係數與礫石雷諾數相關。以(3-31)

修正來來取代式懸浮速度 

    sir

e f f

ir fuu ,,   (3-31) 

其相關修正細述如下：Richardson-Zaki 修正係數與雷諾數之關係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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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 1.0 03.0

0 Re/35.4  

1.0 < Re < 500 1.0

0 Re/45.4  

500 < Re 39.20   

藉由此修正後，等效速度將被用來計算流場中之飄移通量(Drift Fluxes)。最終，

飄移速度將以(3-32)式中相對速度來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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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id r i f t ufufu  (3-32) 

庫區內泥砂及礫石傳輸現象除了自上游被沖砂下來外，在泥砂與礫石沉積

在底床交界面上會因流體剪力作用與邊界層內所產生小窩懸(eddy)導致已沉積

砂礫又再次被帶入流體內。由於在計算模擬過程中在個別砂礫被再次沖刷出來

增益與沉積介面上邊界層計算不易；因此，常會以經驗模式來描述此現象，用

意降低計算所需耗費龐大資源及時間。本研究中採用 Mastbergen and Van den 

Berg 模式(Mastbergen and Van den Berg,2003)來描述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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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大灣坪隧道流場數值分析 

一、 大灣坪隧道模擬區域幾何與網格建置 

根據水利署於民國 100 年完成「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報告中隧道工程設計圖，並依照設計圖並利用 ICEMCFD 建立模擬所需之三維

數值模型。在進行隧道流場三維數值模擬分析以前，必須將三維模型進行網格

切割，以利數值方法解析。 

(一)大灣坪隧道模型建置 

本計畫採用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中 C1 大灣坪隧道工程進行三維數

值模擬計算。大灣坪隧道進水口位於水庫河道斷面 12 下游約 240 公尺，隧

道路線往西轉為西北，豎井閘門設置於環湖公路旁，出水口位於後池邊坡，

總長度約 1,372.5 公尺，防淤設計流量為 1,600 秒立方公尺，主要可分為進

水工段、閘門豎井段、隧道段及出口挑流段。利用隧道前端之象鼻引水鋼

管，經由豎井內之閘門控制，將水庫底層高濁度之渾水導入後池，以減少

庫區淤積。分成進水工段(包含象鼻引水鋼管段與入口隧道段，長度約 222

公尺)、閘門豎井段(長度約 35.5 公尺)、隧道段(長度約 831 公尺)及出口挑

流段(長度約 284 公尺)。以下分段詳述模型建置。 

1. 進水工段 

進水工段包含象鼻引水鋼管段與入口隧道段，長度約 222 公尺。分

為象鼻引水鋼管段與閘門豎井段。圖 4.1.1 和圖 4.1.2 為大灣坪隧道進水

工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象鼻引水鋼管段為 2@內徑 ψ10 公尺，水平長

度各約 116 公尺，兩鋼管間距為 4 公尺，進水口鋼管中心高程設定為約

標高 195 公尺。圖 4.1.3 大灣坪隧道象鼻引水鋼管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入口隧道段為入口隧道段自上游於高程 EL.220 公尺之平台銜接象鼻引

水鋼管，以 37.318%之設計坡度於 62 公尺長範圍內，隧道底部高程從

EL.220.0公尺降低至EL.205.0公尺，兩條水路以4.0公尺寬中隔墩分開，

而為降低直立式閘門與弧型閘門受力，並配合閘門形狀，於 15 公尺長

範圍內先由10公尺圓形隧道漸擴為W×H=10公尺×10公尺之方形隧道，

後再以 29.1 公尺長之範圍，將 W×H=10 公尺×10 公尺之方形隧道漸變為

W×H=6 公尺×10 公尺之方形隧道，其後即銜接閘門豎井段，入口隧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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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長約 106.1 公尺。圖 4.1.4 大灣坪隧道入口隧道段計算模型幾何外

型。 

 

圖 4.1.1 大灣坪隧道進水工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側視圖 

 

圖 4.1.2 大灣坪隧道進水工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俯視圖 

 

圖 4.1.3 大灣坪隧道象鼻引水鋼管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4 大灣坪隧道入口隧道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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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閘門豎井段 

閘門豎井段長 35.5 公尺，分為兩條水路，每條水路各安裝一道直立

式閘門及弧型閘門。圖 4.1.5 大灣坪隧道閘門豎井段俯視圖及計算模型

幾何外型。豎井段為距離入口隧道段洞口約 106 公尺處設置一總深度為

104 公尺之豎井，深度 0~39.8 公尺(EL.319~279.2 公尺)為內徑 9 公尺之

圓形斷面，開挖面積約 92 平方公尺，深度 39.8~74.5 公尺(EL.279.2~244.5

公尺)為內徑 19 公尺之圓形斷面，開挖面積約 340 平方公尺，深度

74.5~104 公尺(EL.244.5~EL.215 公尺)部份為 20 公尺(W)×35 公尺(L)之

矩形斷面，開挖面積約 802.24 平方公尺，作為弧型閘門閘室。圖 4.1.6

大灣坪隧道閘門豎井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5 大灣坪隧道閘門豎井段俯視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6 大灣坪隧道閘門豎井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3. 隧道段 

大灣坪隧道段設計流速高達 22.3 公尺/秒，採內徑尺寸為 13 公尺三

心圓設計，同時因應不同流況，採用不同形狀設計，總長度約 831 公尺。

本隧道設計流速高達 22.3 公尺/秒，採內徑尺寸為 13 公尺三心圓設計，

同時因應不同流況，採用不同形狀設計，總長度約 831 公尺。隧道段大

致可分為六段。圖 4.1.7 大灣坪隧道隧道段斷面工程設計圖及計算模型

幾何外型，圖 4.1.8 大灣坪隧道隧道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 Sta.0k+000~Sta.0k+040：起自弧型閘門下游，因兩道水路須匯流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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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故於此段之中隔牆厚度將由 4 公尺漸縮至 1 公尺，隧道斷面為

W×H=13 公尺×13 公尺之方形隧道，坡度設計為 6%。  

• Sta.0k+040~Sta.0k+060：於 20 公尺長之範圍內，隧道斷面由W×H=13 

公尺×13 公尺漸變為內徑 13 公尺之三心圓隧道，坡度仍維持 6% 

• Sta.0k+060~Sta.0k+120：此段距離內仍維持坡度 6%，斷面為內徑 13 

公尺之三心圓。  

• Sta.0k+120~Sta.0k+130：隧道坡度採 4%設計，斷面尺寸不變  

• Sta.0k+130~Sta.0k+821.03：隧道坡度採 2.155%設計，斷面尺寸維持

不變。  

• Sta.0k+821.03~Sta.0k+831.03：由於防淤隧道為三心圓隧道，為銜接

矩形之尾水渠道，防淤隧道在出洞口前先以 10 公尺之長度由內徑 13 

公尺之三心圓隧道漸變至 W×H=13 公尺×13 公尺之方形隧道。  

 

圖 4.1.7 大灣坪隧道隧道段斷面工程設計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8 大灣坪隧道隧道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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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口挑流段 

出水挑流段包含尾水渠道及挑流工，主要功能在降低水流流速，以

避免對後池既有設施造成損害，總長度約 284 公尺。尾水渠道開挖深度

約介於 5~20 公尺，施工將採用明挖工法，開挖坡比採用 1(V)：0.5(H)

之斜坡。挑流工頂部高程 EL.142 公尺，底部高程約 EL.127 公尺，高 15

公尺 。 

• Sta.0k+831.03~Sta.0k+841.03：為尾水渠道陡槽段銜接隧道段出口，

以 10 公尺長之距離，將 W×H=13 公尺×13 公尺之隧道，漸變為

W×H=11 公尺×10 公尺之明渠。 

• Sta.0k+841.03~Sta.0k+980.86：為尾水渠道陡槽段，長度 139.83公尺，

坡度 13.848%，渠底高程由 EL.178.89 ~EL.157.96 公尺。其中明渠段

長度為 75.93 公尺，尺寸 W×H=11×10 公尺。通過環湖路設計為暗

渠段， 長度為 63.90 公尺， 尺寸 W×H=11×10 公尺，頂版與底板

厚度分別為 1.5 公尺及 1.8 公尺。 

• Sta.0k+980.86~Sta.1k+074.45：屬尾水渠道陡槽銜接挑流工段，長度

93.59 公尺，其中陡槽段長 65.39 公尺，坡度 44.286%，渠底高程由

EL.157.96 ~EL.129.0 公尺，尺寸 W×H=11×10 公尺。水平段長 28.20 

公尺，為降低後池之沖刷能量，由渠寬 11 公尺以擴散角 7.82°漸擴至

18.74 公尺，尺寸 W×H=11.0~15.6×10 公尺，頂版與底板厚度分別為

1.5 公尺及 1.8 公尺；本渠段包含明渠段與暗渠段。其中明渠段長度

為 57.86 公尺；通過專 3 道路段設計為暗渠段，長度為 35.73 公尺。  

• Sta.1k+074.45~Sta.1k+115.95：屬挑流工段，總長為 41.50 公尺，挑

流工起點渠底高程 EL.129.00 公尺，為降低後池之沖刷能量，由渠

寬 18.74 公尺以擴散角 7.82°漸擴至 30 公尺，以減小其單寬流量再

挑流進入後池。  

尾水渠道陡槽段後以 10.26 公尺長、半徑 R=30 公尺、角度 20.00°

之弧度銜接挑流工，再由水平夾角 20°、長 31.24 公尺之戽斗挑流至後

池。 戽斗鼻坎高程設定為 EL.142.0 公尺，高於後池常水位高程 EL.137.0 

公尺，雖較後池最高水位 EL.143.6 公尺低，惟防淤操作時並不會造成

影響。圖 4.1.9 為大灣坪隧道出水挑流段俯視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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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為大灣坪隧道出水挑流段側視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大灣坪

工程相關數據表列如表 4.1.1 所示。 

 

 

圖 4.1.9 大灣坪隧道出水挑流段俯視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10 大灣坪隧道出水挑流段側視圖及計算模型幾何外型 

 

 

 

 

圖 4.1.11 大灣坪隧道出水挑流段計算模型幾何外型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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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大灣坪工程數據表 

區段 工程項目 工程內容(高程、數量及尺寸) 

象鼻引水鋼

管 
象鼻引水鋼管 

1. 2@內徑10 公尺。 

2. 水平長度115.65 公尺(總長度123.06 公

尺)。 

3. 斜坡段進水口中心高程EL.195 公尺。4.水

平段中心高程EL.225公尺。 

入口隧道段 
混凝土襯砌隧

道 

1. L1=62 公尺，S=37.318%，內徑10 公尺，

底部高程EL.220 公尺→EL.205公尺。 

2. L2=15公尺，內徑10公尺→W×H=10公尺

×10公尺。 

3. L3=29.1公尺，W×H=10公尺×10公尺

→W×H=6公尺×10公尺。 

閘門豎井段 

豎井 

1. H1=0~39.8公尺，高程EL.319~EL.279.2公

尺，內徑9公尺。 

2. H2=39.8~74.5公尺，高程EL.279.2~EL.244.5 

公尺，內徑19公尺。 

3. H3=74.5~104公尺，高程EL.244.5~EL.215 

公尺，W×L=20公尺×35公尺。 

閘門 
1. 直立式閘門：2@W×H=6 公尺×9.3 公尺。 

2. 弧型閘門：2@W×H=6 公尺×8.3 公尺。 

隧道段 
混凝土襯砌隧

道 

1. L1=40公尺，S=6%，W×H=13公尺×13公尺。 

2. L2=20公尺，S=6%，W×H=13公尺×13公尺

→內徑13 公尺。 

3. L3=60公尺，S=6%，內徑13公尺。 

4. L4=10公尺，S=4%，內徑13公尺。 

5. L5=691.03公尺，S=2.155%，內徑13公尺。 

6. L6=10公尺，S=2.155%，內徑13公尺

→W×H=13公尺×13公尺。 

出口挑流段 

尾水渠道 

1. L1=10 公尺，W×H=13公尺×13公尺

→W×H=11公尺×10公尺。 

2. L2=139.83公尺，W×H=11公尺×10公尺， 

S=13.848%。 

3. L3=65.39公尺，W×H=11 公尺×10公尺， 

S=44.286%。 

4. L4=28.20公尺，W×H=11.0~15.6公尺×10公

尺，水平段。 

挑流工 
1. 1 座，鼻坎高程EL.142 公尺，出口寬度30 

公尺，單寬流量53.3秒立方公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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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灣坪隧道計算網格建置 

本計畫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計算係以 ICEM-CFD 進行網格建置工

具。網格種類以四面體、五面體及六面體之混合網格為主。將建立完成之

大灣坪隧道模型幾何外型進行網格建置，由於須探討大灣坪隧道通洪能力，

故將隧道上游放置一個進水頭池模擬水庫，並且在下游挑流工後端，放置

模擬後池之蓄水空間。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網格型態有很多種，最常用網格種類是六面體、五

面體及四面體。六面體網格在計算時最為準確，但是在複雜形狀時，製作

網格時間過於費時。四面體網格製作非常容易，但是需要網格尺寸小時，

計算精度才會準確，但相對網格數就會增加，計算時間也會跟著增加。故

在工程應用上，必須在計算精度和製作網格時間找到一平衡點，在下節網

格解析度評析中，會討論如何決定用何種網格進行計算。圖 4.1.12 為大灣

坪隧道流場模擬頭池計算網格圖，由於頭池內象鼻鋼管附近空間相當複雜，

故在此區網格使用混合網格，包括六面體、五面體及四面體等網格組成。

大灣坪隧道因為需要高精度計算，故整個隧道皆用六面體結構性網格製作。

圖 4.1.13 為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進水工段計算網格圖，圖 4.1.14 大灣坪隧

道流場模擬隧道段計算網格圖，圖 4.1.15 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出口挑流工

段計算網格圖。 

 

圖 4.1.12 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頭池計算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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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3 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進水工段計算網格圖 

 

圖 4.1.14 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隧道段計算網格圖 

 

圖 4.1.15 大灣坪隧道流場模擬出口挑流工段計算網格圖 

 

(三)大灣坪隧道網格解析度評析 

大灣坪隧道網格製作完成後進行數值計算，由於隧道整段流量通洪分

析為兩相流動，兩相流體為水和空氣，水在隧道進口段之前為滿管流，閘

門之後為明渠流，故必須要使用兩相流做模擬。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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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條件如下:(可參考圖 4.1.16)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kg/立方公尺）和水（密

度為 997 kg/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 考慮水面高程 240 公尺 。 

5. 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大氣壓 。 

6. 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大氣壓。 

7. 隧道左右出口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大氣壓。 

 

圖 4.1.16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邊界條件示意圖 

 

從圖 4.1.17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網格數隧道段網格剖面圖可

以看出網格數和網格種類不同，經過數值計算後，結果如表 4.1.2 所示。網

格數在非結構性混合網格約 300萬個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1,620秒立方公尺。

網格數在非結構性混合網格約 600 萬個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1,708 秒立方公

尺，網格數在非結構性混合網格約 1,000 萬個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1,759 秒

立方公尺。此結果表示網格為非結構網格時，網格數量在網格數 600 萬個

時，計算結果已趨於穩定。但如果建立結構性六面體網格，卻只要在網格

數為 120 萬時就與非結構性混合網格約 600 萬個時結果相同。比照 1/100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回歸式計算庫區水位高 240 公尺時，流量為 1799 秒立方

公尺，與本計畫網格數為120萬結構網格時計算出來流量1759秒立方公尺，

相差 2.3％左右，相差相當小。故本計畫採用結構性六面體網格計算三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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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模擬。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網格評析案例計算結果如圖 4.1.18 到圖

4.1.22 所示。圖 4.1.18 為計算案例自由液面分布圖，4.1.19 為閘門段自由液

面分布圖及剖面圖，圖 4.1.20 為明渠段自由液面分布圖，圖 4.1.21 為出口

挑流工段自由液面分布剖面圖及圖 4.1.22 為出口挑流工段自由液面分布

圖。 

 

圖 4.1.17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網格數隧道段網格剖面圖 

 

表 4.1.2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各網格數之計算結果 

網格數及網格種類 
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300 萬 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max. size=2 m, min. size=1 公尺） 
1,620 

600 萬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公尺 ax. size=1 m, min. size=0.5 m） 
1,708 

1000 萬非結構性混合網格 

（網格: max. size=2 m, min. size=1 公尺） 
1,759 

120 萬六面體結構性網格 

（網格: max. size=1 m, min. size=0.3 公尺） 
1,759 

 

圖 4.1.18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自由液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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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9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閘門段自由液面分布圖及剖面圖 

紅色為水（體積分率為 1），藍色為空氣（體積分率為 1） 

 

 

圖 4.1.20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明渠段自由液面分布圖 

 

圖 4.1.21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出口挑流工段自由液面分布剖面圖 

紅色為水（體積分率為 1），藍色為空氣（體積分率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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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2 大灣坪隧道網格評析出口挑流工段自由液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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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校準及驗證 

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網格校核好之後進行數值計算，隧道通洪分析與

1/100 水工模型試驗比對。由於隧道整段流量通洪分析為兩相流動，兩相流體為

水和空氣，水在隧道進口段之前為滿管流，閘門之後為明渠流，故必須要使用

兩相流做模擬。 

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值條件如下 : (可參考圖 4.1.16)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kg/立方公尺）和水（密

度為 997 kg/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 庫區水位高程為 242.6 公尺與 250.6 公尺。 

5. 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atm。 

6. 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atm 。 

7. 隧道左右出口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atm。 

表 4.2.1 為大灣坪隧道通洪驗證計算案例所用參數，經過驗證校準，得到下

列表中模式。經過模擬計算，表 4.2.2 為三維數值模擬結果驗證結果，在水位高

242.6 公尺模擬計算流量與設計流量相差 15%，在水位高 250.5 公尺模擬計算流

量與設計流量相差 7.4%左右。 

表 4.2.1 紊流 k-ε 模式參數值列表 

紊流模式 空氣邊界條件 入口邊界 流場模式 

k-ε opening mass flow rate 兩相流(Mixture Model ) 

 

表 4.2.2 三維數值模擬結果驗證 

水庫水位 

(公尺) 

閘門開度 設計流量 

（秒立方公尺） 

模擬流量 

（秒立方公尺） 

242.6 全開 1,600 1,840 

250.6 全開 1,800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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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分析結果 

(一)通洪能力分析 

根據「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初稿)」，大灣

坪隧道之設計流量採 1,600 秒立方公尺。考量維持石門水庫高水位以確保不

浪費水資源，大灣坪防淤隧道之操作建議以 EL.240 公尺作為最低操作水位。

當水庫水位於 EL.240.00 公尺時，為使壓力管路全線可維持正壓，弧型閘

門未全開操作，此時最大流量為 1,413 秒立方公尺；當水位達 EL.242.97 公

尺以上，弧型閘門可全開，此時防淤操作之流量可達 1,610 秒立方公尺，壓

力管路全線亦可維持正壓。本計畫配合水工模型試驗成果，利用數值模擬

方式選取不同水庫水位間距來建立大灣坪隧道之水位-流量率定關係，提供

後續工程規劃之參考。 

參考表 4.3.1之水庫水位，針對大灣坪隧道進行三維數值模擬通洪分析，

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值條件如下:(可參考圖 4.1.16)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kg/立方公尺）和水

（密度為 997 kg/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 水面高程參考表 4.3.1 為三維數值模擬水位條件表。 

5. 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atm。 

6. 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壓力為 1 atm 。 

7. 隧道左右出口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atm。 

表 4.3.1 三維數值模擬水位條件表 

水庫水位

(公尺)  

閘門開度  設計流量  

240  

242.6  

245  

250.6   

未全開 

全開  

全開 

全開 

(1) EL.242.60 公尺， 設計流量

1,600 秒立方公尺  

(2) EL.250.50 公尺，設計流量

1,800 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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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為三維數模擬通洪分析出口流量，水位高 242.6 公尺模擬計算

流量與設計流量相差 15%，在水位高 250.5 公尺模擬計算流量與設計流量相

差 7.4%左右。但與水工試驗做比較，在水位高 242.6 公尺模擬計算流量接

近。圖 4.3.1 為大灣坪隧道各水位高案例之出口流量結果與水工試驗結果比

較圖，紅色為模擬計算結果，綠色為設計流量。模擬結果出口流量皆在設

計流量與水工試驗結果之間，較接近水工試驗結果。庫區水位高 242.6 公尺

隧道出水口流量幾乎就在 1/100 模型實驗結果範圍裡。 

表 4.3.2 三維數模擬通洪分析流量出口表 

水位高 出口流量（秒立方公尺） 

240 公尺 1759 

242.6 公尺 1840 

245 公尺 1935 

250.6 公尺 2070 

 

 

圖 4.3.1 大灣坪隧道各案例之出口流量與水工試驗比較圖 

(二)定量流（穩態分析）流速場分析 

本計畫計算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分析，分析重要位置速度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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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各斷面位置圖所示。計算結果如表 4.3.3-表 4.3.6

所示。表 4.3.3 為庫區水位高程 240 公尺時，各斷面流速、水位及壓力值，

表 4.3.4 為庫區水位高程 242.6 公尺時，各斷面流速、水位及壓力值，表 4.3.5

為庫區水位高程 245 公尺時，各斷面流速、水位及壓力值，表 4.3.6 為庫區

水位高程 250.6 公尺時，各斷面流速、水位及壓力值。大灣坪隧道各水位高

之流速場分布，趨勢大致相同，舉 242.6 公尺與 250.6 公尺為例。以下依照

各部分位置進行討論分析： 

 

 

圖 4.3.2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各斷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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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結果（庫區水位 240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公尺) 

斷面 

平均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隧道內高(公尺) 

斷面 

平均壓力  

(公尺) 

入口 10  12.1 滿管 29.3 

閘室前 230  12.3 滿管 13.4 

閘室後 284  19.5 209.5 / 7.5 4.0 

隧道彎道 426  24.0 198.7 / 6.2 2.8 

隧道中段 869  25.5 187.5 / 5.8 2.7 

隧道出口 1082  25.2 186.2 / 6.2 1.7 

挑流工入口 1340  39.0 130.2 / 2.5 1.8 

挑流工出口 1372  34.8 142.5 / 1.3 0.7 

 

 

表 4.3.4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結果（庫區水位 242.6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公尺) 

斷面 

平均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 

隧道內高(公尺) 

斷面 

平均壓力  

(公尺) 

入口 10  12.7 滿管 30.5 

閘室前 230  12.9 滿管 14.4 

閘室後 284  20.3 209.6 / 7.6 4.0 

隧道彎道 426  24.3 198.8 / 6.3 3.0 

隧道中段 869  26.1 187.8 / 6.1 2.9 

隧道出口 1,082  25.6 186.3 / 6.3 1.7 

挑流工入口 1,340  39.3 130.5 / 2.8 2.0 

挑流工出口 1,372 35.2 142.5 / 1.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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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結果（庫區水位 245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公尺) 

斷面 

平均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 

隧道內高(公尺) 

斷面 

平均壓力  

(公尺) 

入口 10  13.3 滿管 31.5 

閘室前 230  13.4 滿管 15.3 

閘室後 284  21.0 209.6 / 7.6 4.0 

隧道彎道 426  25.1 199.0 / 6.5 2.1 

隧道中段 869 26.6 188.2 / 6.5 3.1 

隧道出口 1,082  26.2 186.6 / 6.6 1.8 

挑流工入口 1,340  39.7 130.8 / 3.1 2.1 

挑流工出口 1,372  35.6 142.6 / 1.4 0.8 

 

 

表 4.3.6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結果（庫區水位 250.6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公尺) 

斷面 

平均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 

隧道內高(公尺) 

斷面 

平均壓力  

(公尺) 

入口 10  14.2 滿管 33.2 

閘室前 230  14.3 滿管 17.2 

閘室後 284  22.3 209.7 / 7.7 4.1 

隧道彎道 426 25.9 199.3 / 6.8 -0.5 

隧道中段 869  27.1 188.0 / 6.3 2.0 

隧道出口 1,082 27.0 186.9 / 6.9 1.9 

挑流工入口 1,340 40.1 131.0 / 3.3 2.3 

挑流工出口 1,372 36.2 142.7 / 1.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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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鼻引水管段 

圖 4.3.3 及圖 4.3.4 分別為大灣坪隧道水位高 242.6 與 250.6 公尺，象鼻

鋼管引水段速度與向量分布圖。本計畫設計一個頭池作為控制水庫水位，

圖中藍色代表速度為 0，頭池水位控制是利用右側入口給水（水流方向為進

入螢幕方向），頭池尺寸夠大，只有在象鼻鋼管入口附近有水流速度，象鼻

鋼管上部速度加快。水庫水位越高速度越快。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入

口斷面平均速度為 12.7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高程為 30.5 公尺。庫區水位

在 250.6 公尺時，入口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14.2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

為 33.2 公尺，此區段水流皆為壓力流（滿管流）。 

 

 

圖 4.3.3 大灣坪隧道象鼻鋼管引水段速度與向量分布圖（242.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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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大灣坪隧道象鼻鋼管引水段速度與向量分布圖（250.6 公尺） 

2. 進水口段 

閘門前進水口段也還是滿管流狀態，圖 4.3.5 及 4.3.6 分別為大灣坪隧

道水位高 242.6 與 250.6 公尺，進水口及閘門豎井段右隧道及左隧道之速度

剖面圖。進入閘門前，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閘門前斷面平均速度為

12.9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高程為 14.4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

閘門前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14.3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17.2 公尺。 

 

圖 4.3.5 大灣坪隧道進水口及閘門豎井段速度分布圖（242.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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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大灣坪隧道進水口及閘門豎井段速度分布圖（250.6 公尺） 

3. 豎井閘門段 

豎井閘門段速度分析圖如圖 4.3.5 及 4.3.6 所示。水流進入閘門段處時，

因束縮影響速度加快，水流速度達到約 20 公尺/秒左右，左右兩個隧道分布

都大致相同，豎井上方進行排氣，故速度都為 0。水流在閘門前都是壓力流

（滿管流），經過閘門後形成明渠流，自由液面（水面）就會產生。庫區水

位在 242.6 公尺時，閘門後斷面平均速度為 20.3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高

程為 4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閘門後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22.3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4.1 公尺。 

4. 隧道段 

水流經過閘門後，在隧道段裡都是明渠流，綠色面為自由液面（水面），

此自由液面為體積函數為 0.5 狀況下繪製面。圖 4.3.5 及 4.3.6 分別為大灣坪

隧道水位高 242.6 與 250.6 公尺情形下，隧道段速度分布圖。左右兩隧道受

到外側束縮影響，隧道內外側水位高程較高，平均速度為 24.3 公尺/秒。往

下游方向來看，隧道彎道處受到離心力影響，左側水流有抬高現象，水位

高愈高，水位抬高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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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大灣坪隧道段速度分布圖（242.6 公尺） 

 

圖 4.3.8 大灣坪隧道段速度分布圖（25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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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隧道彎道斷面平均速度為 20.3 公尺/秒，斷

面平均壓力高程為 4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隧道彎道斷面平均速

度增加為為 22.3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4.1 公尺，最高速度有達到 27.16

公尺/秒左右。 

圖 4.3.9 及圖 4.3.10 分別為大灣坪隧道水位高 242.6 及 250.6 公尺情形

下，隧道中段速度分布圖。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隧道中段斷面平均速

度為 26.1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高程為 2.9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

時，隧道中段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27.1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2.0 公

尺，最高速度有達到 28.5 公尺/秒左右。從閘門後、隧道彎道到隧道中段之

間區域，都維持明渠流狀態，壓力變化非常小。 

 

圖 4.3.9 大灣坪隧道中段速度分布圖（242.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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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大灣坪隧道中段速度分布圖（250.6 公尺） 

5. 隧道出口段 

大灣坪隧道從隧道出口出來後是接明渠水道，此區域幾何外型為圓型

轉方型水道，故兩側水流會沿著隧道壁高起來，這個現象可以從圖 4.3.11

及 4.3.12 中自由液面分布可以看出。圖 4.3.11 及 4.3.12 分別為庫區水位高

242.6 與 250.6 公尺情形下，大灣坪隧道出口及出水工段速度分布圖。隧道

出口斷面圖可以看出，在經過隧道彎道水流在隧道裡擺盪，直到隧道出口

前還再擺盪。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隧道出口段斷面平均速度為 25.6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高程為 1.7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隧道出

口段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27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1.9 公尺，最高速

度達到 28.4 公尺/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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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大灣坪隧道出口及出水工段速度分布圖（242.6 公尺） 

 

圖 4.3.12 大灣坪隧道中段速度分布圖（25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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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水段 

進入挑流工之前是一個陡坡水道，故水流會加速，到達挑流工入口位

置，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挑流工入口平均速度為 39.3 公尺/秒，斷面

平均壓力高程為 2 公尺。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挑流工入口斷面平均速

度增加為為 40.1 公尺/秒，斷面平均壓力為 2.3 公尺，最高速度有達到 42.7 

公尺/秒左右。如圖 4.3.11 及 4.3.12 所示。挑流工出口因為面積擴大，造成

水流速度降低，庫區水位在 242.6 公尺時，挑流工出口斷面平均速度為 35.2 

公尺/秒，庫區水位在 250.6 公尺時，挑流工出口斷面平均速度增加為為 36.2 

公尺/秒。此斷面靠近出口邊界條件，故斷面平均壓力趨近於 0。 

不同庫區水位高會產生不同速度場分布，本計畫比較個流量閘門後自由液

面流斷面速度，圖 4.3.13 為閘門後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圖 4.3.14 為

隧道彎道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圖 4.3.15 為隧道中段各庫區水位高速

度分布比較圖，圖為 4.3.16 隧道出口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圖 4.3.17

及圖 4.3.18 分別為挑流工入口及出口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圖 4.3.13 大灣坪隧道閘門後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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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大灣坪隧道彎道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圖 4.3.15 大灣坪隧道中段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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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6 大灣坪隧道出口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圖 4.3.17 大灣坪隧道挑流工入口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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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8 大灣坪隧道挑流工出口各庫區水位高速度分布比較圖 

三維數值模擬除了可分析各斷面自由液面圖示，也可將個斷面速度平均計

算，圖 4.3.19 為大灣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各斷面平均速度圖。入水口到閘門室

前為象鼻鋼管段，速度沒有太大變化。經過閘門後，水流加速，各個水庫水位

案例都加速約 8 公尺。隧道彎道、隧道中段直到隧道出口這區域，速度並無太

大變化。隧道出口到挑流工入口，因為是陡坡水道，水流加速，最高斷面速度

約 40 公尺/秒。挑流工有消能，降低水流速度功能，降速約為 5 公尺/秒左右。 

 

圖 4.3.19 大灣坪隧道模擬各斷面平均速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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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量流（穩態分析）壓力場分析 

流體流經大灣坪隧道，流體會給於隧道壁一個壓力，可以透過這個壓

力來觀察隧道底部在轉彎處、下坡處承受力量，以下分別就以象鼻引水管

段、進水口段、豎井閘門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及出水段來顯示隧道承

受壓力。大灣坪隧道各水位高之壓力場分布，趨勢大致相同，只舉 242.6 與

250.6公尺為例來觀察。圖4.3.19及4.3.21為庫區水位高為242.6公尺及250.6

公尺時，隧道壁壓力分布圖，圖 4.3.20 及 4.3.22 為庫區水位高為 242.6 及

250.6 公尺時，隧道壁壓力分布圖。表 4.3.7～4.3.10 分別為各庫區水位條件

下，各個位置隧道底部壓力結果表。本計畫取各個剖面位置底部中心點壓

力值做分析。象鼻鋼管入口有較大壓力，鋼管進口處壓力偏大，進口速度

大，水庫水位造成壓力讓流體朝著鋼管進水。閘門後水流為明渠流，隧道

段底部承受 6 到 8 公尺壓力，直到陡坡尾端，承受較大壓力，約為 23 公尺。 

 

 

圖 4.3.20 大灣坪隧道壁壓力分布圖（242.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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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1 大灣坪隧道壁壓力分布圖（250.6 公尺） 

 

表 4.3.7 各個位置之之底部壓力表（庫區水位 240 公尺） 

位置 右隧道壓力(m) 左隧道壓力（m） 

入口 48.15 48.73 

閘室前 17.97 18.34 

閘室後 7.94 7.96 

隧道彎道 6.2 6.2 

隧道中段 5.93 5.93 

隧道出口 4.82 4.82 

挑流工入口 3.77 3.77 

挑流工出口 1.18 1.18 

 

表 4.3.8 各個位置之之底部壓力表（庫區水位 242.6 公尺） 

位置 右隧道壓力(m) 左隧道壓力（m） 

入口 50.89 50.84 

閘室前 19.16 19.2 

閘室後 8.03 8 

隧道彎道 6.51 6.51 

隧道中段 6.15 6.15 

隧道出口 4.91 4.91 

挑流工入口 4.01 4.01 

挑流工出口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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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各個位置之之底部壓力表（庫區水位 245 公尺） 

位置 右隧道壓力(m) 左隧道壓力（m） 

入口 53.24 52.87 

閘室前 20.23 19.93 

閘室後 8.08 8.03 

隧道彎道 5.66 5.66 

隧道中段 6.57 6.57 

隧道出口 5.11 5.11 

挑流工入口 4.41 4.41 

挑流工出口 1.24 1.24 

 

表 4.3.10 各個位置之之底部壓力表（庫區水位 250.6 公尺） 

位置 右隧道壓力(m) 左隧道壓力（m） 

入口 57.8 57.72 

閘室前 21.92 22.01 

閘室後 8.25 8.22 

隧道彎道 3.16 3.16 

隧道中段 5.35 5.35 

隧道出口 5.39 5.39 

挑流工入口 4.84 4.84 

挑流工出口 1.3 1.3 

 

 

圖 4.3.22 大灣坪隧道各斷面壓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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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 

流體流經象鼻鋼管，流體會對鋼管壁產生一個作用力，作用力為動量

方程式之參數計算而來，正負號代表受力方向。因為象鼻鋼管一部分在水

裡，一部分不在水裡，受力不同，故分開討論受力情形。如表 4.3.11 及 4.3.12

為水裡鋼管右隧道及左隧道牆上作用力分布，在 X 方向不管庫區水位高如

何，水流對水裡象鼻鋼管施一個約 24MN 作用力。庫區水位高高低對於 Z

方向作用力有影響，作用力與流動方向相反，水位高越高，作用力越小。

如表 4.3.13 及 4.3.14 為鋼管右隧道及左隧道牆上作用力分布，X 方向也一

樣，不管庫區水位高如何，水流對水裡象鼻鋼管施一個約-11MN 作用力，Z

方向反向力相當大，約為-83MN。此合作用力也可以說是代表固定鋼管所

需承受作用力。 

 

圖 4.3.23 象鼻鋼管模擬幾何外型圖 

表 4.3.11 水裡鋼管右隧道牆上作用力表（MN） 

 240m 242.6m 245m 250.6m 

X 方向 24 24 24 24 
Y 方向 0.95 0.93 0.93 1.11 
Z 方向 -23 -21 -19 -14 

表 4.3.12 水裡鋼管左隧道牆上作用力（MN） 

 240m 242.6m 245m 250.6m 

X 方向 23.7 23.9 24 24.1 
Y 方向 -0.37 -0.52 -0.74 -0.67 
Z 方向 -23.4 -20.8 -18.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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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 鋼管右隧道牆上作用力表（MN） 

 240m 242.6m 245m 250.6m 

X 方向 -11.1 -11 -11 -10.9 
Y 方向 0.09 -0.005 -0.0007 -0.006 
Z 方向 -82.9 -82.9 -83 -83 

 

表 4.3.14 鋼管左隧道牆上作用力表（MN） 

 240m 242.6m 245m 250.6m 

X 方向 -11.1 -11 -11 -10.9 
Y 方向 -0.003 -0.0007 0.006 0.0006 
Z 方向 -82.9 -82.9 -82.9 -83 

 

四、 防淤泥砂濃度分析 

在完成清水三維數值模擬流場分析之後，接下來要探討是在泥砂濃度 2萬、

5.5 萬 ppm 與 10 萬 ppm 條件下，大灣坪隧道之出水口流量是否會因高含砂濃度

而減少其出流量，並希望建立排砂道出流量與濃度及水庫水位高程關係式，以

作為增設洩洪道泥砂通量計算根據。 

本計畫實際參訪水工試驗操作過程，瞭解在試驗過程中，渾水泥砂濃度衰

減率極小(小於 5％)，泥砂沈降效應並不顯著，因此在三維數值模擬處理上，應

以空氣-渾水二相流來進行處理，其中渾水部分則以水砂之混合密度方式來進行

模擬計算。將數值模擬不同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濃度案例，以迴歸建立渾

水流量關係式，作為後續排砂量分析使用。 

先將渾水濃度轉換為體積百分比，並利用體積分率計算得渾水均勻混合密

度，混合密度可用下列公式計算： 

 

(4-1) 

經計算，在渾水濃度為 2 萬 ppm 時，渾水混合密度為 1012.6 kg/立方公尺；在

渾水濃度為 5.5 萬 ppm 時，渾水混合密度為 1034.2 kg/立方公尺；在渾水濃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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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萬 ppm 時，渾水混合密度為 1062.3 公斤/立方公尺。 

接下來，本研究將利用水規所提供之 5.5 萬 ppm 試驗量測結果來進行模式模

擬驗證；而完成驗證後，將數值模擬不同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濃度案例，

以迴歸建立渾水流量關係式，作為後續排砂量分析使用。圖 4.4.1 為大灣坪隧道

出水口與水庫水位高程及含砂濃度之關係 

針對不同庫區水位高程及渾水濃度條件，進行一系列之案例設計與數值模

擬(如表 4.4.1 所示)。而由表中可知，茲將表中案例資料拿來作迴歸分析，以獲

得排砂道渾水流量關係式如下： 

CzfQ 000456.01.12   (4-2) 

其中 Q 為流量(秒立方公尺)；zf 為水庫水位高程(m)；C 為渾水濃度(ppm)。上式

R-square=98.3%，可提供足夠精度做後續排砂量分析使用。 

本研究根據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建立了排砂道渾水流量計算公式，而

實際總排砂重量計算則等於流量乘上泥砂濃度再乘上時間間距累加，因此其計

算公式表示如下： 





n

i

ii tCQM
1

1010

1
 (4-3) 

其中M 為排砂道總排砂重量(萬噸)； iQ 為該時間間距平均流量(秒立方公尺)，可

由(3-2)式計算； iC 為該時間間距平均濃度(ppm)，可由監測資料獲得； t 為時間

間距(sec)，在本研究中採用 3600t  sec； n為總演算時距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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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1 大灣坪隧道出水口與水庫水位高程及含砂濃度之關係 

表 4.4.1 大灣坪隧道不同水位高程與不同含砂濃度條件下出水口流量表 

（秒立方公尺） 

案例（水位高） 清水 2 萬 ppm 5.5 萬 ppm 10 萬 ppm 

240m 1759  1754  1746  1711  

242.6m 1840  1835  1826  1790  

245m 1935  1929  1921  1883  

250.6m 2070  2064  205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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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暫態流場分析 

水庫水體經大灣坪隧道排入後池為一隨著時間變動過程，本研究利用隨著

時間變動暫態計算，檢討開啟閘門後，每段設施流況及挑流流場對後池護岸影

響。後池上游邊界條件設定固定流量，假設進入後池流量約為4000秒立方公尺，

流場模擬時間約20分鐘，庫區水位高245.8公尺，其他條件與上述大灣坪穩態流

場模擬一致。模擬範圍示意圖如圖4.5.1所示。  

 

圖4.5.1大灣坪暫態模擬範圍示意圖 

模擬結果顯示大灣坪入流到後池，會衝擊到後池對岸，圖4.5.2為計算時間 

20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自由液面圖，為了觀察大灣坪進入後池後流場變化，

圖4.5.3-圖4.5.6為大灣坪排入後池速度向量圖。 

 

圖4.5.2  20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自由液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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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8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速度向量圖 

 

 

 

 

圖4.5.4 20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速度向量圖 

 

 

 

 

 

 



 
4-40 

 

 

圖4.5.5 25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速度向量圖 

 

 

 

圖4.5.6 33分鐘後大灣坪排入後池速度向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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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阿姆坪隧道流場數值分析 

阿姆坪隧道幾何與網格建置、阿姆坪隧道通洪能力與設計值比對、以及阿姆坪

隧道通洪能力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邊界條件及初始條件評析、三維數值模擬

之參數等詳述於下面各節。 

一、 阿姆坪隧道模擬區域幾何與網格建置 

(一) 阿姆坪隧道及大漢溪河道模型建置 

阿姆坪隧道以運砂及抽兼沖淤通為主，總長度約 4,531 公尺，沖淤設

計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共分為進水口段、隧道段、出水口及沖淤池段，

根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報告所提供資料，圖 5.1.1 為

竣工圖中所提供阿姆坪隧道工程平面布置圖資料，圖 5.1.2 則為阿姆坪隧道

工程整體縱斷面圖，而圖 5.1.3 則為計算範圍內之外型幾何。 

1.進水口段 

根據進水口段平縱斷面資料(如圖 5.1.4 所示)，共設置引水渠道進口

堰及隧道進水口，長度約 156 公尺 。進水口堰採臥箕設計，長 30 公尺，

堰頂約標 245 公尺，底部約標高 236 公尺，設置 5 公尺 (H)×8. 公尺

(W)之孔口，上游標高約 235 公尺，下游標高約 236 公尺，孔口設有

閘門 7 公尺(H)×10 公尺(W)，平時全開。進水口堰側牆標高約 252 公

尺，設有 4 公尺寬操作橋及一座 13.2 公尺(L)×5.公尺 (W)×9 公尺(H)閘

室；隧道進水口為主要之操作系統，採雙道孔口 2@5.50 (H)×7 公尺(W)

設計，孔口上游渠底標 高約 236 公尺，下游標高約 237 公尺，孔口

閘門為 5.50 公尺(H)×7 公尺(W)，隧道進水口側牆標高約 252 公尺，出

孔口後渠底標高約 237 公尺，以 L=80 公尺， S=10%之陡槽銜接隧道

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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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阿姆坪隧道工程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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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阿姆坪隧道工程整體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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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計算範圍外型幾何圖 

 

本研究建構上述進水口段之幾何外型，如圖 5.1.5 所示，圖 5.1.6 為

所示為阿姆坪隧道引水渠進口堰之幾何建置圖(包括側視圖、上視圖以及

正視圖)，其中在進水口段進水口堰、操作橋、閘室以及側牆，是屬於結

構物部分，因此在流場模擬幾何建置需要將其挖除，以使後續網格編製

不會在結構物內產生計算網格，如圖 5.1.7 所示。 

圖 5.1.8 所示為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之幾何建置圖(包括側視圖、上視

圖以及正視圖)，其中在進水口段孔口閘門，平常皆以全開模式，故在流

場模擬區域需要將結構物部分挖除，以使後續網格編製不會在結構物內

產生計算網格，如圖 5.1.9 所示。 

2. 隧道段 

圖 5.1.10 所示為阿姆坪隧道段剖面圖之幾何建置圖，其中在隧道段

混凝土牆以及防水層，是屬於結構物部分，因此在流場模擬幾何建置需

要將其挖除，以使後續網格編製不會在結構物內產生計算網格，如圖

5.1.11 所示。 

3. 出水口段與沖淤池 

圖 5.1.12 所示為阿姆坪出水口段與沖淤池之幾何建置圖，其中在出

水口段與沖淤池混凝土牆，是屬於結構物部分，因此在流場模擬幾何建

置需要將其挖除，以使後續網格編製不會在結構物內產生計算網格，如

圖 5.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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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進水口段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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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進水口段外型幾何圖 

 

圖 5.1.6 阿姆坪隧道引水渠進水口堰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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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進水口堰外型幾何外型圖 

 

圖 5.1.8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幾何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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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隧道進水口外型幾何圖 

 

圖 5.1.10 隧道段剖面圖 

 

圖 5.1.11 隧道外型幾何幾何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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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2 出水口段與沖淤池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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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3 出水口段與沖淤池外型幾何圖 

 

阿姆坪隧道工程最終與大漢溪河道相接，放流至大漢溪 85-90 斷面之間。為

瞭解阿姆坪隧道放流後，大漢溪河道流場流動情形，將阿姆坪隧道三維數值模

擬範圍增加至大漢溪河道。 

大漢溪河道部份，採用民國 100 年量測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DEM)資料，並選擇 85-90 斷面作為計算阿姆坪隧道下游段至河道模擬區

域模型。並配合規劃知大地座標，將阿姆坪隧道與大漢溪相連。如圖 5.1.14 所

示。 

 

圖 5.1.14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 85-90 斷面幾何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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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姆坪隧道計算網格建置 

將建立好阿姆坪隧道模型幾何外型進行網格建置，由於探討阿姆坪隧

道運砂及抽兼沖淤通能力，故將隧道上游放置一個進水頭池流動空間。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網格型態有很多種，最常用網格種類是六面體、五

面體及四面體。六面體網格在計算時最為準確，但是在複雜形狀時，製作

網格時間過於費時。四面體網格製作非常容易，但是需要網格尺寸小時，

計算精度才會準確，網格數就會增加，計算時間也會跟著增加。故在工程

應用上，必須在計算精度和製作網格時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圖 5.1.15 為阿

姆坪隧道流場模擬頭池計算網格圖，為達到增加計算精度與大量減少網格

數目目的，在此區網格使用六面體網格組成，另外在靠近阿姆坪隧道進水

口段網格則做加密處理。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計算網格為六面體與四面體混合網格。阿姆坪隧

道進水口段網格建置如圖 5.1.15 所示。從圖中可看到在阿姆坪隧道引水渠

進口堰，前段較規則外型區域採六面體網格，後面進口堰部分採四面體網

格。在阿姆坪隧道進水口部分則採取六面體網格作為網格建置，如此設計

將可達到增加計算精度與大量減少網格數目目的。阿姆坪隧道段計算網格

皆為六面體網格。如圖 5.1.16 所示。阿姆坪隧道出水口段與沖淤池計算網

格皆為六面體網格。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段與沖淤池網格建置圖如圖 5.1.17 所示。從圖中可

以看到阿姆坪隧道出水口段受限於漏斗狀形狀，為維持計算準度採取較密

六面體網格設計，又為了減少網格，網格密度向沖淤池方向逐漸減少，但

在靠近岸邊部分則加密，在沖淤池網格設計也是採取這樣網格設計，從圖

5.1.17 可以明顯看出靠近岸邊網格較密，如此設計將能夠在計算邊界效應

時，更為準確也可大量減少網格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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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5 阿姆坪隧道頭池與進水口段網格建置圖 

 

圖 5.1.16 阿姆坪隧道段網格建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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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7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段與沖淤池網格建置圖 

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85~90斷面之區段模擬利用 ICEMCFD網格

建構軟體建置三維數值模擬計算所需網格，阿姆坪隧道網格由阿姆坪章節

已說明。大漢溪河道部分，採用與阿姆坪下游沖淤池相接之 86-87 斷面河

道區域，且為了避免動輒上千萬網格，造成冗長計算時間，將阿姆坪隧道

與大漢溪河道全區建立結構性六面體網格。如此建置將可達到增加計算精

度與大量減少網格數目的。大漢溪 86-87 斷面區域六面體網格總數約為 80

萬左右，先前測試四面體網格計算，網格總數約為 250 萬網格左右，網格

數減少超過 3 倍。如用相同計算資源做計算，計算時間可節省 2-3 倍左右，

如圖 5.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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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8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河道之網格圖 

(三) 阿姆坪隧道網格解析度評析 

探討阿姆坪隧道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網格分析，網格製作好後進行數值

計算，由於隧道整段流量通洪分析為兩相流動，兩相流體為水和空氣，水

在隧道進口段之前為滿管流，閘門之後為明渠流，故必須要使用兩相流做

模擬。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值條件如下:(可參考圖 5.1.19)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kg/立方公尺）和水（密

度為 997 kg/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 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5. 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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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池上方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大氣壓。  

7. 採穩態模擬。  

8. 初始條件，水位高 240m 流況。 

9. 網格數為表 5.1.1 所示。 

從阿姆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可以看出網格數和網格種類不同，經

過數值計算後，結果如表 5.1.1 所示。網格數在 383,668 時，出口流量結果

為 238秒立方公尺。網格數在 572,549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218秒立方公尺，

網格數在883,462時，出口流量結果為212秒立方公尺。網格數量在1,283,467

時，出口流量結果為 212 秒立方公尺。網格數在 883,462 時，出口流量計算

結果已趨於穩定。另外抓取隧道段內某一線段速度曲線，如圖 5.1.20 所示，

也可以看到網格數在 883,462 時，速度曲線已經和網格數量在 1,283,467 速

度曲線重疊。 

 

圖 5.1.19 阿姆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邊界條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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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阿姆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各網格數之計算結果 

網格數 
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383,668 

（網格: max. size=2.5, min. size=1.5） 
238 

572,549 

（網格: max. size=1.5, min. size=0.7） 
218 

883,462 

（網格: max. size=1.2, min. size=0.6） 
212 

1,283,467 

（網格: max. size=1, min. size=0.3） 
212 

 

 

 

圖 5.1.20 阿姆坪隧道內速度分布網格評析計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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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校準及驗證 

針對水工模型試驗所提供資料，模擬水工模型在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進

水口孔口閘門全開，各水位高案例之出口流量與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進水口

孔口閘門全開，各水位高案例之出口流量。並進行比對與討論。由於阿姆坪入

口堰設有孔口，因此流量率定可分成 2 個階段。阿姆坪隧道通洪分析計算率定

結果如表 5.2.1 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及表 5.2.2 孔口閘門全閉時之流量率

定所示。 

(一) 孔口閘門全開 

圖 5.2.1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曲線圖，圖中方形紅色為設計流量，

菱形藍色為物模實驗結果，三角形綠色為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圖 5.2.1 顯示，

物模實驗結果與數值模擬結果相接近，但都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55～95 秒

立方公尺左右。 

(二) 孔口閘門全關 

圖 5.2.2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曲線圖，圖中方形紅色為設計流量，

菱形藍色為物模實驗結果，三角形綠色為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圖 5.2.2 顯示，

物模實驗結果與數值模擬結果相接近，但都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23～55 秒

立方公尺左右。           

本計畫在阿姆坪隧道之流量率定，數值模擬結果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相當

一致，但兩者都比原始設計流量還大。當孔口閘門全開時，數值模擬結果流量

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55～79 秒立方公尺；當孔口閘門全關時，則數值模擬結果

流量大於原本設計流量約 15～45 秒立方公尺左右。阿姆坪隧道之流量率定結果，

當入口堰下方孔口閘門全開情形下，流量差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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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 

進水口

閘門 

孔口

閘門 

水位高

(m) 

模擬出口

流量(秒

立方公

尺) 

物模實驗

流量(秒立

方公尺) 

設計出口流

量(秒立方

公尺) 

新設計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開 開 242.1 N/A 209 N/A N/A 

開 開 242.1 N/A 205 N/A N/A 

開 開 242.9 255 N/A 200 N/A 

開 開 243.1 N/A 272 N/A N/A 

開 開 243.1 N/A 267 N/A N/A 

開 開 243.96 N/A N/A 235 N/A 

開 開 244.3 N/A 331 N/A N/A 

開 開 244.3 N/A 327 N/A N/A 

開 開 245 360 N/A 266 614 

開 開 245.3 N/A 362 N/A N/A 

開 開 245.3 N/A 362 N/A N/A 

開 開 245.63 N/A N/A 300 N/A 

開 開 245.8 379 N/A N/A N/A 

開 開 246 N/A 410 N/A N/A 

開 開 246 N/A 401 N/A N/A 

開 開 246.26 N/A N/A 350 N/A 

開 開 246.95 479 N/A 400 N/A 

開 開 247 N/A 499 N/A N/A 

開 開 247 N/A 496 N/A N/A 

開 開 247 N/A 500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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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孔口閘門全閉時之流量率定 

進水口

閘門 

孔口

閘門  

水位

高  

模擬出

口流量 

物模實驗

流量 

設計出口

流量  

開 關 247.4 215  177 200  

開 關 247.7 215  238 250  

開 關 247.7 N/A 243 N/A 

開 關 248.15 N/A N/A 300  

開 關 248.4 N/A 336 N/A 

開 關 248.4 N/A 335 N/A 

開 關 248.49 N/A N/A 350  

開 關 248.9 432  413 400  

開 關  248.9 N/A 419 N/A 

開 關 249.13  N/A N/A 450  

開 關 249.44 N/A N/A 500  

開 關 250.2 645  654 600  

開 關  250.22  N/A 655 N/A 

 

圖 5.2.1 孔口閘門全開時之流量率定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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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孔口閘門全閉時之流量率定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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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設計三維數值分析結果 

(一) 定量流流場分析（穩態分析） 

由於隧道整段流量通洪分析為兩相流動，兩相流體為水和空氣，三維

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值條件如下:(可參考圖 5.1.19)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公斤/立方公尺）和水（密

度為 997 公斤/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紊流模式中使用到常數如

(3-17)式。近邊牆處流場參數如(3-18)~(3-20)式描述。。  

4. 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5. 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6. 後池上方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大氣壓。  

7. 採穩態模擬  

8. 初始條件，視所計算水位高，決定初始條件水位高(如:若計算水位高  

242.9 公尺之流況，則初始計算水位高為 242.9 公尺) ，進水流量設為 300

秒立方公尺。 

針對「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報告所提供資料，阿姆

坪隧道在不同水位下進水口堰閘門和隧道進水口閘門操作模式有所不同。

因此在此描述不同水位下進水口閘門和進水口孔口閘門操作模式，並將阿

姆坪隧道不同水位下與進水口堰閘門、隧道進水口閘門操作條件模擬範例

列成表 5.3.1。 

由於阿姆坪進水口堰與隧道進水口段設有閘門，因此流量率定可分成 2

個階段： 

1. 進水口堰閘門和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 

阿姆坪隧道在水位高為 246.95 以下時，阿姆坪進水口堰閘門為完全

開啟狀態，隧道進水口段閘門為完全開啟狀態。如表 5.3.1 所表示。 

2. 進水口堰閘門關閉和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 

阿姆坪隧道在水位高為 247.4 以上時，阿姆坪進水口堰閘門為完全

關閉狀態，隧道進水口段閘門為完全開啟狀態。如表 5.3.1 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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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不同水位下進水口堰閘門和隧道進水口閘門操作模式 

水位高  進水口堰閘門 隧道進水口閘門 設計出口流量  

242.9m  開 開 200 秒立方公尺  

245m  開 開 N/A 

245.8m  開 開 艾利颱風  

246.95m  開 開 400 秒立方公尺  

247.4m  關 開  200 秒立方公尺  

248.9m 關 開 N/A 

250.22m  關 開  600 秒立方公尺  

阿姆坪模型穩態流速場分析，在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進水口孔口閘

門全開條件下，模擬水位高 242.9m、245m、245.8m(艾利颱風)、246.95m

條件。圖 5.3.1 至圖 5.3.15 分別為水位高 242.9m、245.8m(艾利颱風)、246.95m

條件下，阿姆坪隧道在進水口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以及沖淤渠道段速

度分布與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情況。 

在隧道進水口閘門全開，進水口孔口閘門全關條件下，模擬水位高

247.4m 和 250.22m 條件。圖 5.3.16 至圖 5.3.25 分別為水位高 247.4m 和

250.22m 條件下，阿姆坪隧道在進水口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段以及沖淤渠

道段速度分布與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情況。 

以進水口區域來看，圖 5.3.1 水位高 242.9m 速度分布可以發現水流還

未淹過進水口閘門上方，而在圖 5.3.11 水位高為 246.95m 速度分布可以發

現水流已有流過進水口閘門上方，並且在進水口閘門前產生交波流場，由

圖 5.3.2、5.3.7、5.3.12、5.3.17 及 5.3.22 中可看出隨著入流量越大在進水口

閘門產生交波流場現象越往後延伸。 

在隧道部分，隧道段區域由圖 5.3.3、5.3.8、5.3.13、5.3.18 及 5.3.23 中

可看出隨著入流量越大在隧道段流速越大，也越來越接近隧道頂，但在最

大入流量(水位高 250.22 m)也還未出現隧道滿管現象。在隧道出口段區域由

5.3.4、5.3.9、5.3.14、5.3.19 及 5.3.24 中可看出隨著入流量越大在隧道段流

速越大，也越來越接近隧道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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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沖淤池區域來看，觀察沖淤池水流速度分布，可以發現在沖淤池內

產生交波流場現象（斜水躍），由圖 5.3.5、5.3.10、5.3.15、5.3.20 及 5.3.25

中可看出在沖淤池內產生交波流場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渠道寬度漸

擴影響，造成鄰近兩岸流速會較中間處大，渠道中間處水深與流速相對較

低，且此差異性會隨著入流量由水位高 242.9m 變大為 250.22m 而越明顯，

由圖中可看出兩岸附近流速會較中間處大，當水流從窄縮段較高流速進入

漸擴段接著進入固定寬度段後，斷面水深與流速會漸漸趨於均勻分布，此

水深、流速轉變為均勻分布所需漸變段長度會隨著流量越大而增大。 

表 5.3.2、表 5.3.3、表 5.3.4、表 5.3.5 及表 5.3.6 表為阿姆坪各個水位高

程(242.9 公尺、245.8 公尺、246.95 公尺、247.4 公尺、250.22 公尺)，三維

數值模擬計算結果，各斷面平均流速、水位及平均壓力值。講上述表格繪

製成圖 5.3.27、圖 5.3.28 及圖 5.3.29，由圖 5.3.27 可以看得出來進水口閘門

全開時，水位越高，每個斷面平均流速、平均壓力與水位高度均呈現越高

狀態，而進入進水口閘門關閉後，在水位高為 247.4 公尺，除了在入口有相

同狀態，往後各斷面均呈現最低數字，這與前面表 5.2.1 和表 5.2.2 所計算

出流量率定有相同關係，流量越大，各斷面平均流速會越大，而隨之水位

越高，所產生壓力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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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阿姆坪進水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2.9m） 

 

 

圖 5.3.2 阿姆坪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水位高 24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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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阿姆坪隧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2.9m） 

 

 

圖 5.3.4 阿姆坪隧道出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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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阿姆坪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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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阿姆坪進水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5.8m） 

 

圖 5.3.7 阿姆坪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水位高 24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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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阿姆坪隧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5.8m） 

 

 

圖 5.3.9 阿姆坪隧道出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5.8m） 



 5-29 

 

圖 5.3.10 阿姆坪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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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1 阿姆坪進水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6.95m） 

 

 

 

圖 5.3.12 阿姆坪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水位高 246.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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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3 阿姆坪隧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6.95m） 

 

 

 

圖 5.3.14 阿姆坪隧道出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6.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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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5 阿姆坪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6.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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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6 阿姆坪進水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7.4m） 

 

 

 

圖 5.3.17 阿姆坪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水位高 24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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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8 阿姆坪隧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7.4m） 

 

 

 

圖 5.3.19 阿姆坪隧道出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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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0 阿姆坪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4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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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1 阿姆坪進水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50.22m） 

 

圖 5.3.22 阿姆坪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水位高 250.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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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3 阿姆坪隧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50.22m） 

 

 

 

圖 5.3.24 阿姆坪隧道出口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50.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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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5 阿姆坪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水位高 250.22m） 

 

圖 5.3.26 計算結果之各斷面位置圖 

入口與進水口段

 

進水口段後與隧道入

 

隧道出口與沖淤池入

 

沖淤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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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阿姆坪隧道各斷面計算結果表(水位高程 242.9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  

(公尺) 

剖面平均 

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剖面平均 

壓力 

(公尺) 

入口 0 0.457 242.9 1.8294 

進水口段前  14.5 3.774 滿管 3.3671 

進水口段後  76.1 3.353 239.52 0.7509 

隧道入口  156.2 4.321 230.2 0.3088 

隧道出口 3831.5 6.39 115.5 0.1406 

沖淤池入口 4131.5 0.268 108.06 0.0033 

沖淤池出口 N/A 0.208 106.513 0.0108 

 

表 5.3.3 阿姆坪隧道各斷面計算結果表(水位高程 245.8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  

(公尺) 

剖面平均 

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剖面平均 

壓力 

(公尺) 

入口 0 0.699 245.8 3.0490 

進水口段前  14.5 5.57 滿管 4.7620 

進水口段後  76.1 4.87 241.1 1.2105 

隧道入口  156.2 6.532 232.35 0.6148 

隧道出口 3831.5 7.714 116.778 0.1889 

沖淤池入口 4131.5 0.316 108.15 0.0038 

沖淤池出口 N/A 0.305 106.653 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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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阿姆坪隧道各斷面計算結果表(水位高程 246.95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  

(公尺) 

剖面平均 

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剖面平均 

壓力 

(公尺) 

入口 0 0.9548 246.95 4.0387 

進水口段前  14.5 5.53 滿管 6.4371 

進水口段後  76.1 6.2 242 1.7644 

隧道入口  156.2 8.062 233.297 0.9783 

隧道出口 3831.5 11.82 117.417 0.3073 

沖淤池入口 4131.5 0.497 108.26 0.0049 

沖淤池出口 N/A 0.387 106.78 0.0171 

 

表 5.3.5 阿姆坪隧道各斷面計算結果表(水位高程 247.4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  

(公尺) 

剖面平均 

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剖面平均 

壓力 

(公尺) 

入口 0 0.44 247.4 4.6118 

進水口段前  14.5 2.709 滿管 1.4633 

進水口段後  76.1 3.004 239.5 0.7161 

隧道入口  156.2 3.799 230.03 0.2488 

隧道出口 3831.5 5.628 115.39 0.1220 

沖淤池入口 4131.5 0.236 107.92 0.0031 

沖淤池出口 N/A 0.183 106.15 0.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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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阿姆坪隧道各斷面計算結果表(水位高程 250.22 公尺) 

剖面位置 

距入水口 

距離  

(公尺) 

剖面平均 

速度 

(公尺/秒) 

水位高 

(公尺) 

剖面平均 

壓力 

(公尺) 

入口 0 1.274 250.22 6.7241 

進水口段前  14.5 2.878 滿管 4.6582 

進水口段後  76.1 8.4 242.49 1.9074 

隧道入口  156.2 11 234.512 1.6462 

隧道出口 3831.5 16.317 118.07 0.5061 

沖淤池入口 4131.5 0.687 108.96 0.0062 

沖淤池出口 N/A 0.551 107.96 0.0218 

 

 

圖 5.3.27 各個庫區水位高在各斷面位置平均速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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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8 各個庫區水位高在各斷面位置平均壓力圖 

 

圖 5.3.29 各個庫區水位高在各斷面位置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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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姆坪定量流流場分析（暫態分析） 

阿姆坪模型暫態流速場分析，從水位高 225 公尺開始灌水，在隧道進

水口閘門全開，進水口孔口閘門全開條件下，模擬最終水位高 242.9 公尺條

件下，三維數值模擬分析條件與 3.1 節定量流流場分析之條件相同，只有暫

態模擬需考慮時間項，採用 Timestep 為 0.01 秒，總計算時間為 500 秒。圖

5.3.30 至圖 5.3.33 為不同時間下阿姆坪隧道在進水口段、隧道段、隧道出口

段以及沖淤渠道段速度分布與進水口段自由液面分布情況。 

圖 5.3.30 為在 12 秒時自由液面分布與速度分布，水流慢慢注入進水口

段。圖 5.3.31 為在 25.5 秒時自由液面分布與速度分布，在進水口段速度逐

漸加速。圖 5.3.32 為在 37.5 秒時自由液面分布與速度分布，在進水口段速

度逐漸加速，流場型態逐漸類似穩態時水位為 242.9 公尺流場分布。圖 5.3.33

為在 125 秒時自由液面分布與速度分布，在進水口段速度與自由液面分布

更近似穩態時水位為 242.9 公尺流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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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由液面分布圖 

 

（b）速度分布圖 

圖 5.3.30 阿姆坪隧道在 t=12 秒時計算結果圖（水位高 242.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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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由液面分布圖 

 

（b）速度分布圖 

圖 5.3.31 阿姆坪隧道在 t=25.5 秒時計算結果圖（水位高 242.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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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由液面分布圖 

 

（b）速度分布圖 

圖 5.3.32 阿姆坪隧道在 t=37.5 秒時計算結果圖（水位高 242.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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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由液面分布圖 

 

（b）速度分布圖 

圖 5.3.33 阿姆坪隧道在 t=125 秒時計算結果圖（水位高 242.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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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姆坪隧道流至大漢溪河道之流場分析（暫態分析） 

探討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河道流場現象，網格製置完成後，進

行數值計算，由於整個區段流量分析為兩相流動，兩相流體為水和空氣，

故必須要使用兩相流做模擬。將考慮艾利颱風流量造成庫區水位及大漢溪

水位當作模擬分析邊界條件，如表 5.3.7 所示。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物理數值

條件如下: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 1.273 kg/立方公尺）和水（密

度為 997 kg/立方公尺）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 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流頓流體。 

3. 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 庫區高程表 5.3.7 所示之流量對應水位高程。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區域

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5. 阿姆坪隧道明渠段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6. 阿姆坪隧道左右出口邊界條件設定壓力為 1 大氣壓。 

7. 大漢溪河道上游及下游出口邊界參考表 5.3.7 所示，85 及 90 斷面之水位

高當做壓力邊界條件。 

8. 大漢溪河道上方邊界條件設為 opening, P=1 大氣壓。 

9. 採暫態模擬，則 Timestep 為 0.01 秒，總計算時間為 5000 秒。 

表 5.3.7 阿姆坪隧道下游段至大漢溪河道數值模擬條件表 

 後池堰流量 

（秒立方公尺） 

水庫最高

水位 

（公尺） 

85 斷面水位 

（公尺） 

90 斷面水位 

（公尺） 

艾利颱風 8594 245.8 105.67 1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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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坪隧道工程最終與大漢溪河道相接，放流至大漢溪 85-90 斷面之間。

以艾利颱風為例，水庫最高水位 245.8 公尺，大漢溪 90 斷面水位為 142.52

公尺為大漢溪進口邊界條件，大漢溪 85 斷面水位為 111.08 公尺為大漢溪出

口邊界條件，為了數值計算上準確以及時間縮短，先計算只有大漢溪 85-90

斷面之間，不包含阿姆坪穩態解，由圖 5.3.35 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

面上速度分布圖可以發現流場進入阿姆坪沖淤池後，因設施在河道旁造成

凸字型，流速在那裏有迴流產生，這個現象在圖 5.3.36 大漢溪 85-90 斷面區

域自由液面上向量分布上可以清楚看到。 

接著再利用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穩態解連接阿姆坪設施，並加上

245.8 公尺水位高進行計算，獲得圖 5.3.37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面分布圖。圖 5.3.38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 85-90 斷面

區域自由液面上速度分布圖，由圖可以發現沖淤池進入大漢溪後速度加速，

水進入大漢溪後，向量會被阻擋，形成回流。大漢溪下游段速度也會加速。

圖5.3.39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85-90斷面區域自由液面上向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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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4 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面分布圖 

 

圖 5.3.35 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面上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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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6 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面上向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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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7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河道自由液面分布圖 

 

圖 5.3.38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河道自由液面上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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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9 阿姆坪隧道下游端與大漢溪 85-90 斷面區域自由液面上向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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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入口變更設計三維數值分析結果 

(一) 第一次變更 

為了增大阿姆坪沖淤池出口流量，因此將原設計進水口堰刪除，直接

連接隧道進水口區域，如圖 5.4.1 所示。並擴大孔口閘門寬度，新修正 2 個

孔口閘門尺寸為 5.50 公尺(H)×8.9 公尺(W)，隧道進水口側牆標高約 252 公

尺，出孔口後渠底標高約 237 公尺，以 L=80 公尺， S=10%之陡槽銜接隧

道進口，如 5.4.2 所示。所建置出來幾何外型如圖 5.4.3 所示。圖 5.4.4 為新

型設進水口段網格建置圖。經過模擬結果可以發現在水位達 245 公尺時，

模擬結果已達 614 秒立方公尺，已比原先進水口段所達到出口流量大上許

多。表 5.4.1 為不同水位下新設計流量比較表。 

 

 

圖 5.4.1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新型設計 

 

圖 5.4.2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設計單位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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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新型設計外型幾何 

 

圖 5.4.4 阿姆坪隧道新型設計進水口段網格建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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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不同水位下新設計流量比較表 

水位高 
原設計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設計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新設計出口流量 

（秒立方公尺） 

242.9 公尺 255 200 N/A 

245 公尺 360 N/A 614 

245.8 公尺 379 艾利颱風 N/A 

246.95 公尺 479 400  N/A 

 

(二) 第二次變更 

阿姆坪隧原進口設計是考慮洪水來時，引洪水經隧道至沖淤池，沖刷

砂石，當庫區水位高為 250.22 公尺時，設計流量為 600 秒立方公尺。新改

善進口方案希望能在平常時期水位高時，就能進行清淤作業，也就是說改

善進口設計是為了能在水位高為 242 公尺時，進口流量就能達到 600 秒立

方公尺。新型閘門尺寸為 5.0 公尺(H)×6.5 公尺(W)，對於計算模擬所使用之

網格劃分，如圖 5.4.5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圖所示。 

依石門水庫平時操作水位高程，本案將分別模擬庫區水位高分為

241~245 公尺，每一公尺進行一次數模流量率定。數模流量率定結果分別如

圖 5.4.6 及表 5.4.2 所示。本案數模率定結果與工程顧問公司(巨廷公司)所設

計時採用之損失係數估算率定及網格數不儘相同，故計算結果也有些差距。

由本案計算結果中圖 5.4.7 分別繪製隧道段頗面中心面上當庫區高程分別為

241、242 及 245 公尺時流場之速度分布。由結果中可看出當庫區高程來到

245 公尺時隧道段仍維持明渠流；因隧道段未達滿管流，故總流量率定曲

線呈現較為線性。在損失係數估算率定模式下，結構物對流場之損失採經

驗方式估算，因此率訂出之流量與庫區高程呈現性關係。在本案模擬結果

中發現當高程升高時，入流區域與隧道段之水深較大使流阻變大(即損失增

加)，因此流量會降低，但整體而言率定曲線大致維持線性。 

本次改善方案目標在於希望藉由進水口結構重新設計後，在一般石門

水庫庫區平時水位高操作下，阿姆坪隧道能提供下游沖淤池操作時所需之

流量(600 秒立方公尺)。由本案數模率定結果中當水位高程在 242 公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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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坪防淤隧道所提供之流量已達 598 秒立方公尺，由數模分析結果可歸

納出當前設計將可大幅改善原設計必須在高水位下才能滿足沖淤池之所需

流量，讓沖淤池在平時水位便能做為防淤操作。 

 

圖 5.4.5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圖 

 
圖 5.4.6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流量率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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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圖 5.4.7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不同水位高程下剖面速度圖 

 (a) 241 公尺 (b) 242 公尺 (c) 245 公尺 
 

表5.4.2阿姆坪隧道進水口修正模式流量率定表 

水庫水位 

(公尺) 

損失係數方法估算 

（秒立方公尺） 

巨廷 

（秒立方公尺） 

本案率定 

（秒立方公尺） 

241 547.4 486.0 484.0 

242 600.0 602.0 598.0 

243 649.7 648.0 671.0 

244 696.6 705.0 740.0 

245 741.1 735.0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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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

析檢討 

本計畫建置之數值模式將與水工模型試驗成果進行率定及驗證工作，以確

保模式之可靠度，最終案例分析之結果同樣能提供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因

此水工模型相關資料，包括模型範圍、模型比尺、試驗條件及主要成果等，都

將是本計畫資料蒐集重點。 

一、庫區模擬範圍之幾何與網格建置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復興鄉、新竹縣、

關西鎮之間，水庫總長度為十六．五公里，滿水位面積八平方公里，有效蓄水

量約二億七百萬立方公尺，為一多目標水利工程，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

洪、觀光等效益。主要工程可分為大壩、溢洪道、排洪隧道、電廠、後池及後

池堰、石門大圳及桃園大圳進水口等結構物。本計畫採用民國 99 年量測數值高

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DEM)資料作為本計畫全庫區模擬模型。 

全庫區計算模型為求計算精確性，網格配置於高程方向(z 方向)每 1 公尺布

置一網格點，計算區間為 EL175 公尺至 EL260 公尺，總計算網格數為 10,414,172

網格。為確保資料匯入計算軟體之正確性，本計畫將原始數值高程模型利用後

處理軟體繪製與計算模型比較；原始數值高程模型與計算模型在庫區水位高程

為 240 公尺時，庫區淹水範圍比較如圖 6.1.1 所示。二者淹水涵蓋範圍之誤差除

上游部分外，其餘庫區部分已幾乎接近；因此，可證明數值高程模型匯入之正

確性及計算區域網格之採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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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水位高程 240 淹水涵蓋區域比較：原始數值高程模型(上)，數值模型(下) 

藉由水位高程為 240 公尺時，庫區淹水範圍比較可以驗證庫區內數值高程

模型資料正確性；但因本計畫所採用之數值高程模型資料在量測時僅針對庫區

各斷面資料量測後所得之資料，因此庫區外地區高程資料皆以資料外差方式求

得。圖 6.1.2 為經由轉換後數值高程模型資料等高線圖，繪製區間為 EL147 公尺

至 EL380 公尺間高程間距為 2.5 公尺；由圖中可觀察到在庫區內資料可用性，

但在庫區以外因外差關係資料並非呈現現場實際情況，如此模擬過程中若水為

高程高過於庫區資料有效範圍時，水將會自該缺口蔓延至庫區外導致模擬不正

確。因此，本計畫將以衛星影像精度 30 公尺資料所轉換之數值高程模型資料擷

取庫區外地型資料，與原庫區內資料進行接合作為最終全庫區模擬時所採用之

數值高程模型資料。 

 

圖 6.1.2 99 年庫區數值高程模型等高線圖 

在庫區以外地型數值高程模型本計畫採用衛星資料 30公尺解析度資料作為

庫區外模擬分析地形來源，衛星數值高程模型高程結果如圖 6.1.3 所示。圖中庫

區左右岸與下游大漢溪等地型可清楚看出，此部分將可作為庫區外分析模擬地

形使用。由於原 99 年量測數值高程模型資料與 30 公尺解析度衛星資料皆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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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石門水庫區域衛星數值高程模型高程圖 

整獨立資料，當前並沒有可依使用者需求自行分別定義各資料遇截取之區域後

進行彙整成單筆資料功能軟體。因此，本計畫自行發展可供使用者匯入二筆數

值高程模型資料後依需求編輯後重新匯出數值高程模型資料或 stl 格式之地形資

料程式。原先採用資料編輯方式乃依使用者自行於介面中圈選在 99 年量測數值

高程模型資料域保留庫區範圍後，程式將自動辨別 30 公尺解析度衛星資料後自

動剔除所選擇之保留庫區範圍；最終，再將二筆經編輯後資料彙整成單筆資料

匯出供作為計算模擬使用之地形資料來源。由於庫區邊界多為不規則外型且上

游自 24 斷面開始斷面狹窄，造成人工定義不易而產生誤差。因衛星資料拍攝時

庫區水位高程雖有差異，但此差異不大；而量測數值高程模型資料係以在庫區

左右岸特定樁點位置做斷面量測，此部分資料將涵蓋部分地形資料。因此，本

計畫將利用這部分特點為基礎，改以提供使用者輸入一高程值，利用該高程值

作為門檻分別針對二筆資料進行資料篩選後分別定義出庫區與庫區外地形後進

行匯出。利用此方法將可由程式自動對資料進行庫區外辨別，省去大幅度人工

辨識與圈選作業進而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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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彙整後石門水庫數值高程模型高程圖 

經由本計畫自行發展之程式將 99 年量測數值高程模型資料與 30 公尺解析

度衛星資料彙整後，石門水庫庫區與下游地形資料如圖 6.1.4 所示。圖中是以彙

整輸出 stl 格式之資料以三維方式呈現，本程式除可完整保留庫區模型外，庫區

以外與下游大漢溪地形以 30 公尺解析度衛星資料描述，在接合處也有不錯之效

果。圖中水藍色區間即為本計畫在執行全庫區分析模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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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算模擬條件 

本計畫將全庫區與欲分析之大灣坪防淤隧道及阿姆坪防淤隧道一同模擬計

算，由於阿姆坪防淤隧道預定地靠近 20 斷面，為避免選定之邊界與設定之邊界

條件影響分析結果；因此，本計畫在全庫模擬數模計算區域上游邊界選定於 31

斷面處。全庫區計算區域如圖 6.2.1 紅色虛線方框所圍部分。 

 
圖 6.2.1 全庫區模擬計算區域圖 

 

根據民國 100 年「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

試驗研究-水工模型試驗」報告指出，在模擬鳳凰及辛樂克颱洪事件時，因入庫

濃度歷線較低產生絮團沉降效應，異重流頭部運移速度明顯較現場緩慢，因此

排砂比無法反應現場。而艾利颱洪事件，因入庫含泥濃度超過絮網結構濃度，

可反應異重流運移速度。因此本計畫將採用艾利颱洪事件之水工模型試驗成果

作為全庫區模擬之驗證案例。水工試驗之量測項目包括異重流頭部運移速度、

重要斷面垂直分層濃度剖面與流速剖面、以及各排放口與後池堰之含砂濃度歷

線。以上相關量測數據可供數值模擬結果進行參數檢定與分析之用。 

有關全庫區模擬可分為原型尺寸模擬與模型尺寸模擬。原型尺寸模擬所用

之數值模型尺寸即是現場水庫實際尺寸，而採用之邊界條件，包括流量、水位

與泥砂濃度條件，即是艾利颱風現場實際觀測數據，如表 6.2.1。至於模型尺寸

模擬所用之數值模型尺寸即是水工試驗模型尺寸(模型長度尺度為物理尺度之

1/100，模型時間尺度為物理時間之 1/10)， 相關重要模型比尺之物理量轉換關

係式如下列所示： 

重力相似速度比 =  
10

1
 rr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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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相似糙率比 =  464.0
2/13/2


r

rr
r

V

SH
n  

時間比 =  
10

1
2/1


r

r
r

H

L
T  

流量比 =  000,100/1 rrrr VHLQ  

坡度比 =  1
r

r
r

L

H
S  

福祿數比 =   

濃度比 = 1
r

Sr
r

Q

Q
C  

在模型比尺模擬案例中採用之邊界條件，包括流量、水位與泥砂濃度條件，

則是實際觀測值經過模型比尺換算後之數據，如表 6.2.2。以上兩種數值模型尺

寸之模擬結果將可相互比對，進一步探討原型砂因比尺效應造成之流場現象差

異分析。 

表 6.2.1 石門水庫艾利颱風觀測數據 

日期時間 
水庫進水量 

(秒立方公尺) 

水庫水位 

(公尺) 

泥砂濃度 

ppm(by weight) 

2004/8/24 21:00 4332 243.25 41274.23 

2004/8/24 22:00 5389 243.72 41836.40 

2004/8/24 23:00 6039 244.30 41751.96 

2004/8/25 0:00 6942 244.98 38891.65 

2004/8/25 1:00 7626 245.40 43831.91 

2004/8/25 2:00 8087 245.49 51691.74 

2004/8/25 3:00 8281 245.59 49267.74 

2004/8/25 4:00 8578 245.75 41365.98 

2004/8/25 5:00 8594 245.80 45881.44 

2004/8/25 6:00 8340 245.73 46388.65 

2004/8/25 7:00 8443 245.76 49631.40 

2004/8/25 8:00 7769 245.56 48314.67 

2004/8/25 9:00 7256 245.25 57921.48 

2004/8/25 10:00 6107 244.69 50407.11 

2004/8/25 11:00 4964 244.31 42014.11 

1
rr

r
r

Hg

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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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石門水庫艾利颱風模型試驗數據 

模型時間 
模型流量 

(秒立方公尺) 

模型水位 

(公尺) 

泥砂濃度 

ppm(by weight) 

00:00:00 0.04332  2.43 41274.23 

00:06:00 0.05389  2.44 41836.40 

00:12:00 0.06039  2.44 41751.96 

00:18:00 0.06942  2.45 38891.65 

00:24:00 0.07626  2.45 43831.91 

00:30:00 0.08087  2.45 51691.74 

00:36:00 0.08281  2.46 49267.74 

00:42:00 0.08578  2.46 41365.98 

00:48:00 0.08594  2.46 45881.44 

00:54:00 0.08340  2.46 46388.65 

01:00:00 0.08443  2.46 49631.40 

01:06:00 0.07769  2.46 48314.67 

01:12:00 0.07256  2.45 57921.48 

01:18:00 0.06107  2.45 50407.11 

01:24:00 0.04964  2.44 42014.11 

   

由於全庫區模擬範圍較大，且涵蓋多個水工結構物，因此計算網格為數較

多，如果模擬艾利颱風全洪程歷線會耗費相當多計算資源，且耗費時間也相當

長，並不符合經濟效益。由圖 6.2.2 可看出，歷次颱風尖峰流量大都落在 4,000

秒立方公尺以上，且根據民國 99 年「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開發及應

用研究(2/2)」指出尖峰流量越高時，則颱風期間累積入庫水量與年淤積量相關

性越高，這與主要砂源來自於高流量洪峰期間應該有關。洪峰期間高流量挾帶

大量泥砂進入庫區會產生較劇烈沖淤現象，也是藉由水力排砂達到蓄清排渾防

洪操作期；因此，本研究模擬將考慮在艾利颱風世間中當入庫流量大於 4,000 秒

立方公尺洪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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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2.2  (a)歷次颱風之尖峰流量與(b)艾利颱風入庫流量圖 

 

三、模擬分析結果 

 首先，為驗證所選擇計算模式之可行性，本計畫暫時忽略庫區設施與上游入庫

流量與泥砂含量將依表 6.2.1 與表 6.2.2 所列進行變量模擬。三維數值模擬分析

物理數值條件如下: 

1.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和水交界面即水庫自由液面位置。 

2.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流頓流體。 

3.考慮重力場（gz = -9.81 m/s
2）。 

4.初始水面高程 243.25 公尺。 

5.庫區上方超過水位高程邊界(EL260 公尺)處邊界條件設為開放型邊界條件， 

P = 101,325 N/m
2 
(1 大氣壓)。 



 
6-9 

6.入庫邊界(31 段面處)邊界條件設為變量流條件及濃度條件如表 6.2.1 與表

6.2.2 所示；入庫泥砂粒徑 4~8um。 

模擬所選用流體材料性質與沖刷模式所選用之參數分別如表6.3.1與表6.3.2

所列，相關性質與參數參考[39-42]。 

表 6.3.1 工作流體材料參數彙整表 

工作流體 材料性質 參數值 

水 
密  度 1,000 kg/立方公尺 

黏滯係數 1.03e-3 kg/ms 

空氣 
密  度 1.225 kg/立方公尺 

黏滯係數 1.784e-5 kg/ms 

 

表 6.3.2 沖刷模式模擬選用參數彙整表 

泥砂粒徑

(公尺) 

密度

(kg/立

方公

尺) 

Drag Coef. Entrainment 

Coef. 

Bed Load 

Coef. 

Max. packing 

fraction 

8e-6  2650 0.5 0.018 8 0.64 

 

本計畫在全庫區模擬初始條件設定，係假設全庫區水高為 EL243.25 公尺並

靜止不動，庫區內泥砂濃度為 0 ppm，並以 2004/8/24 21:00 當作初始模擬時間進

行模擬。將針對庫區在艾利颱風事件下，庫區原尺寸模型與水工 1/100 模型在現

場原型砂下留場之差異進行分析比較。 

在庫區原尺寸模型分析時，計算模擬範圍上朔至 31 段面處，高程計算區間

為 EL175公尺至 EL260公尺網格配置於高程方向(z方向)每 1公尺布置一網格點，

總計算網格數為 10,414,172 網格。在水工模型試驗中採用 1/100 模型進行艾利颱

風物理模型試驗，所採用之泥砂為石門水庫現場採集之泥砂。為比較在 1/100 模

型水工試驗採用原型砂是否因泥砂之因次未等比縮小，可能導致泥砂在庫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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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與現場觀測有不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1/100 模型採用原型砂進行模擬，並

比較原型砂在不同尺度下模型傳輸行為之差異，藉此作為物理模型試驗之參考。

1/100 模擬案例中，模型長度尺度為物理尺度之 1/100，模型時間尺度為物理時

間之 1/10)，而採用之邊界條件，包括流量、水位與泥砂濃度條件，則是實際觀

測值經過模型比尺換算後之數據，如表 6.2.2。另外，為求模擬條件之一致性，

所採用之網格分布條件也同時等比例縮小。故，網格在高層方向大小為 1 公分。 

1/100 模型採用原型砂進行模擬，泥砂入庫模擬於水面與庫區底床濃度自初

始模擬時間後每間隔 1 小時繪製泥砂濃度之分布，結果分別如圖 6.3.1 與圖 6.3.2

所示。圖中濃度等值顏色以 60,000 ppm 作為最大值、而 0 ppm 為最小值表現。

颱洪期間高濃度挾砂水流進入水庫後，水中極細顆粒泥砂以沖洗載型態移動，

並與水流混合形成幾近均質流體。當此均質流體受到重力大於慣性力時，自某

個位置以後逐漸沉入庫底。在重力作用下，潛入底部高濃度均質水流繼續以一

定速度，沿水庫底床向下游移動，形成異重流。 

由於入庫邊界假設泥砂為完全混合(fully mixing)，泥砂入庫初期為對流效應

輸送入庫；然而，隨著時間演變重力效應漸漸顯現而產生異重流效應。當時間

到達 2004/8/24 22:00(已轉換回原尺寸模型時間)時，約在 25 至 26 斷面附近表層

水所夾帶泥砂因重力效應而下沉，而下層渾水藉由對流效應往庫區輸送；因此，

可由圖中觀察到底床泥砂輸送高濃度範圍較表層水大，此時在此發生第一次潛

入點。然而，當入庫流量增大將使異重流潛入點位置向下游移動，入庫含砂量

增大則將使異重流在更靠上游處發生。隨著時間繼續發展，因水庫進水量自 5,380

秒立方公尺增大至 8,000 秒立方公尺，潛入點因入庫流量增加往下游移動至 24

斷面處。在該斷面處因庫區斷面突然增加，使得流體通過該斷面後流速下降對

流效應降低；因此，泥砂重力效應明顯大於對流效應因而產生異重流現象。隨

著時間發展，異重流效應更加明顯；在該斷面處會發展成泥砂之潛入點。 

(a) 2004/8/24 22:00 (f) 2004/8/25 03:00 

  

(b) 2004/8/24 23:00 (g) 2004/8/25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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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4/8/25 00:00 (h) 2004/8/25 05:00 

  

(d) 2004/8/25 01:00 (i) 2004/8/25 06:00 

  

(e) 2004/8/25 02:00 (j) 2004/8/25 07:00 

  

 

圖 6.3.1 1/100 模型艾利颱風事件模擬庫區水面泥砂之濃度分布 

當模擬時間至 2004/8/24 23:00 時庫區底床泥砂已達阿姆坪附近，由於該附

近底床高程較其它附近高，導致渾水層分別往下游與 22 斷面及抬升至庫區表層

而阿姆坪岸邊底床泥砂濃度較低。當模擬至 2004/8/25 01:00 時，渾水層傳輸至

大灣坪防淤隧道預定場址處，該防淤隧道利用象鼻管將可有效地將泥砂排放至

後池達到排砂效益。當時間繼續模擬至 2004/8/25 07:00 時，庫區表層水自 19 斷

面後皆保持清水狀態，泥砂皆以異重流方式向大壩傳輸。約在 2004/8/25 03:00

時異重流波前抵達大壩，並於 2004/8/25 05:00 時開始在虛擬大壩處往後池區域

傳輸。整體模擬定性上可清楚觀察泥砂自上游傳輸入庫現象，庫區內異重流發

生；另外，在 24 斷面至 19 段面間可明顯觀察到泥砂發生異重流現象，在定性

上與現場觀測與水工模型試驗中皆有相同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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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4/8/24 22:00 (f) 2004/8/25 03:00 

  

(b) 2004/8/24 23:00 (g) 2004/8/25 04:00 

  

(c) 2004/8/25 00:00 (h) 2004/8/25 05:00 

  

(d) 2004/8/25 01:00 (i) 2004/8/25 06:00 

  

(e) 2004/8/25 02:00 (j) 2004/8/25 07:00 

 

 

 

圖 6.3.2 1/100 模型艾利颱風事件模擬庫區底床泥砂之濃度分布 

在原尺寸模型模擬中，本計畫亦以 2004/8/24 21:00作為計算模擬開始時間，

並以 243.25 公尺作為庫區模擬初始水位，庫區內流體皆為靜止且為清水狀態。

所採用之入庫流量與泥砂濃度邊界條件如表 6.2.1 所列。當模擬時間 2004/8/24 

21:30 時水面及庫區底床上泥砂濃度分布如圖 6.3.3 所示，圖中濃度等值顏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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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ppm 作為最大值、而 0 ppm 為最小值表現。結果中可清楚發現原尺寸模

型模擬在相同時間下，泥砂異重流效應尚不明顯，但在 1/100 尺寸模型所得結果

中卻已發生第一次潛入點，此部分已有有較明顯差異。 

 

(a) 原尺寸模型水面泥砂濃度 

 
(b) 1/100 模型水面泥砂濃度 

 
 

 

 

圖 6.3.3 庫區水面於 2004/8/24 21:30 時不同模型比尺之泥砂濃度分布 

 

 

 

(a) 原尺寸模型水面泥砂濃度 

 
(b) 1/100 模型水面泥砂濃度 

 
 

 

 

圖 6.3.4 庫區水面於 2004/8/24 22:00 時不同模型比尺之泥砂濃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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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石門水庫艾利颱洪模擬斷面 19 在 1/100 模型比尺下數模流速與含砂濃

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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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石門水庫艾利颱洪模擬斷面 19 在 1/100 模型比尺下不同高程處數模含

砂濃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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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石門水庫艾利颱洪模擬斷面 19 在 1:1 模型比尺下數模流速與含砂濃度

分佈圖 

 

圖 6.3.8 石門水庫艾利颱洪模擬斷面 19 在 1:1 模型比尺下不同高程處數模含砂

濃度分佈圖 

當模擬結果至 2004/8/24 22:00 時，原尺寸模型泥砂已傳輸至 24 斷面附近，

在此時因流體進入斷面較大之庫區，使得流體流速降低(對流效應降低)而導致重

利效應變強；因此，此時已開始發生輕微異重流效應。由於在兩模型分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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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砂模型皆為相同，在 1/100 模型中因泥砂未等比例縮小；流體作用在泥砂表面

之阻力會被高估外，泥砂本身所受之重力在不同模型中會有不同。因此，造成

兩模型模擬分析結果會有差異。 

圖 6.3.5~6.3.8 中分別整理 1/100 模型比尺與 1:1 模型下在 19 段面處流速與

含砂濃度分佈圖及該斷面處在不同高程處含砂濃度隨時間之變化。由結果中可

看出，在 1/100 模型比尺下物模式驗採用現場原型砂進行試驗，因砂未做尺度模

型分析縮小導致砂石在模型中阻力與重力皆為高估，導致砂在庫中運移中沉降

較快。 

在數模中模型比尺與現場比尺之結果與水規所於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

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水工模型試驗報告中水工模型進行比

較，水工模型中提供現況試驗、操作阿姆坪防淤設施及操作大灣坪防淤設施下

在艾利颱風事件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從這試驗分析結果中操作大灣坪距離斷面

24 較遠因此該結果應較符合本計畫數模試驗。 

雖然水工模型試驗艾利颱風事件自從 2004/8/24 2:00 試驗至 2004/8/29 2:00

止與本計畫所模擬事件時間不同，主要原因為礙於電腦模擬時間步階(time step)

問題導致計算量龐大而無法負荷。但本計畫在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

尺之差異分析檢討之主要目的在於比較原形砂在相同模擬條件下不同比尺模型

中泥砂運移行為比較檢討；因此，本計畫數模模擬時間與加砂條件都水工模型

試驗不同雖然在定量上驗證比對不具任何意義，但在定性上比較仍可看出在數

模試驗中所得結果趨勢與水工模型大致相符。 

由水工模型試驗在斷面 24 處分別於操作阿姆坪防淤設施方案與操作大灣坪

防淤設施方案下之試驗結果，當時間於 8/25 03:00 及 08:00 之結果含砂濃度分布

愈往庫底含砂濃度愈高，且在庫底時含砂濃度約為 50,000 ppm；反觀數模在模

型比尺模擬結果有相同之趨勢且庫底時含砂濃度約為 50,000 ppm。然而，現場

模型比尺模擬結果中，含砂濃度仍然維持愈往庫底含砂濃度愈高之定性結果不

變，但因分析過程中所採用長度尺度不同造成定量上會有不同之結果。在兩個

不同比尺分析模型中所採用砂模型(含砂之大小、阻力係數等相關參數)皆相同，

自結果中可觀察到在模型比尺中因砂模型未做長度尺度(Length scale)與動力尺

度(Dynamic scale)因次分析而縮小，故砂在入庫中所造成重力效應過強且砂對流

場阻力高估導致對流效應變小最終導致砂沉降速度會高估。因此，由模型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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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觀察到砂沉降較現場比現場比尺模型分析較大，故由此結果可以先歸納

出水工模型試驗在 1/100 模型中採用原型砂作為試驗用砂將高估砂在庫區運移

過程中沉降效應，由本計畫數模結果中在斷面 19 處泥砂在垂直方向運移上誤差

約為 14%。 

此外，由圖 6.3.7 及 6.3.8 石門水庫艾利颱洪模擬斷面 19 在現場比尺及模型

比尺下不同高程處數模含砂濃度分佈圖中整理在不同高程下泥砂隨時間濃度變

化。在定性上分析，無論是模型比尺或是現場比尺模擬結果中階可觀察到愈往

庫底含砂濃度愈高。另外因為在模型比尺模擬中採用原型砂模型，原型砂所採

用之動力模型並未與整體模型同步縮放；因此，造成模擬過程中庫區之對流效

應降低(因砂石動力相似為縮小使阻力高估導致對流效應降低)。故由圖中發現在

相同時間下泥砂對流效應在現場比尺模型中較強，因此，再次驗證原型砂在模

型比尺中所得結果會與現場觀測在定量上有所差異，由此結果中在斷面 19 處泥

砂在水平方向運移上誤差約為 23%。 

由本次數值模型試驗可歸納出： 

 藉由數值模擬方式成功針對泥砂在庫區運移進行模擬分析。 

 考慮泥砂之重力效應成功地模擬異重流現象。 

 在縮小比尺模型中高估重力與動力效應，造成泥砂運移過程中對流效應

變弱及重力效應過強，導致泥砂沉降效應增加。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所得結果造成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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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阿姆坪模型沖淤能力分析 

一、原設計沖淤池水理三維數值分析(無堆砂) 

石門水庫預計於阿姆坪隧道完成後，每年在斷面 16-24 間利用抽泥船抽取約

32 萬立方公尺細顆粒泥砂(無價料)，規劃將此無價料暫置於沖淤池內，於阿姆坪

隧道防淤操作期間，再藉由水流沖刷將細顆粒泥砂帶入大漢溪後匯入大海。整

體而言，本項工作重點在利用數值模式評估堆置於沖淤池內水庫淤泥，是否能

於阿姆坪隧道防淤操作期間，藉由水流沖刷順利排放至大漢溪。 

根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初稿)」(2012)，出水口及沖淤

池段採兩種方案布置，一為閘門及中隔牆型式，如圖 7.1.1 所示；另一為臨時性

土堤，如圖 7.1.2。兩方案均包括隧道段、出口段與沖淤池段，分別說明如下兩

小節：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2012) 

圖 7.1.1 方案一出水口段與沖淤池段平面布置與斷面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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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2012) 

圖 7.1.2 方案二出水口段與沖淤池段平面布置與斷面型態圖 

 

（一）沖淤池方案一(有隔牆)無堆砂水理分析 

出水口段部分，先以長 37 公尺維持寬 8 公尺之渠道後，再以長 70 公

尺漸變至寬 25 公尺，角度 6.92°，全長共 107 公尺。沖淤池段部分，由出

水口末端寬 25 公尺，漸變至 122 公尺，此漸變段長度為 200 公尺；再以

寬 122 公尺順接至沖淤池末端，此順接段長度為 400 公尺；為避免高速

水流流態不均勻分布無法有效沖砂，於沖淤池段設計 1~3 道隔牆，將沖淤

池均分，隔牆寬為 1 公尺。上述幾何條件變化情況可參照圖 7.1.1 所示。 

此案模擬分析條件，上游入流量根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

性規劃」(2002)分析結果，石門水庫不同水位高程所對應阿姆坪隧道出流

量介於 200~600 秒立方公尺。因此，可設定方案一與方案二之入流條件範

圍均介於 200~600 秒立方公尺。 

方案一沖淤池採輪流操作沖砂方式，且每次僅操作一道沖淤池，因此

本計畫先以開啟側邊沖淤池為例，展現沖淤池沖砂時之水理流況。圖 7.1.3

為沖淤池段設計 1 道隔牆，將沖淤池均分，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情況其

對應自由液面、流速與底床壁剪應力模擬結果。就自由液面分布而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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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一邊沖淤池，其餘沖淤池為關閉狀態，水流無法由下游端出口流出，

導致出口端有水位壅升現象，由圖中可看出兩沖淤池越往下游水深有壅高

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開啟一邊沖淤道，其餘沖淤道為關閉狀態，而

使水流係主要在有開啟閘門之沖淤道內流動，其餘沖淤道內流速相對小很

多。另外，因其餘沖淤道為關閉狀態，使出口段水流進入沖淤池後會被推

往左岸，造成閘門開啟沖淤道內流速分布呈現非均勻分布。就底床壁剪應

力(Wall shear)而言，開啟一邊沖淤道，其餘沖淤道為關閉狀態，使壁剪應

力(Wall shear)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較大，剩下沖淤池內壁剪應力(Wall 

shear)相對小很多。 

 

(a) 自由液面分布 

 

(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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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3 方案一（1 道隔牆開一閘門）沖淤池模擬結果圖（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

尺) 

圖 7.1.4 為沖淤池段設計 2 道隔牆，將沖淤池均分，入流量 600 秒立

方公尺情況其對應自由液面、流速與底床壁剪應力模擬結果。就自由液面

分布而言，因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水流無法由

下游端出口流出，導致出口端有水位壅升現象，由圖中可看出兩沖淤池越

往下游水深有加劇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2 個

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水流係主要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動，其餘 2 個

沖淤池內流速相對小很多。另外，因其餘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使出口

段水流進入沖淤池後會被推往左岸，造成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速分布呈現

非均勻分布，左端流速會有大於右端現象。就底床壁剪應力(Wall shear)而

言，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2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壁剪應力(Wall shear)

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較大，其餘 2 個沖淤池內壁剪應力(Wall shear)相對小

很多。 

接著開啟沖淤池中間閘門模擬，圖 7.1.5 即為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情況其對應水深與流速模擬結果。就自由液面分布而言，因開啟中間沖淤

池，其餘側邊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水流無法由下游端出口流出，導致

出口端有水位壅升現象，由圖中可看出側邊兩沖淤池越往下游水深有加劇

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開啟中間沖淤池，其餘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

而使水流係主要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動，其餘 2 個沖淤池內流速相對小

很多。另因其餘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使出口段水流進入沖淤池後會被

推往中間，造成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速分布呈現非均勻分布，中間流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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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於左右兩端現象。就底床壁剪應力(Wall shear)而言，開啟中間沖淤池，

其餘 2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壁剪應力(Wall shear)在閘門開啟中間沖

淤池內較大，其餘 2 個側邊沖淤池內壁剪應力(Wall shear)相對小很多。 

 

(a) 自由液面分布 

 

(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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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4 方案一(2 道隔牆)開啟側邊閘門，沖淤池之自由液面，流速與 Wall shear

分佈圖(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a) 自由液面分布 

 

(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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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5 方案一(2 道隔牆)開啟中邊閘門，沖淤池之自由液面，流速與 Wall shear

分佈圖(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圖 7.1.6 為沖淤池段設計 3 道隔牆，將沖淤池均分，入流量 600 秒立

方公尺情況其對應自由液面、流速與底床壁剪應力模擬結果。就自由液面

分布而言，因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水流無法由

下游端出口流出，導致出口端有水位壅升現象，由圖中可看出兩沖淤池越

往下游水深有加劇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3 個

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水流係主要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動，其餘 3 個

沖淤池內流速相對小很多。另外，因其餘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使出口

段水流進入沖淤池後會被推往左岸，造成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速分布呈現

非均勻分布，左端流速會有大於右端現象。就底床壁剪應力(Wall shear)而

言，開啟側邊沖淤池，其餘 3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壁剪應力(Wall shear)

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較大，其餘 3 個沖淤池內壁剪應力(Wall shear)相對小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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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由液面分布 

 

(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6 方案一(3 道隔牆)開啟側邊閘門，沖淤池之自由液面，流速與 Wall shear

分佈圖(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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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開啟沖淤池中間閘門模擬，圖 7.1.7 即為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情況其對應水深與流速模擬結果。就自由液面分布而言，因開啟中間沖淤

池，其餘側邊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水流無法由下游端出口流出，導致

出口端有水位壅升現象，由圖中可看出側邊兩沖淤池越往下游水深有加劇

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因開啟中間沖淤池，其餘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

而使水流係主要在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動，其餘 3 個沖淤池內流速相對小

很多。另外，因其餘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使出口段水流進入沖淤池後

會被推往中間，造成閘門開啟沖淤池內流速分布呈現非均勻分布，中間流

速會有大於左右兩端現象。就底床壁剪應力(Wall shear)而言，開啟中間沖

淤池，其餘 3 個沖淤池為關閉狀態，而使壁剪應力(Wall shear)在閘門開啟

中間沖淤池內較大，其餘 3 個側邊沖淤池內壁剪應力(Wall shear)相對小很

多。 

 

(a) 自由液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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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7 方案一(3 道隔牆)開啟中邊閘門，沖淤池之自由液面，流速與 Wall shear

分佈圖(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二）沖淤池方案二(無隔牆)無堆砂水理分析 

出水口段部分，寬度固定為 8 公尺，長度為 100 公尺。沖淤池段部

分，公尺。沖淤池段由出水口末端寬 8 公尺，漸變至 120 公尺，長度約 200

公尺，再由寬 120 公尺銜接至大漢溪治理計畫線，以坡度 0.472%順接至出

水口末端 EL.106.00 公尺，長度約 400 公尺，於沖淤池尾端興建臨時土堤，

設計高度為 EL.113 公尺，可滿足堆放淤泥體積至少 32 萬立方公尺，臨時

土堤於沖淤時一併沖放。上述幾何條件變化情況可參照圖 7.1.2 所示。 

方案二沖淤池沒有隔牆設計，因此本計畫以入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和

600 秒立方公尺為例，展現沖淤池沖砂時之水理流況，圖 7.1.8 和圖 7.1.9

即為入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和 600 秒立方公尺情況其對應自由液面、流速

與底床壁剪應力模擬結果。 

以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與 200 秒立方公尺為例，就自由液面分布分

布而言，在沖淤池內產生交波流場（斜水躍），這會影響沖淤池內泥砂運

移能力，由圖中可看出在沖淤池內產生交波流場現象。就流速分布而言，

因渠道寬度漸擴影響，造成鄰近兩岸流速會較中間處大，渠道中間處水深

與流速相對較低，且此差異性會隨著入流量越大而越明顯，由圖中可看出

鄰近兩岸流速會較中間處大現象，當水流離開漸擴段進入固定寬度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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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水深與流速會漸漸趨於均勻分布，惟此水深、流速轉變為均勻分布所

需漸變段長度會隨著流量越大而增大。就底床壁剪應力(Wall shear)而言，

因渠道寬度漸擴影響，鄰近兩岸流速會較中間處大，造成鄰近兩岸底床壁

剪應力會較中間處大，且此差異性會隨著入流量越大而越明顯，由圖中可

看出鄰近兩岸流速會較中間處大現象。 

沖淤池無隔牆穩態分析結果，在沖淤池內產生交波流場（斜水躍），

這會影響沖淤池內泥砂運移能力。沖淤池無隔牆所提供底部剪力強度最大，

代表有較好輸砂能力，但在底床壁剪應力模擬顯示，沖淤池中間可能會有

砂丘出現。 

 

(a) 自由液面分布 

 

(b) 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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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8 方案二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沖淤池水深與流速分佈圖

 
(a) 自由液面分布 

 

(b)自由液面流速(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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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床 Wall shear 

圖 7.1.9 方案二入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淤池水深與流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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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沖淤池變更設計三維數值分析 

為了達到沖淤效果，經過多次沖淤池設計更改，如表 7.2.1 所示。本節就針

對不同沖淤池設計做水理分析。 

表 7.2.1 阿姆坪沖淤池設計方案列表 

  方案 沖淤池種類 沖淤池設計 操作條件 備註 

原設計方案 
方案一 有隔牆 

隔一道牆   
方 

案 

請 

見 

附 

錄 

四 

隔兩道牆 
開側邊 

開中間 

隔三道牆 
開側邊 

開中間 

方案二 無隔牆     

變更設計 

方案三 深槽複式斷面 
有挑流工   

無挑流工   

方案四 三槽案例   

全開 

開中間 

開左側 

(一)沖淤池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無堆砂水理分析 

為了增大阿姆坪沖淤池出口流量，因此將原設計沖淤池修改成一個流

道，直接連接大漢溪，如圖 7.2.1 所示。深槽寬度 20 公尺並在下游閘門製

作挑流工，銜接隧道進口，幾何外型如圖 7.2.2 所示。 

 

圖 7.2.1 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案例新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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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案例幾何外型 

深槽案例為寬度 20 公尺，並在下游閘門製作有挑流工和沒有挑流工進

行比較。可以發現在 600 秒立方公尺下，有挑流工深槽複式設計水位維持

在深槽位置，流況順暢，沖淤池底床坡度比原始設計還陡，流場為超臨界

流，如圖 7.2.3。深槽平均流速為 16 公尺/秒，如表 7.2.1，有利於排砂。但

是兩側高灘區寬度太大，則不利於排砂。而沒有挑流工深槽複式設計水位

維持在深槽位置，流況順暢，兩側高灘區亦不利排砂，平均速度在 15.6~14.7 

公尺/秒，如圖 7.2.4 與表 7.2.2 所示。 

 

圖 7.2.3 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案例計算結果(有挑流工) 

各斷面速度 
藍色為

水面速度

軸線（紅線）速

 進入沖淤

池漸變段

流速約

坡度 1% 

坡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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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案例沿程計算結果表(有挑流工) 

距入口距離 

(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X=3,955 18.05 599.83 3.550 9.36 

X=4,025 17.63 599.80 2.501 13.60 

X=4,090 17.14 599.92 2.000 17.50 

X=4,255 16.40 599.94 1.829 20.00 

X=4,505 16.26 599.75 1.844 20.00 

 

 

 

圖 7.2.4 沖淤池深槽複式新型設計流場情形(沒有挑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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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案例沿程計算結果表(沒有挑流工) 

距入口距離 

(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X=3,955 21.5  599.5  0.9  31.6  

X=4,025 19.1 595.5(344)  0.9  20.00  

X=4,090 17.8  594.0 (441)  1.24  20.00  

X=4,255 15.3  600.0 1.96  20.00  

X=4,505 14.7  598.0  2.03  20.00  

 (二)沖淤池方案四三槽無堆砂水理分析 

為了達到沖淤效果，再修訂沖淤池設計，改為 3 個流道，並設置 3 個

閘門。單槽寬度 15 公尺，總寬度 45 公尺，分別以閘門全開、閘門開中間、

閘門開左側方式開啟。如圖 7.2.5 所示。單槽寬度 15 公尺，總寬度 45 公尺，

分別以閘門全開、閘門開中間、閘門開左側方式開啟。所建置出來幾何外

型如圖 7.2.6 所示。 

 

圖 7.2.5 阿姆坪隧道沖淤池三槽型式新型設計圖 

 

圖 7.2.6 阿姆坪隧道沖淤池三槽型式新型設計幾何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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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設計中，沖淤池入口漸擴段靠近壁面流場產生分離，有迴流現象，

且斷面寬度 120 公尺，流速減慢，造成水躍及交波現象。而新三槽型式設

計沖淤池入口漸擴段角度適當，靠近壁面流場沒有產生分離現象，如圖 7.2.7

到 7.2.9 所示。而分隔牆設計，也可以達到減緩交波現象。由圖 7.2.7 與表

7.2.3 可以發現閘門全開時，隔牆前流場受到擾動，流速由 17.45 公尺/秒降

至約 12.4 公尺/秒，而由圖 7.2.8、圖 7.2.4 與表 7.2.9、表 7.2.6 可以發現無

論閘門開中間或是閘門開左側，平均流速皆低於閘門全開案例。從表 7.2.7

各案例出水口比較表及表 7.2.8 各案例沖淤池直線段內流速比較表可以看出，

三槽案例設計構想為藉由下游不同位置閘門操作，利用束水攻砂原理，增

加沖淤池內流速，但模擬結果顯示，開中間和左邊閘門案例，並沒有束水

效果。閘門全開案例，流場比其他案例來得平順。 

 

 

 

圖 7.2.7 沖淤池三槽型式案例計算結果（閘門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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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4 三槽型式案例沿程計算結果表(閘門全開) 

距入口距離 

(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X=3,955 17.45 599.86 2.466 13.94 

X=4,025 17.10 599.45 1.086 32.28 

X=4,090 10.10 583.88 1.230 45.00 

X=4,255 14.00 599.43 0.911 45.00 

X=4,505 12.48 599.75 1.023 45.00 

 

 

圖 7.2.8 沖淤池三槽型式案例計算結果（閘門開中間） 

 

 

 

 

各斷面速藍色為

流量

溢出

 

水面速度

分布  

軸線（紅線）速

坡度 1% 

坡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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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三槽型式案例沿程計算結果表(閘門開中間) 

距入口距離 

(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X=3,955m 17.45  599.86  2.466  13.94  

X=4,025m 17.10  599.45  1.086  32.28  

X=4,090m 10.10  583.88 1.230  45.00  

X=4,255m 14.00  599.43 0.911  45.00  

X=4,505m 12.48 599.75 1.023  45.00  

 

 

 
圖 7.2.9 沖淤池三槽型式案例計算結果（閘門開左側） 

 

 

 

 

  

各斷面速度 

藍色為水 

水面速度

分布  

軸線（紅線）速度

坡度 1% 

坡度 4% 



 7-21 

 

表 7.2.6 三槽型式案例沿程沿程計算結果表(閘門開左側) 

距入口距離 

(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X=3,955m 16.42  599.70  2.62  13.94  

X=4,025m 17.08  599.86  1.09  32.28  

X=4,090m 2.29  579.04 5.38  47.00  

X=4,255m 8.12  599.92 4.92  15.00  

X=4,505m 9.56  599.08 4.17  15.00  

 

從表 7.2.7 各案例出水口比較表及表 7.2.8 各案例沖淤池直線段內流速比較

表可以看出，120公尺寬沖淤池內平均流速較低，而方案三及方案四閘門全開時，

渠道流速皆在12公尺/秒以上，具有較佳排砂條件。方案四開中間和左邊閘門時，

因超臨界流為上游控制，並沒有束水效果。 

 

表 7.2.7 各案例出水口比較表（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案例： 
平均流速 

(公尺/秒) 

平均流量 

(秒立方公尺) 

平均水深 

(公尺) 

渠寬 

(公尺) 

方案一：120 公尺寬沖

淤池(無隔牆) 
7.69  599.82  0.65  120.00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挑流工) 
14.6 599.43  2.05 20.00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無挑流工) 
15.2  598.00  1.97  20.00  

方案四：三槽(閘門全

開) 
13.03  599.54  0.98  45.00  

方案四：三槽 (閘門開

中間) 
13.42  599.19 2.97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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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8 各案例沖淤池直線段內流速比較表（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 
平均流速 

(公尺/秒) 
流況說明 

方案一：120 公尺寬沖淤池

(無隔牆) 
5.70 →4.62  沖淤池為亞臨界流，不利排砂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有挑流工) 
14.14→ 14.26  

水位維持在深槽位置，流況順

暢，但兩側高灘區不利排砂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 

(無挑流工) 
15.60→ 14.70  

水位維持在深槽位置，流況順

暢，但兩側高灘區不利排砂。 

方案四：三槽(閘門全開) 14.00 → 12.48  
隔牆前流場受到擾動，流速降

至約 12.4 公尺/秒  

方案四：三槽(閘門開中間) 10.38 → 11.98  
此案例平均流速低於閘門全

開案例 

方案四：三槽(閘門開左側) 8.12 → 9.56 
此案例平均流速低於閘門全

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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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姆坪隧道下游端沖淤能力分析 

(一)背景條件與工作重點說明 

石門水庫預計於阿姆坪隧道完成後，每年在斷面 16-24 間利用抽泥船抽

取約 32 萬立方公尺細顆粒泥砂(無價料)，未來規劃將此無價料暫置於阿姆坪

隧道下游端沖淤池內，於阿姆坪隧道防淤操作期間，再藉由水流沖刷將細顆

粒泥砂帶入大漢溪後匯入大海。整體而言，針對堆置於沖淤池內水庫淤泥是

否能被水流沖刷帶起並排放至大漢溪問題，本計畫預計採用數值模式(數模)

進行動床模擬分析，另外水規所則利用物理模型試驗(物模)進行評估，因此

兩者(數模與物模)之間如何搭配，以盡可能發揮各自研究效益，是此部分工

作需先說明關鍵背景條件。 

整體而言，數模與物模雖各有其優點與限制存在，但物模還是較能還原

成現場實際情況；數模若未經參數檢定程序，模擬結果較會受到參數不確定

困擾，尤其在動床條件下。因此，在不同方案沖淤池之沖淤能力評估上，建

議還是以模型試驗為主，利用試驗數據作為主要評估依據；數值模式則是作

為輔助評估機制，即當設計方案還未進行模型試驗前，可先利用數值模式進

行模擬分析，初步釐清設計方案排砂成效。 

本計畫民國 101 年底開始執行時，水利署已提出沖淤池兩個規劃方案，

包含方案一為具中隔牆型式，如圖 7.1.1 所示；方案二為不具中隔牆型式，

如圖 7.1.2。因當時沖淤池構想還僅於規劃階段，尚未開始進行模型試驗，故

本計畫即先利用數值模式進行模擬分析，初步評估兩規劃案沖砂成效。待後

來模型試驗完成後，本計畫再利用試驗數據進行當初模擬成果比較分析，檢

核當初模擬結果合理性。 

另外還有一個具有主深槽與側向沖淤渠道型式方案，在此稱為方案三。

此方案為為試驗單位主動規劃設計，並隨後配合進行模型試驗，在已有模型

試驗數據情況下，本案不再以數值模式進行模擬評估。 

後規劃單位再提出沖淤池方案四修正案，方案四與方案一相似，為具中

隔牆型式，惟渠道寬度較小、坡度較陡，如圖 7.3.1。當前為止，物模還未針

對此方案進行相關試驗工作，因此本計畫採用數值模式進行模擬輔助評估。 

整體而言，數值模式共針對方案一、二及四進行模擬評估，並會利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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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二模型試驗數據進行比對分析。在模擬參數設定上，因堆置泥砂主要

為凝聚性沉滓，造成堆置泥砂會隨著堆置時間越久會壓密越緊實，越來越不

易被沖刷帶起，因此在模擬上關鍵參數係為與堆置泥砂壓密有關兩個重要參

數，包括泥砂能否被沖刷帶起臨界沖刷剪應力，與能被沖走多少泥砂量沖刷

係數(相關理論基礎請參閱下述模式概述章節)。決定此此兩個參數試驗相當

複雜，不易簡易得到，因此當前並無相關試驗資料可供參考，故在模擬設定

上將會先採用文獻中建議經驗值，再與模型試驗資料進行比對分析，評估模

擬結果合理性。最後，則會進行兩個關鍵參數敏感度測試，釐清參數不確定

性對沖砂成效影響程度，提供未來現場泥砂堆置策略與後續不同方案數值模

擬參考。 

 

 
圖 7.3.1 方案三出水口段與沖淤池段平面布置與斷面型態圖 

 

(二)採用數值模式概述 

本計畫採用國立交通大學楊錦釧教授與工業技術研究院謝德勇博士所

發展二維動床模式(RESED2D 模式)，作為本計畫沖淤池動床模擬分析工具。

該模式為研究團隊累積多年研究成果，當前為止該模式共發表約 10 篇 SCI

論文，初步可確認模式模擬可靠度；該模式也落實於眾多現地應用計畫(包括

淡水河與景美溪水理分析、頭前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東埔

蚋溪、太麻里溪等河道動床分析、阿公店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庫水庫泥

砂運移模擬等)，進一步檢定模式在現地模擬實用性。茲將該模式詳細介紹置

於附錄三所示，於本文中僅將模式做概要說明。RESED2D 模式模擬功能示

意如表 7.3.1 所示，茲將模擬重點功能說明如下： 

1. 模式採用曲線座標系統控制方程式，對於不規則變化之幾何形狀可沿著邊

界建立計算格點，可簡化複雜邊界之處理，使模式可便利地應用至現場不

規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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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維度為水深平均二維模式，模擬結果能具體反映水深及水平兩方向流

速在平面空間上之變化情形。 

3. 水理子模式具有非定常流(unsteady flow)、回流流場、彎道(bend flow)等之

模擬能力，使模式可適切反映渠道幾何變遷與水庫蓄水效應對入庫水流影

響。 

4. 輸砂子模式可模擬凝聚性與非凝聚性沉滓運移，並將懸浮載與河床載分離

演算，並考量兩者間之交換機制，使模式可適切模擬河道底床高程之沖淤

變化與水體含砂濃度變化。其他模擬功能包括非均勻沉滓模擬、床質篩選

與甲護現象、以及床質固結變化(consolidation)。 

 

表 7.3.1 RESED2D 二維模式模擬功能說明 

幾何條件 直渠道 ＊ 彎道 ＊ 

斷面型態 規則渠道 ＊ 不規則渠道 ＊ 

邊界處理 側出流 ＊ 側入流 ＊ 

水理流況 超臨界流 ＊ 亞臨界流 ＊ 

泥砂運移型態 懸浮載 ＊ 底床載 ＊ 

沉滓類別 
非黏性泥砂 ＊ 黏性泥砂 ＊ 

均勻沉滓 ＊ 非均勻沉滓 ＊ 

床質特性 床質篩選甲護 ＊ 床質固結 ＊ 

 

底床壓密參數為沖淤池沖刷模擬重要模擬參數，因此特別說明此參數設定

方式。當前石門水庫相關研究中並無現地土樣試驗資料可供參考，因此本計畫

預計採用文獻中反映底床壓密經驗公式，進行模式底床壓密參數設定。 

RESED2D 模式凝聚性沉滓沖刷機制可表示為 

   for                    (7-1) 

                      (7-2) 

式中， 為沖刷係數； 為臨界沖刷流速； 為淤泥沉積濃度。 

參考 Tession(1991)研究成果， 為壓密時間函數，可以下式推估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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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               (7-5) 

Tession(1991)亦指出臨界沖刷剪應力 亦為 之函數，可表示為 

；              (7-6) 

；              (7-7) 

因此，根據水庫淤泥堆置於沖淤池時間，即可利用上述經驗公式推估底床

壓密兩個關鍵參數，沖刷係數 與臨界沖刷流速 。 

(三)原設計沖淤池之模擬評估 

1. 模擬條件概述 

(1) 幾何條件：兩方案均包括出口段與沖淤池段，分別說明如下： 

(a) 方案一： 

出水口段部分，先以長 37 公尺維持寬 8 公尺之渠道後，再以長

70 公尺漸變至寬 25 公尺，角度 6.92°，全長共 107 公尺。沖淤池

段部分，由出水口末端寬 25 公尺，漸變至 122 公尺，此漸變段長

度為 200 公尺；再以寬 122 公尺順接至沖淤池末端，此順接段長度

為 400 公尺；為避免高速水流流態不均勻分布無法有效沖砂，於沖

淤池段設計 2 道隔牆，將沖淤池均分為三等份，隔牆寬為 1 公尺，

由左岸至右岸分別為 No.1、No.2 與 No.3 沖淤池。上述幾何條件變

化情況可參照圖 7.1.1 所示。 

(b) 方案二： 

出水口段部分，寬度固定為 8 公尺，長度為 100 公尺。沖淤池

段部分，公尺。沖淤池段由出水口末端寬 8 公尺，漸變至 120 公尺，

長度約 200 公尺，再由寬 120 公尺銜接至大漢溪治理計畫線，以坡

度 0.472 %順接至出水口末端 EL.106.00 公尺，長度約 400 公尺，於

3' 0.55( )
1000

sC
M 

10( ) 200 70log ( )sC t t  1t day   t in days

cu sC

)/(240 lgCs 
175.15102.3 sc Cu 

)/(240 lgCs 
35.281006.5 sc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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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淤池尾端興建臨時土堤，設計高度為 EL.113 公尺，可滿足堆放淤

泥體積至少 32 萬立方公尺，臨時土堤於沖淤時一併沖放。上述幾何

條件變化情況可參照圖 7.1.2 所示。 

(2) 底床高程： 

在底床高程部分，在此先說明未鋪砂情況下初始底床條件如下： 

(a) 方案一 

出水口段前端(出隧道口處)高程為 115 公尺，往下游 67 公尺處

高程為 113.08 公尺，再順接至出水口段末端高程 108.2 公尺。沖淤

池段則以前端高程 108.2 公尺，以坡度 0.367 %順接至沖淤池末端高

程 106 公尺。 

(b) 方案二 

出水口段前端(出隧道口處)高程為 115 公尺，以坡度 6.25 %順接

至出水口末端高程 108.75 公尺。沖淤池前端漸擴段，底床高程由

108.75 公尺順接至高程 107.888 公尺，再以 0.472 %坡度順接至沖淤

池末端高程 106 公尺。 

(3) 底床糙度係數：參考「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2012)一

維水理分析結果，底床糙度係數設定為曼寧 n=0.02。 

(4) 上游入流量：根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2002)分析

結果，石門水庫不同水位高程所對應阿姆坪隧道出流量介於 200~600 秒

立方公尺。因此，在模擬結果檢核時，分別採用 600、500、400、300、

200 秒立方公尺入流量進行分析。另外，根據工作會議決議，設定兩方

案沖砂模擬均採用兩種入流條件，分別為 200 秒立方公尺與 600 秒立方

公尺。 

(5) 下游出流邊界條件 

(a) 方案一 

方案一中 3 個沖淤池末端均設有閘門，當沖砂時 3 道沖淤池分別

輪流操作，亦即每次僅操作一道沖淤池以取得沖淤池較大之流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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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沖砂。因此，未操作二道沖淤池下游設定為封閉邊界，操作沖砂沖

淤池下游邊界則利用閘門出流公式，計算不同流量下所對應水位條

件，其中流量 600、500、400、300、200 秒立方公尺所對應水位條件

分別為 113、112.31、111.57、110.78 與 109.88 公尺。 

(b) 方案二 

因數值模式無法模擬土堤沖毀過程，因此方案二在模擬時係假設

下游邊界處土堤已沖毀情況。即下游邊界可設定為自由出流邊界型

態，模擬時採用 Newman 邊界型態。 

茲將各方案水理與動床邊界條件、數值模擬參數彙整如表 7.3.2 所示。 

2. 模擬結果合理性檢核 

本計畫在進行方案一、二模擬時，因還沒有模型試驗資料可供檢定，

再加上缺乏現場土樣試驗條件，使模擬參數設定會存在比較大不確定性。

因此，本計畫先以方案二為例，進行幾個假定案例模擬，檢核模擬結果合

理性，以提高後續分析結果可信度。 

石門水庫預計將每年抽取約 32 萬立方公尺細顆粒泥砂(凝聚性沉滓)暫

置於沖淤池內，再藉由水流沖刷入大漢溪中。本計畫首先估算方案二情境

下，沖淤池在不同堆置淤砂面高程所對訂堆砂體積如表 7.3.2 所示，當淤砂

面高程與隧道出口段末端初始底床高程相同時，即淤砂面高程為 108.75 公

尺時約僅能堆置 9.45 萬立方公尺淤砂，沖淤池末端對應堆砂厚度為 2.75 公

尺；如欲堆滿規劃 32 萬立方公尺泥砂，淤砂面高程須為 112.46 公尺，但

在此高程下代表隧道出口段 100 公尺長度中，約有 60 公尺被淤砂蓋住，且

沖淤池末端對應堆砂厚度為 6.46 公尺。 

在模擬結果檢核部分，本計畫先模擬方案二定床案例，再利用淤砂面

高程為 108.75 公尺案例來測試模擬結果合理性。 

表 7.3.2 沖淤池不同淤砂面高程對應之堆砂體積彙整表 

堆置淤砂面高

程(公尺)  

隧道出口段末端

堆砂厚度(公尺)  

沖淤池末端堆

砂厚度(公尺)  

堆置泥砂體積

(萬公尺 3
)  

108.75  0 2.75 9.45 

109.83 1.08 3.83 16.01 

112.46  3.71  6.46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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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床水理分析 

以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與 200 秒立方公尺為例，以圖示方式展示方案

二之水深與流速在沖淤池內分布情況，如圖 7.3.2 與 7.3.3 所示。由圖中可看

出在出口段因斷面寬度較窄，在整個模擬區域內水深與流速均為最大區段；

水由出水口段進入沖淤池時，因渠道漸寬影響，造成渠道中間處水深與流速

相對較低，鄰近兩岸水深與流速相對較大；當水流離開漸擴段進入固定寬度

段後，斷面水深與流速會漸漸趨於均勻分布，惟此水深、流速轉變為均勻分

布所需漸變段長度會隨著流量越大而增大。 

表 7.3.3 展示出口段與沖淤池段在不同流量下(200~600 秒立方公尺)，不

同控制斷面水深與流速模擬結果，其中縱斷面 A 處為出水口段中點處，縱斷

面 B 為沖淤池漸擴段終點處(亦為與下游固定寬度交界面)，縱斷面 C 位於沖

淤池固定寬度段中間斷面處，橫斷面 J2 為斷面中心處，橫斷面 J1、J3 分別

為 J2 與左、右岸壁中心處。由表中可看出在斷面 A 處為出水口段中點處，

因此處斷面寬度固定，因此斷面水深與流速為均勻分布；斷面 B 為沖淤池漸

擴段終點處，亦為與下游固定寬度交界面，因渠道寬度漸擴影響，造成兩岸

流速會較中間處大，且此差異性會隨著入流量越大而越明顯；斷面 C 位於沖

淤池固定寬度段中間斷面處，前述渠寬漸擴對流場影響逐漸變小，可看出此

處水深與流速漸趨於均勻分布，惟隨著入流量越大，還是可稍看出渠寬漸擴

影響。 

另外，以渠道中心線來看，由圖 7.3.2、7.3.3 與表 7.3.4 中亦可看出流速、

水深模擬結果在渠道左、右兩側呈現模擬數值對稱合理模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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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流速 

圖 7.3.2 方案二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沖淤池水深與流速分佈圖 

 

 
(a)水深 

 
(b)流速 

圖 7.3.3 方案二入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淤池水深與流速分佈圖 

 

表 7.3.3 方案二各控制斷面水理參數彙整表 

入流量 

(秒立方

公尺) 

橫斷面位

置 

斷面 A 斷面 B 斷面 C 

水深

(m) 

流速

(m/s) 

水深

(m) 

流速

(m/s) 

水深

(m) 

流速

(m/s) 

Q=600 

J1 4.67 16.08 1.59 3.39 1.75 2.92 

J2 4.67 16.08 1.57 2.22 1.75 2.76 

J3 4.67 16.08 1.59 3.39 1.75 2.92 

Q=500 

J1 4.17 15.01 1.49 2.98 1.58 2.69 

J2 4.17 15.01 1.46 2.08 1.58 2.60 

J3 4.17 15.01 1.49 2.98 1.58 2.69 

Q=400 
J1 3.63 13.79 1.33 2.69 1.39 2.41 

J2 3.63 13.79 1.31 2.08 1.39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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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3.63 13.79 1.33 2.69 1.39 2.41 

Q=300 

J1 3.23 11.68 1.14 2.35 1.19 2.11 

J2 3.23 11.68 1.13 2.01 1.19 2.10 

J3 3.23 11.68 1.14 2.35 1.19 2.11 

Q=200 

J1 2.64 9.51 0.96 1.88 0.96 1.74 

J2 2.64 9.51 0.95 1.71 0.96 1.74 

J3 2.64 9.51 0.96 1.88 0.96 1.74 

 

整體而言，從前述水理模擬結果中可看出當前模式模擬結果堪稱合理，完

成沖淤池水理模擬檢核工作。 

 

(2) 不同沖刷時間下之底床變化分析 

以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為例，圖 7.3.4 展示不同沖刷時間所對應底床

變化。在沖刷時間為 1 hr 時，沖刷區域主要位於沖淤池漸擴段內，最大沖刷

深度約為 0.5 公尺。隨著沖刷時間增加，沖刷區域會擴展至漸擴段下游面。

在陡坡、緩坡交界與渠道漸擴效應下，在漸擴段下游面流速分布會呈現兩岸

較大，中間較小情況，造成近兩岸處沖刷深度會大於渠道中間處。因此，隨

著沖刷時間增加，在渠道中間處會存在因沖刷深度相對較小而形成砂洲型態，

且此砂洲面積會隨著沖刷時間愈久而漸漸變小。 

 

 

(a) 1 hr 

 

(b) 6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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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2 hr 

 

(d) 18 hr 

 

(e) 24 hr 

圖 7.3.4 方案二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不同沖刷時間之底床變化圖 

 

(3) 底床不同壓密程度下之沖淤分析 

以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為例，設定沖刷時間為 24 小時條件下，圖 7.3.5

展示底床不同壓密時間所對應沖刷深度比較結果。整體而言，不同底床壓密

時間在 24 小時沖刷時間後均展現在渠道中間處會有砂洲存在底床形態，惟

隨著底床壓密時間越久，砂洲長度或面積均會有越大情況，代表隨著底床壓

密時間越久，堆置淤砂越不容易被沖刷，整體情況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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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個月 

 

(b) 三個月 

 

(c) 六個月 

 

(d) 十二個月 

圖 7.3.5 方案二入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底床不同壓密時間之沖刷深度比較圖 

 

(4) 隧道不同出流量下之沖淤分析 

設定堆置泥砂壓密時間為 6 個月，沖刷時間為 24 小時條件下，圖 7.3.6

展示隧道不同出流量所對應沖刷深度比較結果。由圖中可看出整體床形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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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均是相似，在渠道中間處還是會有砂洲存在情況，但隨著入流量越大，

沖刷潛能越大，砂洲長度或面積均會展示越小合理情況。 

 

(a) 200 秒立方公尺 

 

(b) 300 秒立方公尺 

 

(c) 400 秒立方公尺 

 

(d) 500 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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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600 秒立方公尺 

圖 7.3.6 方案二不同入流量之沖刷深度比較圖 

 

整體而言，在陡坡、緩坡交界與渠道漸擴效應下，兩岸流速會大於渠道中

間處，造成渠道中間處會存在因沖刷深度相對較小而形成砂洲型態。隨著沖刷

時間增加、淤泥堆置時間越短或隧道出流量越大，模擬結果均顯示砂洲長度與

面積均會隨之變小合理結果，定性完成動床模擬結果檢核工作。 

 

3. 方案一、二沖砂成效分析 

(1) 模擬條件概述 

彙整方案一、方案二模擬條件如下： 

(a) 幾何條件：方案一為 2 個隔牆，方案二為無隔牆。 

(b) 鋪砂條件：採用三種舖砂條件，分別為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約堆

置泥砂 9.45 萬立方公尺；淤積面高程 109.83 公尺，約堆置泥砂 16.01

萬立方公尺；淤砂面高程 112.46 公尺，約堆置泥砂 32 萬立方公尺。 

(c) 壓密時間：泥砂堆置於沖淤池內時間設定為 6 個月。 

(d) 隧道出流量：以 600 秒立方公尺、200 秒立方公尺為主要探討對象。 

(e) 下游端控制條件：方案一 3 個沖刷道分別輪流操作，因此下游邊界條件

將分為三種情況，分別為開啟 No.1、No.2 與 No.3 狀態。如前所述，方

案二在模擬時係假設下游邊界處土堤已沖毀情況。 

(f) 沖刷時間： 方案一與方案二中，600 秒立方公尺設定為 3 天，200 秒立

方公尺設定為 7 天。 

整體而言，因相關方案規劃與本計畫係同步在進行，造成數值模擬採用模

擬條件在各方案中並不一致，但此模擬條件均為工作會議討論結果。以下分別

說明每一種淤砂面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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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始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9.45 萬立方公尺) 

(a) 方案一開啟 No.1 沖刷道 

以隧道出流量 600秒立方公尺為例，圖7.3.7為開啟No.1沖刷道情況下，

沖刷時間為 1~3 天底床沖刷模擬結果。因方案一下游端一次只開啟一個沖刷

道，在出流量相對較受限下，造成沖淤池內水深較深，流速較緩。因此，就

第 1 天模擬結果而言，在漸擴段內除了在隧道出口處與鄰近兩岸處有較大沖

刷外，其餘區域沖刷深度不到 0.2 公尺；因此案例為開啟 No.1 沖刷道，造

成漸擴段下游端沖刷主要集中在 No.1 沖刷道內；另外，上游持續入流除了

一大部分藉由 No.1 沖刷道流出外，仍有部分水流受到出流量限制擠壓，由

圖中可看到在漸擴段末端有一股橫向水流，將水由No.1區域推往No.3區域，

已開始有顯著一道刷深痕跡。隨著沖刷時間增加，可看出在 No.1 與 No.3 沖

刷道之縱向區域、漸擴段末端橫向區域有較顯著沖刷現象。 

表 7.3.4 為方案一開啟 No.1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若

以各流量設定總沖刷時間來看，出流量600秒立方公尺沖刷3天約可沖刷4.67 

立方公尺淤砂，沖刷比例約一半(49 %)；出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7 天約

可沖刷 2.59 立方公尺，沖刷比例約 27 %。 

 

表 7.3.4 方案一開啟 No.1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 

(初始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 

 Q=600 秒立方公尺  Q=200 秒立方公尺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1 天 2.38 25 %  1 天 0.63 7 %  

2 天 3.74 40 %  3 天 1.47 16 %  

3 天 4.67 49 %  5 天 2.09 22 %  

 - - 7 天 2.59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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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天 

 

(b) 2 天 

 

(c) 3 天 

圖 7.3.7 方案一開啟 No.1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600 秒立方公

尺) 

 

(b) 方案一開啟 No.2 沖刷道 

同樣以隧道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為例，圖 7.3.8 為開啟 No.2 沖刷道情

況下，沖刷時間為 1~3 天底床沖刷模擬結果。以第 1 天而言，因開啟渠道中

間沖刷道出流效應，造成沖刷區域主要在 No.2 沖刷道內。同樣地，No.2 沖

刷道無法完全宣洩上游入流，會匯入鄰近 No.1 與 No.3 沖刷道內，由圖中可

看出此兩沖刷道在鄰近 No.2 沖刷道附近開始有局部刷深現象。隨著沖刷時

間增加，可看出沖刷區域主要集中在 No.2 沖刷道內，且在 No.1 沖刷道下側

與 No.3 沖刷道上側亦有顯著刷深現象。 

表 7.3.5 為方案一開啟 No.2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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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流量設定總沖刷時間來看，出流量600秒立方公尺沖刷3天約可沖刷5.84 

立方公尺淤砂，沖刷比例約 62 %；出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7 天約可沖刷

3.03 立方公尺，沖刷比例約 32 %。相較於開啟 No.1 沖刷道而言，開以中間

No.2 沖刷道其沖砂效果會更顯著。 

 

表 7.3.5 方案一開啟 No.2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 

(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 

 Q=600 秒立方公尺  Q=200 秒立方公尺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1 天 
3.00 立方

公尺 
32 %  1 天 

0.77 立方

公尺 
8 %  

2 天 
4.74 立方

公尺 
50 %  3 天 

1.76 立方

公尺 
19 %  

3 天 
5.84 立方

公尺 
62 %  5 天 

2.47 立方

公尺 
26 %  

 - - 7 天 
3.03 立方

公尺 
32 %  

 

 

 

(a) 1 天 

 

(b)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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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天 

圖 7.3.8 方案一開啟 No.2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600 秒立方公

尺) 

 

(c) 方案一開啟 No.3 沖刷道 

圖 7.3.9 為隧道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開啟 No.3 沖刷道情況下，沖刷

時間為 1~3 天底床沖刷模擬結果。此案例底床沖刷趨勢與 No.1 是相似，只

是沖刷道開啟位置一個在渠道上側，一個位於下側。 

表 7.3.6 為方案一開啟 No.3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其

整體沖砂趨勢與開啟 No.1 沖刷道相似，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3 天約

可沖刷 49 % (約 4.67 立方公尺)淤砂，出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7 天約可

沖刷 27 % (2.59 立方公尺)淤砂。 

 

表 7.3.6 方案一開啟 No.3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 

(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 

 Q=600 秒立方公尺  Q=200 秒立方公尺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1 天 
2.36 立方

公尺 
25 %  1 天 

0.63 立方

公尺 
7 %  

2 天 
3.70 立方

公尺 
39 %  3 天 

1.45 立方

公尺 
15 %  

3 天 
4.62 立方

公尺 
49 %  5 天 

2.06 立方

公尺 
22 %  

 - - 7 天 
2.55 立方

公尺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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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天 

 

(b) 2 天 

 

(c) 3 天 

圖 7.3.9 方案一開啟 No.3 沖刷道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 

(600 秒立方公尺) 

 

(d) 方案二 

圖 7.3.10 為隧道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情況下，沖刷時間為 1~3 天底床

沖刷模擬結果。以漸擴段而言，因此案例之舖砂厚度較薄，因此沖刷時間 1~3

天均顯示相同模擬結果，即此渠段舖砂均已被沖刷殆盡。以漸擴段下游面而

言，1~3 日對應最大沖刷深度分別約為 1.4、1.6 與 2.2 公尺。 

表 7.3.7為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若以設定總沖刷時間來看，

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3 天約可沖刷 4.69 立方公尺淤砂，沖刷比例約

50 %，出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沖刷 7 天約可沖刷 28 % (2.62 立方公尺)淤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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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7 方案二不同沖刷時間之沖砂體積彙整表(淤砂面高程 108.75 m) 

 Q=600 秒立方公尺  Q=200 秒立方公尺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沖刷時間 

沖刷體積 

(立方公尺) 
沖刷比例 

1 天 
2.43 立方

公尺 
26 % 1 天 

0.68 立方

公尺 
7 %  

2 天 
3.77 立方

公尺 
40 % 3 天 

1.51 立方

公尺 
16 %  

3 天 
4.69 立方

公尺 
50 % 5 天 

2.26 立方

公尺 
24 %  

 - - 7 天 
2.62 立方

公尺 
28 %  

 

 

(a) 1 天 

 

(b) 2 天 

 

(c) 3 天 

圖 7.3.10 方案二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600 秒立方公尺，淤砂面高程

108.7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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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始淤砂面高程 109.83 公尺(16.01 萬立方公尺) 

圖 7.3.11為方案二在隧道出流量 600秒立方公尺情況下，沖刷時間為 1~2

小時底床沖刷模擬結果。在沖刷時間為 1 小時時，沖刷區域集中在漸擴段內，

且越上游其沖刷深度越大，即在此區域內底床漸漸變成逆坡情況，上游端最

大沖刷深度約為 1.1 公尺，漸擴段末端底床高程落差約為 0.2 公尺。在沖刷

時間為 2 小時，沖刷區域還是集中在漸擴段內，上游端最大沖刷深度增大為

1.3 公尺，漸擴段末端底床高程落差更擴大至約 0.6 公尺。此案例舖砂較厚，

在漸擴段流速相對大很多情況下，因此造成此區域底床持續刷深；在漸擴段

末端流速相對較緩，沖刷情況在短時間內尚不顯著，而也是為何漸擴段末端

底床程落差愈來愈大原因。就數值模擬而言，局部底床高程落差過大代表此

處為一不連續面，造成此處水深、流速梯度過大，容易造成數值不穩定，造

成此案例模擬時間僅能執行約 2 小時。 

 

(a) 1 hr 

 

(b) 2hr 

圖 7.3.11 方案二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600 秒立方公尺，淤砂面高程

109.83 公尺) 

 

(4) 初始淤砂面高程 112.46 公尺(32 萬立方公尺) 

圖 7.3.12 為隧道出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情況下，沖刷時間為 1~2 小時底

床沖刷模擬結果。此案例模擬結果與前一個案例相似，漸擴段末端底床高程

落差在 1、2 小時分別約為 0.2、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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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hr 

 

(b) 2hr 

圖 7.3.12 方案二不同沖刷時間底床沖刷模擬結果(600 秒立方公尺，淤砂面高程

112.46 公尺) 

 

(5) 整體模擬結果彙整 

就淤砂面高程較高兩種案例而言，如此舖砂方式雖可讓沖淤池內堆置較

多泥砂，但卻容易因高底床落差而在漸擴段末端處形成水深達數米水潭，隧

道出口衝出高流速水流易在此處消能，流速降低，不利於漸擴段下游面沖砂

行為。方案一各沖刷道位置係位在前述深水潭下游面，即方案一同樣存在前

述不利於漸擴段下游面沖砂行為。換言之，方案一於高淤砂面模擬結果將與

方案二類似，因此不再贅述此部分模擬結果。 

整體而言，茲將比較可行、比較完整初始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9.45 

萬立方公尺)沖刷體積與沖刷比例模擬結果彙整如表 7.3.8 所示。 

 

表 7.3.8 初始淤砂面高程 108.75 公尺之沖刷模擬結果彙整表 

模擬案

例編號 

沖淤池 

幾何條件 

入流量 

(秒立

方公

尺) 

操作條件 

沖刷體積 

(萬立方公

尺) 

沖刷比例 

1 
方案一  

(2 個隔牆) 

600  
開啟 No.1 沖刷道 

4.67  49 % 

2 200  2.59 27 % 

3 600  開啟 No.2 沖刷道 5.84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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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  3.03 32 % 

5 600  
開啟 No.3 沖刷道 

4.62 49 % 

6 200  2.55 27 % 

7 方案二 

(沒有隔牆) 

600  
無 

4.69 50 % 

8 200  2.62 29  

 

4. 數模與物模之比較分析 

圖 7.3.13為模型試驗在流量 360秒立方公尺下方案二(無隔牆)之水理現象，

水流移動路徑為先流經出水口段陡坡河段後，再進入沖淤池段緩坡河段。出水

口段水理條件為陡坡所對應超臨界流，當水流進入緩坡沖淤池前端漸擴渠道時，

由圖中可明顯看出水躍現象。另外，水躍造成水深會有突增現象，使水流直接

往下游方向運動受到較大阻力，再加上此處為斷面突擴渠段，由圖中亦可觀察

出水流會往兩岸流動情況。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水工模型試驗研究」期初簡報(2013)。 

圖 7.3.13 沖淤池模型試驗水理現象(方案二) 

 

圖 7.3.3 為數值模擬在流量 200 秒立方公尺下方案二之定床水理分析結果，

由水深模擬結果可看出在沖淤池前端漸擴段內水深會有突增水躍現象，由流速

模擬結果則可看出水流往兩岸流動，造成兩岸流速大於斷面中心流速現象，上

述水理模擬結果均與模型試驗資料吻合，驗證本計畫水理模擬結果可信度。 

圖 7.3.14為模型試驗在流量 360秒立方公尺下方案二(無隔牆)之沖刷試驗現

象，其中初始鋪砂面高程 111 公尺，約堆置 20 萬立方公尺淤砂。根據試驗觀測

結果，沖刷現象主要發生在沖淤池前端漸擴渠道段內，在沖於池固定寬度段中

點處則未有明顯沖刷現象發生。 

本計畫採用初始鋪砂面條件相似模擬案例，嘗試進行沖刷現象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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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15 為初始淤砂面高程 109.83 公尺(約堆置 16 萬立方公尺淤砂)，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下方案二之沖刷模擬結果，相似於模型試驗結果，沖刷現象主要發

生在沖淤池前端漸擴段內，且在此處形成水潭，高流速水流易在此消能，流速

降低，不利於漸擴段下游面沖砂行為，由圖中亦可看出在沖淤池固定寬度段底

床刷深情況相當輕微。整體而言，沖刷模擬結果與模型試驗展現相同趨勢，驗

證本計畫動床模擬結果具一定可信度。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水工模型試驗研究」期初簡報(2013)。 

圖 7.3.14 沖淤池模型試驗沖刷現象(方案二) 

 

 

圖 7.3.15 方案二底床沖刷模擬結果 

(600 秒立方公尺，淤砂面高程 109.83 公尺，沖刷時間 2hr) 

 

針對方案一與方案二而言，模型試驗共執行 3 組試驗，試驗條件與排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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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如表 7.3.9 所示；另外，數值模式共進行 8 組案例模擬，對應模擬條件與結

果則彙整如表 7.3.8 所示。但因當時數值模擬時間點係早先於模型試驗，造成兩

者條件不盡相同。若數值模擬以入流量 200秒立方公尺案例(較接近模型試驗 360

秒立方公尺入流量)做為比對基礎，可將模型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彙整比較如表

7.3.10 所示。以方案一而言，因模型試驗堆砂量比較大，造成模型試驗排砂比較

數值模擬低。以方案二而言，土堤無缺口案例，因試驗過程土堤無法順利沖損，

造成排砂比相對很低；土堤有缺口案例，試驗為 1/3 缺口，模擬假設土堤已沖毀，

再加上試驗堆置泥砂相對較多，造成數模排砂比較試驗高。 

整體而言，雖然物模與數模條件不盡相同，但定性來看數值模式排砂比並

沒有顯著低估或高估現象存在，某種程度也說明採用經驗參數進行模擬合理

性。 

表 7.3.9 方案一、方案二模型試驗條件與排砂比彙整表 

方案 試驗條件 
堆置淤

砂(萬噸) 

流量 

(秒立方

公尺) 

試驗時間

(hr) 
排砂比 

方案一 三槽全開 16 360 11 24.2 % 

方案二 下游土堤無缺口 16 360 17 8.0 % 

方案二 下游土堤中間 1/3 缺口 16 360 6 18.9 % 

 

表 7.3.10 方案一、方案二模型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比較表 

方案 

模型試驗 數值模擬 

試驗 

條件 

堆砂量 

(萬噸) 

流量(秒

立方公

尺) 

排砂比 排砂比 

流量(秒

立方公

尺) 

堆砂量 

(萬噸) 

模擬 

條件 

方案一 
三槽 

全開 
16 360  24.2 % 

27% 

200 9.45 

開 No.1 

32% 開 No.2 

27% 開 No.3 

方案二 

土堤 

無缺口 
16 360 8.0 % 

28% 200 9.45 
土堤全

沖毀 土堤 

1/3缺口 
16 360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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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沖淤池方案四沖砂模擬評估 

1. 模擬條件概述 

彙整方案四沖砂模擬條件如下： 

(1) 鋪砂條件：採用三種舖砂條件，分別舖砂表面高程為109.272 公尺，

堆置泥砂 4 萬立方公尺；舖砂表面高程為 111.095 公尺，堆置泥砂

8 萬立方公尺；舖砂表面高程為 114.412 公尺，堆置泥砂 16 萬立方

公尺。 

(2) 壓密時間：泥砂堆置於沖淤池內時間設定為 6 個月。 

(3) 隧道出流量：採用 600 秒立方公尺。 

(4) 下游端控制條件：除了分別開啟個別沖刷道情況外，亦模擬三個沖

刷道全開情況。 

(5) 沖刷時間：設定為 12 小時。 

2. 方案四沖砂成效分析 

(1) 初始淤砂面高程 109.272 公尺 (4 萬立方公尺) 

圖 7.3.16 左側為沖刷 12 小時候之底床沖刷深度圖，由圖中可看出

若僅開啟單一沖刷道，則較大沖刷會發生在開啟沖刷道內；若沖刷道

全開，則每個沖刷道沖刷深度均為相似。圖 6.2.18 右側則為沖刷 12 小

時後底床鋪砂剩餘高度圖，由圖中可看出在沖淤池前端(沒有隔牆處)

與中間沖刷道前端舖砂可全部被水流沖刷帶走，中間沖刷道中後段還

有大於 2 公尺以上淤砂無法被沖刷帶走。 

表 7.3.11 為沖刷 12 小時後之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沖刷道全

開，總沖刷量約 0.965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24.13 %；若以開啟單

一沖刷道來看，開啟任一沖刷道沖刷量約 0.48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

例約 12 %，但若僅計畫開啟沖刷道內泥砂而言，沖刷比例約為 35 %，

即開啟刷道約有 1/3 泥砂會被沖刷帶走。 

表 7.3.11 沖刷 12 小時後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舖砂 4 萬立方公尺) 

堆置 4萬立方公尺

淤砂 

總沖刷量 

(萬立方公

尺) 

總沖刷比例 
開啟沖刷道沖刷

量(萬立方公尺) 

開啟沖刷道

沖刷比例 

開啟左側沖刷道 0.479 11.97 % 0.478 35.73 % 

開啟中間沖刷道 0.482 12.05 % 0.481 3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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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右側沖刷道 0.470 11.74 % 0.469 35.04 % 

沖刷道全開 0.965 24.13 % - - 

 

 

圖 7.3.16 沖刷 12 小時後之底床沖刷深度(左側)與鋪砂剩餘高度(右側)圖 

(舖砂 4 萬立方公尺) 

 

 

(2) 初始淤砂面高程 111.095 (8 萬立方公尺) 

圖 7.3.17 左側為沖刷 12 小時候之底床沖刷深度圖，由圖中可看出

沖刷道全開，則每個沖刷道沖刷深度均為相似；另外，較大沖刷會發

生在開啟沖刷道內。圖 7.3.17 右側則為沖刷 12 小時後底床鋪砂剩餘高

度圖，由圖中可看出在沖淤池漸擴渠道前端(沒有隔牆處)有一小部分淤

砂可全部被沖刷外，在漸擴渠道後端與中間沖刷道舖砂均還有很多淤

砂還留在沖淤池中，無法全部被水流沖刷帶走，淤砂厚度從中間沖刷

道前端約 1 公尺漸增至後端約大於 5 公尺以上。 

表 7.3.12 為沖刷 12 小時後之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沖刷道全

開，總沖刷量約.1.128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14.09 %；若以開啟單

一沖刷道來看，開啟任一沖刷道沖刷量約 0.65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

例約 8 %，但若僅計畫開啟沖刷道內泥砂而言，沖刷比例約為 23 %，

即開啟刷道約有 1/4 泥砂會被沖刷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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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2 沖刷 12 小時後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舖砂 8 萬立方公尺) 

堆置 8萬立方公尺

淤砂 

總沖刷量 

(萬立方公

尺) 

總沖刷比例 
開啟沖刷道沖刷

量(萬立方公尺) 

開啟沖刷道

沖刷比例 

開啟左側沖刷道 0.650 8.13 % 0.589 23.12 % 

開啟中間沖刷道 0.654 8.18 % 0.595 23.35 % 

開啟右側沖刷道 0.645 8.07 % 0.582 22.84 % 

沖刷道全開 1.128 14.09 % - - 

 

 

圖 7.3.17 沖刷 12 小時後之底床沖刷深度(左側)與鋪砂剩餘高度(右側)圖 

(舖砂 8 萬立方公尺) 

 

(3) 初始淤砂面高程 114.412 公尺 (16 萬立方公尺) 

圖 7.3.18 左側為沖刷 12 小時候之底床沖刷深度圖，相同，較大沖刷

會發生在開啟沖刷道內。圖 6.2.20 右側則為沖刷 12 小時後底床鋪砂剩餘

高度圖，由圖中可看出沖淤池內每個部份舖砂都無法被水流全部沖刷帶

走。 

表7.3.13為沖刷12小時後之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沖刷道全開，

總沖刷量約 1.369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 8.55 %；若以開啟單一沖刷道

來看，開啟任一沖刷道沖刷量約 0.92 萬立方公尺，總沖刷比例約 5.7 %，

但若僅計畫開啟沖刷道內泥砂而言，沖刷比例約為 15 %，即開啟刷道約

有 1/7 泥砂會被沖刷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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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3 沖刷 12 小時後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彙整表(舖砂 16 萬立方公尺) 

堆置 16 萬立方公

尺淤砂 

總沖刷量 

(萬立方公

尺) 

總沖刷比例 
開啟沖刷道沖刷

量(萬立方公尺) 

開啟沖刷道

沖刷比例 

開啟左側沖刷道 0.923 5.77 % 0.713 14.98 % 

開啟中間沖刷道 0.935 5.85 % 0.731 15.37 % 

開啟右側沖刷道 0.914 5.71 % 0.704 14.80 % 

沖刷道全開 1.369 8.55 % - - 

 

 

圖 7.3.18 沖刷 12 小時後之底床沖刷深度(左側)與鋪砂剩餘高度(右側)圖 

(舖砂 16 萬立方公尺) 

(五)模擬參數敏感度測試 

如前所述，數值模擬兩個關鍵參數分別為泥砂能否被沖刷帶起臨界沖刷

剪應力(如式(7-1)中 )、與能被沖走多少泥砂量沖刷係數(如式(7-1)中 )。

就本計畫模擬案例而言，水流流速均會大於臨界沖刷剪應力，即要發生沖刷

現象是沒有問題，因此影響沖刷比例重點就在於能帶走多少泥砂量沖刷係數

上。當然，臨界沖刷剪應力與沖刷係數均會影響沖刷量計算結果，但為避免

測試案例過於複雜，此部分工作之臨界沖刷剪應力仍利用前述經驗公式估算，

沖刷係數則以沖刷經驗公式估算所值為基礎，利用調整該值倍數來進行簡易

參數敏感度測試。 

如前所述，本計畫數值模擬案例中當前方案四並無對應模型試驗資料可

供比對，沖砂模擬結果相對具有較高不確定性。因此，本計畫將以方案四為

對象，並以開啟中間沖刷道方案為例(相關模擬條件與前述方案四模擬相同)，

c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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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沖刷係數敏感度測試，釐清模擬參數對沖淤模擬成果影響程度。另外，

若未來模型試驗排砂比例與模擬結果存在差異時，此敏感度分析結果也可作

為模擬參數調整輔助研判機制。 

如前所述，沖刷現象主要發生在開啟沖刷道中，因此後續將以中間沖刷

道沖刷量與沖刷比例做為比較依據。表 7.3.14 與圖 7.3.19 為沖刷係數敏感度

分析成果，由圖、表中可清楚看出，隨著沖刷係數越大，沖刷量與沖刷比越

大，採用經驗公式估算沖刷係數，排砂比約為 23.35 %；沖刷係數變小一個

數量級(表中沖刷係數為 0.1 倍數據)，排砂比降為 2.4 %；沖刷係數變大一個

數量級(表中沖刷係數為 10 倍數據)，排砂比提升為 99.79 %。換言之，在沖

刷係數調高 10 倍後，中間沖刷道鋪砂幾乎可全被沖刷帶走，因此就算沖刷

係數再繼續調高(如表中 15 倍、20 倍)，排砂比也不會再繼續增加。 

表 7.3.14 沖刷係數敏感度分析結果彙整表 

沖刷係

數倍數 

中間沖刷道沖

刷量(萬立方公

尺) 

中間沖刷道

排砂比 

沖刷係

數倍數 

中間沖刷道沖

刷量(萬立方公

尺) 

中間沖刷道

排砂比 

0.1 倍 0.061 2.40% 10 倍 2.542 99.79% 

1 倍 0.595 23.35% 15 倍 2.543 99.85% 

2.5 倍 1.384 54.35% 20 倍 2.544 99.87% 

5 倍 2.229 87.51%  - - 

 

圖 7.3.19 沖刷係數敏感度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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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試驗除了針對方案一、二進行了 3 組試驗外，另針對具有主深槽案

例進行了 12 組以上試驗，試驗成果顯示主深槽內鋪砂幾乎全被沖刷帶走，

整體排砂比(包含高灘地)均約在五成以上，部分案例甚至超過九成。但根據

各單位在模型試驗現場觀看結果，模型試驗在試驗過程除了動床數值模式可

據以分析底床沖刷現象外，尚會有向源侵蝕、橫向側沖、灘地崩塌等其他機

制行為發生，實非二維動床模式可容易處理問題。因此，本報告嘗試以黑盒

分析概念，僅以底床沖淤機制，藉由參數調整概念來評估排砂比差異問題。

以具有中隔牆方案四而言，若僅開啟中間沖刷道，底床沖淤模擬結果會呈現

中間沖刷道刷深、兩側沖刷道沖刷有限情況，即渠床相似主深槽狀態。再加

上方案四寬度、渠底坡度與具主深槽模型試驗條件較相似，因此可以前述方

案四開啟中間沖刷道敏感度分析結果與主深槽模型試驗資料進行定性比較

分析。若以文獻中經驗公式設定沖刷係數，則中間沖刷道排砂比約 23.35 %，

明顯較模型試驗低估。若欲達到與模型試驗相似，主深槽內鋪砂幾乎全被沖

刷帶走情況，沖刷係數調高 5 倍排砂比可達約九成，沖刷係數調高 10 倍則

排砂比將近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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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過庫泥砂百分比不確定性分析 

北水局為提升石門水庫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預定於庫區阿姆坪及大灣坪設

置防淤隧道，藉以導引排放颱洪期間入庫渾水至水庫下游，以達到水庫「清渾

分治」目標。經濟部水利規劃試驗已於民國 100 年針對大灣坪防隧道設計方案

進行水工模型試驗，但模型試驗係採用原型砂，導致藉由異重流效應進行清淤

之大灣坪防淤隧道其整體過庫泥砂百分比可能因模型比尺效應，而無法達到原

先設定之排砂效益。因此，本節將接續前述三維模擬成果，應用不確定性與風

險分析理論，評估大灣坪防淤隧道過庫泥砂百分比之不確定性。 

一、基本概念 

本計畫評估排砂隧道效益主要著重於將過庫泥砂百分比之計算，也就是通過

排砂隧道前後泥砂濃度之比率。一般來說，排砂隧道主要採取水力排砂方式，

所謂水力排砂為利用水流自身力量，將來砂排出庫外，或沖刷水庫內前期淤積

物之一種清淤方法。依其運轉特性，又可分為洩降排砂、洩洪排砂、空庫排砂

及異重流排砂等方式。不論何種方式基本上都與水流速度，泥砂濃度等因素有

關。因此，本計畫將影響水庫過庫泥砂百分比之因子設定為水庫水面高程及庫

區泥砂濃度，並依據其不同模擬案例進行三維數值模擬，最後根據其模擬成果

建立過庫泥砂百分比風險計算模式，用以進行排砂隧道效益之評估。 

本計畫採用ANSYS模式根據不同水庫水面高程及渾水層高度等條件所推得

過庫泥砂百分比，分別計算其統計特性，包括平均值(Mean)、變異數(Variance)、

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及合適機率分布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作為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百分比不確定性與風險分析之基礎。另考量

ANSYS 模式需大量模擬時間且不確定性與風險分析亦需大量模擬資料情形下，

本計畫首先由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百分比與相關不確定性因子之統計特性分析

結果，採用多變數蒙地卡羅模擬法(Multivariat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Wu et al., 2006)衍生大量不確定性因子與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百分比。再應用多

變數廻歸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建立通洪能力與過庫泥砂百分比

與不確定性因子相關式，並採用不確定性與風險分析方法中改良一階二矩 

(Advance First-order & second-moment, AFOSM) 法建立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百

分比風險計算模式，用以計算不同水庫水面高程及渾水層高度等不確定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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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過庫泥砂百分比之發生機率。 

二、改良一階二矩 (Advance First-order & second-moment, AFOSM)

法簡介 

茲將改良一階二矩(Advance First-order & second-moment, AFOSM)法理論簡

介如下： 

在工程實際應用時，各個影響因子機率分佈(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常不易

取得，為了避免此項限制，一階二矩近似法假設各個影響因子之機率分佈可以

實際數據或假設統計平均值(mean value)及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ov)

來代表。當系統表現呈非線性分佈(non-linear behavior)或潰敗(failure)發生時，一

些影響因素呈極端值(extreme values)分佈，如以均值一階二矩法估計風險，將產

生可觀誤差。改良一階二矩近似法(AFOSM)可改進風險分析準確度(Yen et al., 

1986)，其計算流程如下：  

1. 將系統作業函數Z以各個影響因子表示如下: 

ni ,......,3 ,2 ,1       )g(XZ i   (8-1) 

2. 將 系 統 作 業 函 數 Z 對 破 壞 點 (failure point) p 作 泰 勒 展 開 (Taylor's 

Expansion) ： 

 HOT
X

g
 ) ()g(XZ 

i1





 

 p

m

i

ipiip XX

  (8-2) 

其中，
PiX

g




為各項影響子因素在 iX 破壞點 p 之一階導數。HOT 代表高次展

開項，然而破壞點 p 落點無法事先預知，必須以試誤法(trial and error)疊代

求出。其疊代過程如下：  

（1） 對各項影響因子 iX 假設相應之初始試誤點(trial value) 

（2） 計算每一變數之平均值及標準偏差 

（3） 對每一變數，計算相對應之初始試誤點上之一階導數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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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i
X

g
C




      (8-3)  

（4） 計算每一變數之相對應之敏感度因子(sensitivity factors)  

0.5
n

1j

2

jj

i

])(C[

  









 iiC

     (8-4) 

（5）由下式計算可靠度指標  












n

1i

2

iii

1

)C(

)(

  





n

i

ipii XXC

     (8-5) 

（6）如果此試誤點 ipX 落在破壞面(failure surface)上，則  

0)g(X ip      (8-6) 

並求出失敗點  

iiiip XX       (8-7) 

（7）重複步驟3~6直到疊代出正確失敗點位置。 

3. 求取作業函數Z之平均值、變異數及標準差平均值。在假設各項影響子因素

為統計上互相獨立(statistically independent)之變數。 

平均值(mean value) : )(E(Z) ipXgZ   

變異數(variance) : )( (Z)Var  
1

2

i

m

i

i XVarC


         (8-8) 

其中，
piC )

X

g
(

i


  

4. 假設系統作業函數Z呈常態分佈，則系統風險為：  

)(1 f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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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分析流程 

茲將過庫泥砂百分比風險分析模式發展過程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1. 庫泥砂百分比與不確定性因子之統計特性分析 : 根據由 ANSYS 模式所

得不同不確定性因子(包括水庫水面高程及水庫泥砂濃度)條件下過庫泥

砂百分比模擬結果資料，計算不確定性因子與通洪能力及相對應過庫泥

砂百分比之統計特性，包括平均值、變異數，與相關係數等，並檢定合

適機率分布函數。 

2. 水庫泥砂百分比與不確定性因子之衍生 : 根據過庫泥砂百分比與不確

定性因子之統計特性，配合多變數蒙地卡羅模擬法，衍生多組過庫泥砂

百分比與不確定性因子。 

3. 過庫泥砂百分比與不確定性因子相關式之推導 : 採用過庫泥砂百分比

與不確定性因子衍生值，應用多變數迴歸分析法建立過庫泥砂百分比
sCR

與不確定性因子相關式，如下式： 

43

21

 
sCR  (8-10) 

式中， 1 為水庫水面高程； 2 為庫區泥砂濃度；及 為係數指數。 

4. 過庫泥砂百分比風險分析之建立 : 採用改良一階二矩(AFOSM)法配合

過庫泥砂百分比與不確定性因子相關式，分別建立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

百分比風險計算模式，用以計算通洪能力或過庫泥砂百分比低於過某一

特定值之機率(即風險)，如下式： 

 0Pr 
sCRrRisk  (8-11) 

式中，Qc及 Sc為分別為通洪能力及過庫泥砂百分比；及 r 為特定值。 

最後由過庫泥砂百分比風險計算模式推估過庫泥砂百分比之機率分布函數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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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1 過庫泥砂百分比機率分佈函數示意圖 

本計畫所發展過庫泥砂百分比風險計算模式除了可計算在考量水庫水面高

程及庫區泥砂濃度之不確定性(即特定統計特性)下，過庫泥砂百分比被低估之機

率外，亦可推估在考量特定水庫水面高程時，過庫泥砂百分比及其相對應之發

生機率。 

四、成果分析 

模式建立之目的在於評估現有防淤隧道排砂效益之可靠度，茲將分析過程及

結果說明如下: 

（一）過庫泥砂風險計算模式之建立 

本節主要採用上章節採用 ANSYS 三維數值模式根據不同水庫水面高

程搭配不同水庫蓄水泥砂濃度，推得大灣坪排淤隧道出口清水及渾水流量，

並利用下式(8-12 式)配合模擬結果推估過庫泥砂百分比(如 8.4.1)，最後並用

於建立其風險計算模式，用以評估排砂隧道效益之可靠度。 

 
 %100




sw

ssw

C
Q

QQ
R

s 


     (8-12) 

式中 Qw 及 Qs 分別為清水及渾水流量(秒立方公尺)； s 為泥砂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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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1 不同水庫水面高程及庫區泥砂濃度之過庫泥砂數值模擬結果 

水庫水面高程 庫區泥砂濃度 
出口平均流量(秒立

方公尺) 
過庫泥砂百分比 

(%) 
(m) (×10

4
ppm) 清水 渾水 

240 2 1759  1754  0.28  

240 5.5 1759  1754  0.74  

240 10 1759  1746  2.71  

242.6 2 1840  1835  0.28  

242.6 5.5 1840  1826  0.74  

242.6 10 1840  1790  2.71  

245 2 1935  1929  0.28  

245 5.5 1935  1921  0.74  

245 10 1935  1883  2.71  

250.6 2 2070  2064  0.28  

250.6 5.5 2070  2055  0.74  

250.6 10 2070  2014  2.71  

 

1. 統計分析 

根據表 8.4.1不同水庫水面高程及庫區泥砂濃度之出口流量數值模擬

結果，計算風險因子及過庫泥砂百分比統計特性，包括平均值及標準偏

差、相關係數及合適機率分布函數，如表 8.4.2 所示。表 8.4.2 可看出，

水庫水面高程、庫區泥砂濃度及過庫泥砂百分比合適機率分布函數皆為

Normal 分布，具各因子間具有程度不一相關係，其中庫區泥砂濃度與過

庫泥砂百分比具有高度之相關性(相關係數達 0.9)。 

表 8.4.2 風險因子及洩洪量統計特性表 

統計特性 
水庫水面高程

(公尺) 

庫區泥砂濃度 

(×10
4
ppm) 

過庫泥砂百分比 

(%) 

平均值 244.550 5.833 1.245 

標準偏差 3.915 3.274 1.1 

變異係數 0.016 0.561 0.88 

相關

係數 

水庫水面高程 1.000 
 

庫區泥砂濃度 0.97 1.000 
 

過庫泥砂百分比 0.000 0.963 1.000 

合適機率分布函數 常態分布 常態分布 常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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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險因子與過庫泥砂百分比相關式之建立 

根據表 8.4.2 風險因子及過庫泥砂百分比之統計特性，應用上節所述

相多相關變數蒙地卡羅法，同時衍生 500 組風險因子及其相對應之過庫

泥砂百分比。再將 500組風險因子及洩洪量模擬值化入多變數迴歸分析，

推得過庫泥砂百分比與風險因子相關式，如下式所示： 

013.0077.0 )()(8.152100  sC CWHR
s

              (8-13)  

式中 WH 及 Cs 分別為水庫水面高程 (公尺 )及庫區泥砂濃度

(×104ppm)。由式(8-13)可看出各風險因子中，庫區泥砂濃度係數(約為

-0.013)大於水庫水面高程 (約為-0.077) ，顯示過庫泥砂百分比受庫區泥

砂濃度之影響程度比水庫水面高程為大，也就過庫泥砂百分比對庫區泥

砂濃度敏感度高於水庫水面高程。 

3. 過庫泥砂機率分布函數之建立 

根據式(8-13)配合 AFOSM 法，並假設水庫水面高程及閘門開度變異

係數分別為 0.0000001 及 0.5 條件下，推得不同水庫水面高程(240、243、

245 及 250 公尺)及庫區泥砂濃度(2、5、15 及 20×104ppm)之過庫泥砂百

分比機率分布函數，如圖 8.4.1 所示。 

 

水庫水面高程(24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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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水面高程(243 公尺) 

 

水庫水面高程(245 公尺) 

 

 

水庫水面高程(247 公尺)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0 10 20 30 40 50

C
u

m
u

la
ti

v
e

 p
ro

b
a

b
ili

ty

Ratio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outlet (%)

Cs=5*10E+4ppm

Cs=10*10E+4ppm

Cs=15*10E+4ppm

Cs=5*20E+4ppm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0 10 20 30 40 50

C
u

m
u

la
ti

ve
 p

ro
ba

b
ili

ty

Ratio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outlet (%)

Cs=5*10E+4ppm

Cs=10*10E+4ppm

Cs=15*10E+4ppm

Cs=5*20E+4ppm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0 10 20 30 40 50

C
u

m
u

la
ti

ve
 p

ro
b

ab
ili

ty

Ratio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outlet (%)

Cs=5*10E+4ppm

Cs=10*10E+4ppm

Cs=15*10E+4ppm

Cs=5*20E+4ppm



 
8-9 

 

水庫水面高程(250 公尺) 

圖 8.4.1 不同水庫水斫高程過庫泥砂百分比機率分布函數 

 

（二）防淤隧道排砂效益之可靠度評估 

由圖 8.4.1可發現不同水庫水面高程搭配四種庫區泥砂濃度所推得過庫

泥砂百分比機率分佈曲線相當接近，大部份過庫泥砂百分比變化區間為

10%至 40%間且發生機率為 0.5 時相對應過庫泥砂百分比約為 25%，也就當

水庫水位於 240 至 250 公尺且庫區泥砂濃度介於 5×104ppm 及 20×104ppm

時，經由大灣坪防淤隧道有 50%機率排砂效益可達 25%。 

另由圖 8.4.2 可發現當過庫泥濃度 10×104ppm 時，超過庫泥砂百分比

30%之機率隨水庫水面高程(由 245 至 250 公尺)而增加(由 0.07 至 0.09)；然

而，由圖 8.4.3 卻可發現當水庫水面高程 247 公尺時，超過庫泥砂百分比 30%

之機率同樣隨庫區泥砂濃度(由 5×104ppm 至 20×104ppm)而增加(由 0.05 至

0.12)，其增加幅度遠大於前述水庫水面高程分析結果，可見過庫泥砂百分

比主要決定於水庫蓄水原有泥砂濃度，此一結論與 8.4.1 節相同。此外，由

上述結果亦可推論當庫區泥砂濃度增加 4 倍時，過庫泥砂百分比超過某一

定值之機率可增加 2.4 倍，顯示大灣坪防淤隧道確實可達到排砂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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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2 不同水庫水面高程對過超過庫泥砂百分比 30%之機率 

(庫區泥砂濃度 Cs=10*10
4
ppm) 

 

 

圖 8.4.3 不同庫區泥砂濃度對過超過庫泥砂百分比 30%之機率 

(水庫水面高程 24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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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會議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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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選會議審查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1 年 3 月 4 日 

(二)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 討論(各委員意見)： 

出席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委員一 1. 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有無本計畫

研究相關經驗? 

1. 本計畫研究重點為三維流力與固力之

數值模擬。本計畫主持人連和政博士及

協同主持人李銘孝博士與李隆正先

生，已經合作陸續完成的水利署的計畫

有：「石門水庫電廠防淤改善工程三維

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計畫編號

MOEAWRA 0990415；及「石門水庫排

洪隧道 3 維水理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

分析」，計畫編號 WRANB100C20。同

時，連和政博士亦擔任國科會多年期計

畫主持人「三維多相流數值模式應用於

水 庫 泥 砂 運 移 之 研 究 」 NSC 

100-2625-M-492-004-MY3，計畫執行

期限：100/8/1 ~ 103/7/31。因此本計畫

在流力與固力三維數值模擬領域，擁有

豐富的經驗。 

 2. ANSYS 和 FLOW3D 之差異?請說

明? 

2. 在報告書中撰述軟體優缺點比較。 

 3. 泥砂水之材料性質如何決定? 3. 可參考歷年泥砂濃度監測資料及相關

研究計畫成果，包括 98 年「石門水庫

入庫水砂歷線推估模式」、99 年「石

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

發與應用研究」等計畫，作為模式設定

上游入庫泥砂條件之依據，並根據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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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修正沉滓沉降速度、有效泥砂剪應

力、混水密度及凝聚特性等相關參數，

已反映實際的泥砂運移特性，獲得正確

的排砂效益分析結果。 

 4. 泥砂水之材料性質如何決定? 

 

4. 可參考歷年泥砂濃度監測資料及相關

研究計畫成果，包括 98 年「石門水庫

入庫水砂歷線推估模式」、99 年「石

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

發與應用研究」等計畫，作為模式設定

上游入庫泥砂條件之依據，並根據泥砂

濃度修正沉滓沉降速度、有效泥砂剪應

力、混水密度及凝聚特性等相關參數，

已反映實際的泥砂運移特性，獲得正確

的排砂效益分析結果。 

 5. 水與閘門互制會改變閘門之自然

振動頻率，在計畫書未提及，如何

考慮此現象?如何驗證此部分分析

之正確? 

5. 閘門受水之負載會改變剛性，也因此改

變其自然振動頻率，此部分都可以含括

在分析中。因為目前此隧道尚在設計階

段，無實體之閘門。但可參考之前”石

門水庫排洪隧道 3 維水理數值模擬”之

結果，該案之分析結果有與實際現場振

動實驗比對，結果相當一致。 

 6. 管理費為 1%，符合國網中心之規

定? 

6. 管理費為 1%，不符合國網中心之規定,

應為筆誤， 管理費及廠商利潤已經修

正為 28 萬餘元，約總經費之 9％。 

委員二 

 

1. 阿姆坪防淤隧道沖淤池沖淤成效

不易分析，如何進行，請說明? 

1. 擬採用平面二維動床模式來進行沖淤

池的相關模擬分析，該模式可同時模擬

懸浮載與河床載的運移行為，同時考量

兩種運移型態於底床附近的交換機

制，因此一方面可模擬細顆粒沉滓的懸

浮運移，同時可模擬底床的沖淤變化情

形。(詳見 3.3.5 節) 

 2. 防淤隧道入口防止渦流，震動，如 2. 針對渦流分析的部分，相關研究指出

(Abozeid, 1999; YILDIR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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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分析及如何改善? KOCABAS, 2002; Allen, 2008)，臨界渦

流深度會隨管流速度與來流速度之比

值增加而加大(臨界渦流深度定義為當

渦流夾氣的空氣核可伸長至入水口時

的水深)，換句話說，若所設計之管內

流速過大，則防淤隧道操作時的水深就

有可能會超過臨界渦流深度而造成進

水口漩渦捲氣，並可能引致閘門產生噪

音與隧道振動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將先

配合水工模型試驗將臨界渦流深度公

式的相關參數率定出來，接下來配合適

當之案例設計，例如進水口採用雙管降

低進水口流速，以及隧道坡度與通水面

積增大等，利用三維數值模擬來進行進

水口流場的渦流分析，並利用已檢定之

臨界渦流深度公式來複核，以獲得最佳

之防止渦流或改善渦流的設計方案。而

針對防淤隧道入口振動分析方面，本研

究將建立其三維有限元素模型進行強

度與模態分析，以獲得結構物之自振頻

率。然後配合各設計案例之三維流場數

值模擬，分析進水口渦流可能造成之流

場振盪頻率，透過與結構物之自振頻率

比較，可分析探討發生共振的可能性，

同時並可利用已建立之數值模型來改

變設計參數，以獲得最佳之防止振動或

改善振動的設計方案。 

 3. 兩案防淤隧道段流況分別各需特

別注意何處? 

3. 水理流況方面，需探討的項目包括分洪

流量是否達設計標準；進水口達設計流

量時，水位是否仍低於頂板高程，符合

明渠流況之設計；挑流工之挑流高度及

挑流距離；後池流況等。根據水利規劃

試驗所民國 100 年「石門水庫上游主河

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

試驗研究－水工模型試驗」計畫，針對

大灣坪延伸管通洪流量率定結果顯

示，滿管流量最大值為 1,452 秒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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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管內流速接近 18.5 公尺/秒，進水

口會產生漩渦捲氣，壓縮氣體通過閘門

會產生噪音與隧道振動等問題。該計畫

建議進水口採用雙管降低進水口流速

與漩渦捲氣問題，以及隧道坡度與通水

面積增大等，以滿足明渠操作及 1,600

秒立方公尺分洪流量之設計標準。本計

畫可針對以上問題做詳盡的探討，利用

數值模擬記錄連續性的流場變化資

訊，提供更完整的流況與分析。 

委員三 1. 數值模擬模式的選定原則為何?未

來是否利用較通用的模式加以覆

核? 

1. 本計畫數值模擬模式的選定原則是能

解三維多相流問題，此模式可解兩相

(空氣/水, 水/砂)、三相(空氣/水/砂)甚

至多相，而其中是須包括有 continue 

phase與disperse phase之間交互作用的

功能。另此數值模式亦能計算流固耦合

FSI 的問題以來處理閘門振動或其他

結構物受力應變問題。通用型的

ANSYS CFD 軟體此方面是其強項之

一，故採用此軟體。 

 2. 未來如何進行數值模擬成果的驗

證?目前物模成果是否可以配合比

較及檢討? 

 

2. 在之前的計畫不只用此數值模式與物

模成果有相互驗證過，甚還檢討出物模

量測方面所需改正之處，並獲相當一致

的結果。未來依建議書將以 1/100 的物

模所獲得的結果為基礎來驗證，並以已

往與物模相比較的經驗來檢討物模所

獲致結果的可靠性，且亦可建議物模與

數模如何配合而可得較佳相互驗證的

結果，而以驗證數/物模型的正確性。 

 3. 未來數值模擬將依賴何種原則或

條件來進行，將安排幾種流況、水

位與模擬組次? 

3. 本計畫主要會根據通洪、防淤、清淤能

力與效率的探討來規劃要計算的案

例，目前規劃包括水位、入流量與砂的

濃度等條件就已 27 案例，因須考慮阿

姆坪與大灣坪兩案再加上閘門開度的

參數，探討的案例可能超過 60 組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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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 目前貴公司或單位正在履約的案

件有幾件?未來若獲承攬，在人力

與工作上的安排是否有困難? 

4. 本計畫正在履約的案件只有 1 件，國科

會多年期計畫「三維多相流數值模式應

用於水庫泥砂運移之研究」 NSC 

100-2625-M-492-004-MY3，計畫執行

期限：100/8/1~103/7/31，投入人力約

1.0 人年。本次計畫中心甚為重視因此

投入人力也相對較多，在人力與工作上

的安排上應無困難之虞。 

委員五 1. 建議書 8-2 表列工作人員 3 組 16

人，真正投入工作人員若干? 

1. 本計畫因工作項目繁多分工較細，且所

要分析的案例甚多(預估約有 60 例以

上)與所需專業也廣泛因此所列人力均

為投入人力，至於真正主力投入工作占

其工時比例 30%以上的至少有 12 人以

上，以人年工時而言估算約有 4 人年以

上。 

 2. 主持人未完成標案若干? 2. 目前計畫主持人執行中的計畫只有 1

件，國科會多年期計畫「三維多相流數

值模式應用於水庫泥砂運移之研究」

NSC 100-2625-M-492-004- MY 3，計畫

執行期限：100/8/1~103/7/31。 

 3. 簡報 P10-17 工作構想，均以排洪

隧道為例，未聽到重點部位，大灣

坪及阿姆坪與下游排洪道，電廠及

取水區之聯合操作流況及排砂情

形? 

3. 本計畫採用三維模式進行排砂效益分

析，分析範圍含至水庫大壩，除大灣坪

隧道及阿姆坪隧道的流況與排砂情形

之外，仍會加入水庫相關設施之聯合操

作情形。 

委員六 1. 數值模式分析成果的好壞檢定及

驗證是關鍵，請問有無現場資料可

1. 數值模式分析靠物模的結果來檢定與

驗證結果是很好的話，儘管水工試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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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分析，若以水工試驗成果作為檢

定及驗證，由於水工試驗有限制，

成果與現場現象仍有差距，故如何

確認成果合理性? 

其限制且可能與現場有些差距，但代表

數模的計算是正確的，若以同樣的檢定

條件來計算現場的流況即使數值上有

其差距，但趨勢仍應是合理，若要較正

數值上的誤差，現場的量測仍然免不

了。因此以設計上的觀點來看數模如此

已幫上了大忙，但也表示物模與現場的

量測亦有其必需只是可減少其試驗或

設計變更的次數。 

 2. 教育訓練若無法取得數值模式之

版權轉移，以模式作為教育訓練恐

意義不大，是否有其他構想? 

2. 以模式作為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是希

望透過三維模式的實機訓練，讓參與學

員實際體驗三維數值模擬的分析能

力，進而啟發學員解決現場實務問題的

能力，可使得三維模式變成熟悉的分析

工具。另外軟體之版權問題，由於三維

數值軟體的授權費用昂貴，而且也需要

有高速計算設備的配合，若軟體、硬體

及人才培育一起建置，則需要投入大量

的經費與維護費。本中心基於資源共享

的原則，可將軟體之使用，授權於教育

訓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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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1 年 11 月 21 日 

(二)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記錄：周家培 

(四) 討論(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出席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陳正炎委

員 

1. 建議增列計畫英文名稱。 1. 計 畫 英 文 名 稱 :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on 

new sediment bypass tunnels of 

Shihmen reservoir” 

 2. 現況問題相關資料數據再查

核(P1-2)。 

2. 將持續蒐集最新資料供計畫執行之

用。 

 3. 閘門震動安全評估之公式

(1-4) ， 建 議 採 保 守 估 計

(P1-13)。 

3. 將參考委員意見辦理。公式(1-4)為一

設計上的粗略估計之用的簡化公

式，對於細部之破壞不夠精準。計畫

書中也有提到以結構應力作為判斷

的依據，可評估各局部的破壞，應屬

較準確的方法。本計畫基本上將以實

際三維模型進行模擬，以了解各細部

的結構有可能產生的破壞。也會採較

保守的評估。 

 4. 工作團隊擬採用 CFX 數值模

式，是否意味尚未決定(P3-1)? 

4. 主要是以 ANSYS-CFX 為主。 

 5. 水庫排砂屬異重流，本數值方

法基本假設與模式限制是否

5. 本計畫所使用的數值方法可計算異

重流問題，並亦與實驗比較過，結果

甚是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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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P3-2) 

 6. 表 3-1 中 ， 斷 面 24 之

D90=0.21mm?再查核(P3-15)。 

6. 如下圖底泥取樣粒徑分析圖所示，98

年所得之斷面 24 D90 確為 0.21mm，

但 99 年資料卻變動至 0.042mm，確

實有不小的差異，或可找到更新年份

的資料再確認資料的合理性。未來資

料引用時會註明年份以免造成誤解。 

 

 

 

 7. 有關不確定性分析中，公式

(3-29)與公式(3-31)之不確定

項 θ2 應有所區別 (P3-24，

P3-25)。 

7. 會在報告中公式(3-29)與公式(3-31)

針對過庫泥砂及閘門振動之不確定

因子使用不同符號予以表示。 

 8. 公式 3-26~公式 3-39 中，物理

量 i
應定義(P3-27)。 

8. 物理量 i 為各不確定性因子之標準

偏差。 

 9. 不確定性分析成果，如何展

現?  

9. 未來將以閘門共振的發生機率及過

庫泥砂少於規劃值之發生機率方式

展示相關不確定性分析結果。 

 10. 教育訓練為工作項目之一，惟

工作執行計畫書未提及。 

 

10. 將在期初報告中提出。請參閱附錄

四。 

 11. 三維數值模擬之係數校準及

驗證中，僅利用水規所 1/100

模型艾利颱風測試結果，具代

表性? 

11. 引述「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

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

水工模型試驗」報告內容 :『入庫渾

水含泥濃度超過絮網結構時，模型試

驗異重流之運移行為與速度可反映

現場異重流。但是，當含泥濃度低於

絮網濃度時，則模型試驗異重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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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團沿程落淤影響，無法反映現場異

重流運移速度與淤積分布』、『濃度屬

於絮團範圍以致模型試驗採用水庫

原體砂無法反應較小流量且低濃度

之異重流』、『石門水庫淤積問題集中

在幾場較大颱洪水文事件，此颱洪期

間入庫渾水含泥濃度會超過絮網結

構之濃度，尤其艾利颱洪期間。因此

以模擬艾利颱洪為水庫防淤功能之

代表性洪水事件』。可看出，水工模

型試驗結果也認為艾利颱風為具代

表性之洪水事件，且僅有艾利颱風渾

水含泥濃度超過絮網結構濃度，因此

本計畫將以艾利颱洪進行三維數值

模擬之係數校準及驗證。 

葉克家委

員 

1. 大灣坪防淤隧道及阿姆坪清

淤隧道應係相關報告所稱之

C+D 案，建議有所敘述。 

 

1. 參照辨理，大灣坪防淤隧道(C 案)，

阿姆坪清淤隧道(D 案)。 

 2. 三維及二維數模之檢定驗證

所需之基本資料及相關上下

游邊界條件及待率定之參數

等，建議有較系統之說明與列

表，如需北水局協助者儘速提

出。 

2. 參照辨理，將於修正報告中列表說

明。 

 3. ANSYS CFX 三維模式與

RESED 二維模式在實務上使

用之優缺點與功能限制，建議

有所評述。 

3. 參照委員意見，會在後期初報告中呈

現。 

 

 4. P3-16 有關底床壓密參數設定

一節，涉及黏性及非黏性沈滓

等非均勻沈滓在壓密後之啟

4. 有關阿姆坪沖淤池的試驗工作，目前

水規所已經開始進行。現階段雖然無

法求得合適的參數值，但仍可透過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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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臨界條件之決定，前人研究

成果並不一定適用於石門水

庫，是否進行現場調查或試

驗，以求得合適之參數值?  

數的敏感度分析，了解沖淤池內泥砂

運移的變化情形。 

 5. 過庫泥砂比將隨入庫洪水歷

程，泥砂量入庫歷程及其運移

有高度相關，本研究如何進行

此項工作，宜做進一步說明。 

 

5. 本研究團隊將與水規所水工試驗人

員進行工作會議討論，並實際參訪水

工試驗操作過程，以瞭解在試驗過程

中，渾水泥砂濃度衰減率的變化，若

泥砂的沈降效應並不顯著，則在三維

數值模擬的處理上，可以空氣-渾水

二相流來進行處理，其中渾水部分則

以水砂之混合密度的方式來進行模

擬計算。接下來，本研究將利用水規

所提供之試驗量測結果來進行模式

的模擬驗證；而完成驗證後，將數值

模擬不同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

濃度的案例，以迴歸建立渾水流量關

係式，作為後續排砂量分析使用。在

排砂量分析方面，將根據本研究所建

立之防淤隧道渾水流量關係式來計

算颱洪期間的排砂量，其計算等於流

量乘上泥砂濃度再乘上時間間距的

累加。根據上述方法，本研究可計算

獲得防淤隧道於颱洪期間的總排砂

量，並進而獲得其佔入庫泥砂總量的

百分比。 

 6. 在不確定性分析方面，探討過

庫泥砂百分比及閘門振動兩

項 (3-30)及 (3-31)式之自變參

數 θ2 重覆使用與過庫泥砂百

分比相關之不確定因子應另

包括隧道口前泥砂濃度及其

6. 如同委員所言在探討過庫泥砂百分

比及閘門振動過程會有其他不確定

性因子之存在，而這些因子基本可能

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性，也可能與本

計畫所設定之案例模擬條件有關，為

了簡化及找出真正會影響的因子，本

計畫主要著重於將各案例模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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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上之分佈，與閘門振動

有關之因子尚包括進口處之

渦流特性，閘門啟閉之速率，

水面波動情況，渾水密度等，

是否再加納入之，請再斟酌。 

設定為不確定性因子。 

 7. ANSYS CFX 模式是否可以

對防淤隧道之壁面磨損以及

可能之穴蝕問題加以探討，建

議有所說明。 

7. ANSYS CFX可以對防淤隧道之壁面

磨損以及可能之穴蝕問題加以探

討，但目前不在本計畫計算範圍內。 

吳祚任  

委員 

1. 三維分析維目前趨勢，本計畫

值得肯定。 

1. 謝謝委員肯定 

 2. 太簡化 FLOW3D 之缺點，目

前在水力學上使用 FLOW3D

之主要原因，在於簡單設置

上，FLOW3D 對於壓力與流

場較 FLUENT 準確。 

 

2. Flow3D 使用卡氏座標網格系統，計

算網格無法與欲分析計算模型無法

完全吻合，因此壁面效應或細微的流

場特徵將無法正確描述。比如在隧道

內壁面效應若要描述好必須在所有

壁面附近將網格細化，但由於隧道有

高程變化採用卡氏座標系統會使計

算網格大增，雖可利用 Multi-Block

來將計算網格降低但由於在Block間

的變數交換與內差等因素，導致計算

效率降低。FLOW3D 在做流固耦合

(FSI)分析，該部分所能分析問題為流

體與結構物間之運動模型模擬，而不

包含結構物中之力學分析；然在 10

版新增結構分析模組，但在目前該模

組僅能對結構進行靜態分析；因此，

目前僅能以 1-way 方式模擬。

FLOW3D 目前僅能模擬流場對結構

物作用力而產生之變形與應力分

析，但結構物之變形無法迴饋至流場

進行模擬；因此，該模組不適用本計

畫閘門震動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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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議將(1)結構物受力，(2)流

固耦合，(3)泥砂沖淤，(4)振

動模擬，(5)水搥效應，以學界

認可之 Benchmark 問題予以

驗證，以了解模式之能耐，不

建議在初期驗證時，採用複雜

之水工模型或實際量測。 

 

3. 結構物受力與流固耦合計算上，初期

可以與目前學術界上 well know 的計

算範例 (如 elastic bar behind the 

cylinder [1] )或實驗果(stainless-steel 

flexible sheet attached to a cylindrical 

front body[2])進行分析比較並驗

證。[1]Turek and Schäfer, “Benchmark 

computations of laminar flow around 

cylinder,” in Hirschel, editor, Flow 

Simulation with High-Performance 

Computers II, Vol. 52 of Note on 

Numerical Fluid Mechanics, 

1996.[2]Pereira Gomes, Lienhart, 

“Experimental Benchmark: 

Self-Excited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Test Cases,” Fluid 

Structure Interaction II, Lecture Note 

in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73, pp. 383-411, 

2010. 振動模擬 : 本次所使用的

ANSYS 軟體之 verification manual 

中之 “Benchmark Study “中有完整

的 NAFEMS Benchmark 結果之說

明，相關模式都有符合 NAFEMS 所

要求的準確性。NAFEMS (National 

Agency for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Standards) 為國際上固體力學模

擬慣用的 benchmark 標準。參照委員

意見。 

 4. 水動力，沖刷，流固耦合在

ANSYS 中皆不是頂尖準確之

特色(相對於 ANSYS 之其他

功能)把這些功能同時使用必

需小心其準確性。 

4. 感謝委員提醒，除了沖刷之外

AnsysCFX 對多相流、FSI 等問題都

是其強項的功能。 

 

 5. 流固耦合是重點，其理論為 5. 將考量流體衝力對固體結構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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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響，對於結構而言，流力計算的結

果，例如流體在固體上的壓力，將以

負載的方式加在結構體上，以分析結

構的受力下的變形及應力、應變。即

目前考慮的模式是 steady( 固 )- 

transition(流)。 

 6. 流固耦合中，水流擺盪之頻率

通常與固體振動頻率相差很

大，在水流之 dt 遠大於固體

之 dt 時，如何分析?  

 

6. 由於水流之 dt 遠大於固體之 dt 以及

此案固體之變形甚微，並不會反向影

響流力的行為，故在耦合上採取

sequential couple 的方式分析，即只

有流力會對固體造成影響，固體行為

不對流力作用，所以以流力的 dt 為

主，將流力計算的結果(流體在固體

上的壓力)，在不同時點以負載的方

式加在結構體上，以分析結構的受力

下的變形及應力、應變。因目前考慮

的模式是 steady(固)-transition(流)，

所以尚無 dt 的問題。但若要考慮

transition-transition 模式亦無問題，因

AnsysCFX允許兩個不同 time step存

在，但資料交換時以流的 dt 為主

(global time step)，即較小的固體 dt

計算時間累積至流體的 dt 時方將固

體變形資料回傳然後再進行下個

global time step 的計算。 

 7. ANSYS 之流固耦合若是以

Body- fitted 法分析，於網點內

差時易產生過度消能情況，必

需小心。 

7. ANSYS CFX 的內插功能甚強，故其

準確度較其它軟體高，不過仍會小心

使用。 

 8. K-ε和K-ω紊流模式於振動分

析上不適用。 

8. 謝謝提醒。 

 

 9. 沖刷模式中使用許多經驗參

數，如何校正?如何驗證，若

9. 有關阿姆坪沖淤池的試驗工作，目前

水規所已經開始進行。現階段雖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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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工模型校正，如何確保

Full-scale 之參數正確?  

法求得合適的參數值，但仍可透過參

數的敏感度分析，了解沖淤池內泥砂

運移的變化情形。另水工模型試驗資

料皆透過因次分析轉換至 Full-scale。 

 10. 入流邊界需考慮紊流邊界條

件。 

10. 參照委員意見。 

 11. 基本上本計畫內容相當先

進，以上建議希望有助於計畫

執行單位減少錯誤摸索時間。 

11. 委員學養豐富，還請不吝指教。 

詹明勇委

員 

1. 附 1-7，委員三提問”原型砂 ”

與”模型比尺 “的問題，所回

答的文字宜再明確陳述參數

率定之程序和細節。 

1. 參數率定之程序說明如下: 

 建置「水工模型尺寸」數值模型，

依照模型試驗條件設定模擬條

件，進行數值模式相關參數之檢定

與驗證工作。 

 建置「實際原型尺寸」之數值模

型，依照現場實際尺度條件設定模

擬條件，模擬結果可視為反映現場

實際流況。 

 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按照模型比

尺換算至原型中，其與「實際原型

尺寸」數值模擬結果之差異即可視

為因採用原型砂造成之差異。 

至於參數率定之細節，待實際執行確定

那些參數需要率定後，再說明參數率定

之方法與相關細節。 

 2. 附 1-8，1/100 模型是否由本計

畫另行試驗，或由既有觀測帶

入數模討論。 

2. 本計畫並不執行水工試驗，而是引用

水規所既有試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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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Ⅱ，標題”委託服務計畫建議

書 “是否改為”工作執行計畫

書 “較宜。 

3. 已改過。 

 4. P1-4 大灣坪隧道從進水口，豎

井，到出口段的途徑是否已確

定，若有更詳細的圖說佐證，

方可進行建模之參考(Fig1-3)。 

4. 目前為工程規劃階段，尚未至細部設

計的階段，相關工程佈置或許仍會有

所變更，本計畫盡可能蒐集最新設計

圖說，相關數模成果期望能在規劃階

段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數據。 

 5. P1-5 阿姆坪隧道工程縱斷面

的圖宜採用較詳細的文件。 

5. 目前為工程規劃階段，尚未至細部設

計的階段，相關工程佈置或許仍會有

所變更，本計畫盡可能蒐集最新設計

圖說，相關數模成果期望能在規劃階

段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數據。 

 6. P2-1 三維數值模擬之參數採

用 1/100 之水工模型試驗為驗

證是否合宜(因前面已多次提

及水工模型之限制)?  

6. 根據水規所之模型試驗成果，認為艾

利颱風入庫渾水泥砂濃度超過絮網

結構，1/100 模型試驗異重流之運移

行為與速度可反映現場異重流，因此

本計畫採用艾利颱風 1/100之水工模

型試驗進行驗證應屬合宜。 

 7. 有關本研究案所需的基本資

料已超前設計標的進度，如何

在沒有設計圖說條件下，完成

本計畫，須請研究團隊先行思

考。 

7. 本計畫屬於應用研究性質，主要探討

現階段水工模型試驗結果與三維數

值模擬之分析之比對與驗證。一方面

除了可提昇三維數值模擬的實用價

值外，另一方面也可輔助水工模型試

驗技術之研發。 

經濟部水

利署 

工程司 

1. 有關本案之定位係屬應用研

究或輔助設計或複核設計，目

前國網中心擬依設計圖進行

分析，未來與工程設計標會否

1. 本計畫屬於應用研究性質，主要探討

現階段水工模型試驗結果與三維數

值模擬之分析之比對與驗證。一方面

除了可提昇三維數值模擬的實用價

值外，另一方面也可輔助水工模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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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元 有設計責任不明問題，請北水

局予以注意釐清。 

驗技術之研發。 

 2. 本計畫對於沖淤池沖淤能力

之評估，祇於水與泥砂行為，

未論及破壞臨時土堤之結構

及穩定分析（平時滿水須確保

穩定，洩洪時會破壞之原

則），後續請一併評析並提供

建議。 

2. 本計畫將以有限元素分析方法計算

土堤結構的強度，以瞭解其結構是否

可以抵擋滿水的負載，以及評估可能

破壞時的負載，做為設計上的參考。 

經濟部水

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吳慶現 

1. 感謝國網中心提出本計畫與

本所石門水庫模型試驗成果

比對驗證，讓試驗成果可以進

一步檢討與評估。 

1. 謝謝委員。 

 2. 本計畫三維數值模擬是否包

括全模型及局部模型之模

擬？其邊界條件為何？ 

2. 本計畫計算區域以 1/100的水工全模

型為範圍，其邊界條件則試驗條件

同。 

 3. 大灣坪 C 案設計流量與試驗

值有較大差異，以及低水位操

作時會有負壓力問題。建議針

對流量率定與壓力分布(負壓

區)模擬結果，提供試驗成果

比較分析。 

3. 參照委員建議。 

 4. 目前正進行阿姆坪 D 案進水

口局部模型(1/40)建造中，針

對進水口流態與水位流量率

定；出口沖淤池初步進行局部

模型(1/100)，探討沖淤池流態

與淤泥含水量變化對沖刷量

之影響。後續配合基本設計案

放大模型比尺再細部評估沖

4.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本計畫所計算結

果可與物模相互驗證比較並找出可

能影響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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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量之影響因素。 

 5. 石門水庫全模型 (1/100)採用

水 庫 原 體 砂 ， 在 高 濃 度

(30kg/m3 以上)入庫泥砂屬於

群體運移行為(絮網結構)，異

重流動態輸運過程非屬單粒

沉降特性，係屬兩種不同密度

流體之交互運動。惟退水段接

近靜水沉降，相對模型水深淺

較現場沉得快，因此渾水層持

續排放時間縮短，退水段排砂

比會偏低。 

5.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並會考慮如何在

計算模式中加入此效應。 

 6. P.2-9 表 2.2 中五、全庫區模型

砂運移，主要成果：「若濃度

小於30,000ppm模型採用原體

砂有水深效應，但若大於

40,000ppm 此 效 應 較 不 明

顯」，考量改為「若濃度小於

30,000ppm 模型採用原體砂會

有絮團沉降效應，但若大於

30,000ppm 達到絮網濃度，則

形成兩種不同密度流體交互

運動，沉降效應較不明顯」。 

6. 表 2.2 是摘錄自工程可行性規劃報告

故無法改之，但會參照委員意見。 

 7. P.3-12 大灣坪隧道過庫泥砂百

分比分析，係考量全模型

(1/100)或局部模型假設不同

分層濃度之排放效率。 

7. 大灣坪隧道過庫泥砂百分比分析，係

考量全模型(1/100)之排放效率。 

 8. P.7-1 七、重要參考文獻，考量

併入P.2-7相關研究計畫報告。 

8. 參照委員意見。 

經濟部水

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吳國維 

1. 3d 模式之檢定驗證：(1) 可供

驗證之現有資料，是否需另增

模型試驗或現地觀測?  (2)結

構物振動頻譜量測方式 , (3) 

檢定驗證之主要參數為何?  

 

1. 目前規劃採用艾利颱風 1/100 之水工

模型試驗進行數值模型之驗證工

作，未來根據數模與物模之相互驗證

或比對結果，視需要再同水規所協調

配合事項。當有實際結構體時即可進

行結構物振動頻譜量測，其方式是在

結構體上安置加速規，即可獲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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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振動之頻譜參數驗證可能包括摩

擦損失、絮網結構對泥砂沉降速率之

影響等項目，待初步模擬結果與水工

試驗比對後，會再根據差異進一步檢

討哪些參數需要重新率定。當有實際

結構體時即可進行結構物振動頻譜

量測，其方式是在結構體上安置加速

規，即可獲得結構物振動之頻譜。 

 2. 阿姆坪隧道下游沖淤分析：(1) 

擬採 RESED 二維模式是否符

合計畫需求（三維數值模

擬），後續如何檢核、測試及

移轉, (2) 模式檢定驗證資料

是否足夠，請敘明。(3) 動床

模式上、下游邊界之不確定性

如何克服？(4) Non-Cohesive

沈滓運移機制請補充說明。 

2. 三維數值模式應用以複雜流場及懸

浮載模擬為主，動床的沖淤模擬仍需

要二維模式的應用。目前阿姆坪沖淤

池的邊界條件相當單純，上游為流

量，下游邊界條件流入大漢溪。另

Non-Cohesive 沈滓運移機制將於期

初簡報時提出。 

 3. 原型砂差異分析：(1) 差異分

析之目的？(2) 數模及物理範

圍是否一致？若不一致下如

何探討其模型結果之差異。 

 

3. 進行水工模型試驗時，難以找到符合

模型比尺相似要求的泥砂粒徑，即便

泥砂粒徑可以依照模型比尺縮小，但

更細的泥砂物理特性(如凝聚性)可能

發生改變，礙於諸多困難與限制，水

規所便採用現場原型砂進行相關模

型試驗。為瞭解採用原型砂造成模型

比尺相似扭曲對試驗結果的影響，因

此本計畫擬進行差異分析來加以釐

清。報告中也提及，差異分析結果並

不能完全歸咎於採用原型砂的影

響，尤其在複雜的泥砂運動過程中，

需要考量的相似條件相當多，有些條

件確實是難以同時滿足，只能依照重

要性來加以取捨，儘可能保持扭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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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合理性。因此，最終差異分析的

結果應該是綜合各項相似條件扭曲

之結果，而不單單是採用原型砂的影

響，因此在進行分析時或可再試圖將

其影響分離出來，或說明是否有其它

未滿足的相似性亦會對結果產生較

大的影響。 

 4. 不確定分析：(1) 模式參數或

模擬結果不確定性，請補充敘

述。(2) 採用『多變數蒙地卡

羅模擬法』＋『改良一階二矩

AFOSM 』進行  Uncertainty 

Analysis 之原因，請敘明清

楚。(3) 主要參數似乎僅採用

(i)水庫水面高度(ii)渾水層高

度兩個因子為過庫泥砂百分

比（
21

21


 cS ）是否足夠代

替性。 

4. 三維數值模式在推得過庫泥砂百分

比及閘門振動過程會有其他不確定

性因子之存在，而這些因子基本可能

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性，也可能與本

計畫所設定之案例模擬條件有關，為

了簡化及找出真正會影響的因子，本

計畫主要著重於將各案例模擬條件

設定為不確定性因子;另因三維數值

模式需花費相當計算時間方能得到

結果，故本計畫先由數組相關模式設

定條件經由三維數值模式所得計算

結果(流場振動頻率或過庫泥砂百分

比)為基礎，採用蒙地卡羅法衍生更

多不同設定條件及相對模式計算結

果，並用迴歸方法建立模式計算結果

與設定條件之相關式。最後利用上述

相關式再配合可直接推得變數之機

率分布之 AFSOM 法，則可推得得流

場振動頻率或過庫泥砂百分比機率

分布函數以用於不確定性及風險分

析。 

經濟部水

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1. 庫區內各排放設施於排砂過

程存在競合效應，故於過庫泥砂

分析部分，建議將整體水庫結構

物聯合操作之排砂效應納入分析

1.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納入水規所

1/100 全流域模型試驗資料進行數值

模式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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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司 

柯雅卿 

比較，而非只評估隧道單一結構

之排砂效益，裨使了解加入防淤

隧道後對石門水庫整體排砂效能

之提昇。 

經濟部水

利署 

第十河川

局 

工程司 

廖本昌 

1. PII 頁首所示『委託服務計畫

建議書』似應改為『工作執行

計畫書』較妥。 

1. 謝謝委員提醒，已更改過。 

 

 2. P1-1 所述本計畫對下游河道

流況的影響將進一步研究驗

證，其模擬範圍似只到 T085

斷面，惟依 P3-14 又討論到至

鳩山堰(T066)，建請說明其分

析方式並確認範圍。 

2. 本計畫數值模擬範圍，將在後續工作

會議中與北水局確認。 

 

 3. P1-2 所述民國 52…..98 年造

成淤積量較大，建議列表說

明。 

3. 遵照辦理。 

 4. P1-3 所述阿姆坪隧道之操作

係利用豪大雨或颱風期間多

餘水量排放，且應於水庫調節

性洩洪操作。依所述操作時間

可能在颱風豪雨初期，如何認

定有多餘水量，建請說明。另

若隧道設計 600 秒立方公

尺，是否足夠以沖刷可能壓密

之泥砂，建議各項因素納入詳

加考量慎評估。 

4. 如何認定有多餘水量可供阿姆坪進

行防淤操作，此點與降雨量預報及集

水區水文特性有關，未來增設防淤隧

道後，水庫防洪或防淤操作要點勢必

需要重新制訂，但並非本計畫研究的

範圍。(壓密對沖淤的影響請交大團

隊回覆) 

 

 5. 阿姆坪隧道出口河段周邊影

響，建議詳細評估，包括出口

5. 本計畫將針對阿姆坪隧道出口沖淤

段進行沖淤研究。根據阿姆坪相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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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河道及周邊設施沖刷影

響，尤其對岸（左岸）高灘地

之沖刷情形，以利後續工程順

利進行。另阿姆坪隧道出口沖

淤地臨時土堤是否產生滲漏

不穩現象，請詳加評估。 

行性報告指出隧道出口速度約為 4

公尺/秒多，比排洪隧道接近 20 公尺

/秒的洩洪流速小甚多，研判不致對

左岸高灘地造成衝擊。另阿姆坪隧道

出口沖淤地臨時土堤是否產生滲漏

問題，關乎設計標準與未來現地施工

情況，數模研究可提供流場壓力、剪

力與流速分布等相關數據做為設計

參考，但無法評估臨時土堤是否產生

滲漏的問題。 

本水局 

石管中心

工程司 

李永安 

1. 整體防淤工程乃屬規劃階

段，未來『結構物強度分析』

工作，如何配合細部設計期程

辦理，宜加以規劃說明。 

1. 此部份之分析須依實際細部設計的

圖說來進行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實際

結構的行為及強度，故將在細部設計

大致完成後，儘快取得細部設計的圖

說以進行分析 。 

 2. 國網中心已辦理排洪隧道相

似本計畫之分析工作，建議未

來成果報告可做防淤效益評

估方面就整體水庫防淤操作

進行探討。 

2. 本計畫會考慮整體水庫防淤效益評

估探討。 

 3. 未來成果希望國網中心能提

供營運階段，檢查及設置量測

儀器之建議。 

3. 應可從所得結果而會有所建議。 

計畫課 

課長 

吳啟順 

1. 第一章計畫緣起及目的，針對

阿姆坪隧道敘述應著重抽砂

沖淤，補充說明規劃於入口斷

面上、下游佈抽泥船，上游抽

有價料(砂)，下游抽泥，經抽

砂管送至出口有價料堆放區

及沖淤池，利用颱洪期間異重

流至壩區前之洪水進行沖淤。 

1. 本計畫針對阿姆坪隧道之研究，主要

項目為隧道水理分析及下游隧道出

口沖淤池進行沖淤模擬分析，至於抽

泥船佈置並非本計畫範圍。 

 2. 針對大灣坪入口象鼻管渦 2. 本案將會利用固力軟體進行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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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振動、固定，應於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步驟多所著墨，建

議利用固力軟體分析，瞭解其

管所需基樁固定力量。 

了解結構相關的力學行為 

 

 3. 阿姆坪沖淤能力分析攸關計

畫效益，建議採用數值分析方

法要配合水工模型作修正及

互為印証，如底牀參數設定，

針對沖淤池是否作隔牆、出口

是否設閘門、臨時土堤模擬建

議等，執行計畫請補充。 

3. 目前水規所阿姆坪沖淤池模型試驗

已經開始進行。另模擬案例的設定，

將於後續工作會議中討論。 

 

 4. 固力分析建議針對大灣坪豎

井詳予分析，尤其是擴挖變化

處需進行補強。 

4. 將參考委員意見進行分析，考量與閘

門相關的細節。 

 5. 針對斷面變化處之水理分析

要特別注意，能修正尺寸斷面

作回饋分析，如阿姆坪象鼻

管、管合併、豎井變化斷、閘

門處等。 

5. 水理分析會特別注意流場變化較大

之處看是否有需改善的地方。 

 6. 針對流速過高，要分析其是否

可能穴蝕，及降低流速之可能

性。 

6. 穴蝕目前不在本計畫內討論，但可由

計算所得的壓力場分析可得知，並提

醒是否有可能產生穴蝕狀況 

 7. 針對美國墾務局Yong  Lai分

析阿姆坪案艾利排砂效率模

擬分析與水規所試驗不同，建

議優先洽墾務局專家提供其

Input 資料及假設，以不同 3D

軟體進行分析，其結果可給美

方專家提供意見。 

7. 美國墾務局 Yong  Lai 模式為水深

平均之層模式，非真實三維模式，目

前已洽水規所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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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計畫需模擬分析工作尚

多，執行單位宜加速進行，尤

其是網格建立即初步檢查

等，建議可多召開工作會議掌

握進度及重點工作。 

8. 目前正積極取得所需資料與進行必

要工作以達計畫時程要求，且必要時

亦會與相關人員召開相關工作會議

討論。 

北水局 

計畫課 

工程司 

周家培 

1. 依契約規定三維數值模擬之

參數校準及驗證之工作內容

規定，經評析後與 1/100 之水

工模型試驗結果及本局相關

設施實際操作數據，進行數值

模擬各項參數校核、驗證，但

附錄 1-9委員五辦理情形：「暫

不考慮整體水庫結構物之聯

合操作情形」，似與契約規定

不符，請更正。 

1. 會根據 1/100 的水工模型範圍及相

關設施實際操作數據，進行數值模擬

各項參數校核、驗證。 

 

 2. 建議工作執行作業，請參考

「石門水庫與上游設施防洪

防淤聯合運用策略研究」、「石

門水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

影響之評估研究」、「石門水庫

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

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驗研究-

水工模型試驗」及「石門水庫

長期監測計畫與防淤操作模

擬分析(1/2)」等相關研究報告

內容，進行計畫各項工作，俾

使計畫研究成果能更充實，達

到預期成效。 

2. 參照辦理，將蒐集上述相關資料研

讀，並參考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俾

使計畫研究成果能更加充實。 

 

 3. 鑑於，第 25 屆台美水資源合

作年會技術交流團對石門水

庫增設防淤隧道模擬結果與

水工模擬結果有差異，建請蒐

集美方模擬結果，進行資料比

較分析，俾瞭解彼此間之差異

3. 參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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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研究成果能更充實。 

 4. P3-6，如圖 4.1 所示，誤繕請

更正。 

4. 已更正。 

 5. 工作執行計畫書請依委託契

約規定工作內容章節順序撰

寫，並詳細說明如何執行該項

工作，於何時間內完成，俾符

合契約規定。 

5. 參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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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二)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記錄：周家培 

(四) 討論(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出席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廖培明 

委員 

1. 雖屬研究型之計畫，惟報告書

撰寫格式，亦應比照水利署慣

用格式，例如摘要應以報告書

之重點撰寫且附重要成果圖

表，目錄亦需予以酌修，以利

參閱。 

1. 遵照主席裁決將期初及期中

報告書摘要刪除，在期末成果

報告書依照水利署慣用格式

呈現。 

  

 
2. 有關結構物強度分析及振動

分析沒有水工模型試驗等相

關資料，如何作參數之檢校？ 

2. 因現階段無有關結構物強度

分析及振動分析等相關水工

模型之試驗資料，因此以參考

國際上固體力學模擬慣用的

benchmark 標準作參數之檢

校。本次所使用的 ANSYS 軟

體之 verification manual 中之

“Benchmark Study “中有

完整的 NAFEMS Benchmark

結果之說明，相關模式都有符

合 NAFEMS 所要求的準確

性 。 NAFEMS (National 

Agency for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Standards) 為國

際上固體力學模擬慣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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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mark 標準。 

 
3. P1-1 計畫簡述宜參考簡報資

料內之計畫緣起及目的重新

編撰，圖 1-1 亦予以放大且用

彩色較易參閱。 

3. 計畫緣起及目的在工作執行

計畫書已詳細呈現，故在期初

報告書僅簡述。 

一 

 

1-7 

1-8 

 

 
4. p2-3 增列全程工作流程圖及

甘特圖。 

4. 期初報告書第五章已列此項

目。 

  

 
5. p3-1 宜增加一節文獻回顧，

及本研究擬採用 CFX 數值模

式之緣由，宜予報告書詳述。 

5. 將參照委員意見辦理，會在報

告中增加文獻回顧一節。 

 R-1 

 

 
6. p3-5 數據宜前後一致。 6.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

修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

製。 

  

 
7. p3-7 年平均雨量究竟採用 10

站或 16 站之雨量站作分析？ 

7. 由於係摘錄不同年份之相關

報告所得石門水庫雨量分析

結果，故會發生雨量站前後不

一致情形，已在期初報告修正

稿中予以修正。故不再於期中

報告印製。 

  

 
8. p3-9 資料來源宜註明。 8.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加註

資料來源。故不再於期中報告

印製。 

  

 
9. p3-17 氣候變遷宜修正為極端

降雨事件。 

9.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修正

為極端降雨事件。故不再於期

中報告印製。 

  

 
10. p3-22, 23 文敘建議修正為粒

徑小於 0.04mm。 

10.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

修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

製。 

  

 
11. 11.p3-33 宜將不同工程案之 11. 本計畫執行三維數值模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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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設計數據列一總表以利參

閱。 

案例，以北水局的需求案例為

主，不再討論不同工程之原設

計數據。 

 
12. p3-77 有關出水口及沉淤池之

模擬，擬採用 RESED2D 模

式，是否已徵得由原開發單位

之同意使用？ 

12. 感 謝 委 員 提 醒 ， 本 計 畫

RESED2D的模擬工作即由模

式發展者之一，工研院謝德勇

博士協助完成，應無版權上的

使用問題。 

三 3-77 

葉克家 

委員 

1. 表 3.3.2 石門水庫淤積資料，

建議再更新民國 100 年，表

3.3.2-3 亦然。報告中如有需要

以彩色圖呈現者，宜以彩色圖

印刷（如圖 3.4.42～3.4.44,圖

3.7-4～3.7-6 等）。 

1. 石門水庫淤積資料將蒐集至民

國 100 年，相關分析結果將呈

現於期中報告。此外，相關圖

表將將在報告中採用彩色印刷

方式。 

  

 2. RESED2D 及 CFX 三維模式中

之參數及其率定值，宜有所列

表說明。 

2. 遵照辦理，相關成果將於期中

報告中展示。 

  

 3. CFX 模式考慮空氣及水兩相

流，在泥砂部分係如何考量，

宜有所說明。在異重流及庫區

底床變動模擬方面之準確度

及其對排砂量之影響，宜有所

評估。 

3. 已在報告中予以修正。 
  

 4. 本計畫計算量龐大，在有限時

間內能否完成計畫目標與欲

模擬之案例數有關，建議本計

畫欲探討之案例應有妥善之

規劃。 

4. 參照委員意見。 
  

 5. 阿姆坪隧道出口與沖淤池之

動床數模，如水工模型試驗數

據來不及提供，建議可就集集

攔河堰沉砂池之排淤觀測資

5. 感謝委員指導，但在泥砂參數

有地域性特性下，集集攔河堰

的泥砂參數可能無法完全映

像於石門水庫，且為避免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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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以佐證。 畫模擬工作因模擬標地不同

而產生的目標失焦問題，研究

團隊建議先暫不進行集集攔

河堰沉砂池的模擬工作。 

黃炯憲 

委員 

1. 有關閘門之分析不見任何描

述，若目前無閘門之設計圖，

則請敘述欲分析之項目及方

法。 

 

1. 因有關結構物之分析屬下階

段之工作，因此現階段未詳列

有關閘門分析之說明，有關本

計畫閘門分析之項目及方法

描述部分在計畫書之第 2.1

節、第 3.2 節和第 3.4 節，若

目前無閘門之詳細設計工程

圖，將與相關單位在工作會議

討論，是否依工程可行性規劃

書中之初步設計圖進行相關

之分析。 

  

 2. 就口頭報告中，述及先計算壓

力場，再加於閘門上進行振動

分析，如此之作法，並未考慮

流體-固體互制效應，此互制

效應不重要嗎？ 

2. 由之前計畫石門水庫排洪隧

道閘門之相關分析與實驗知

相關結構體之變形甚微，並不

會反向影響流力的行為，故在

耦合上採取 sequential couple

的方式分析，將流力計算的結

果(流體在固體上的壓力)，在

不同時點以負載的方式加在

結構體上，以分析結構的受力

下的變形及應力、應變。 

  

 3. 是否會考慮閘門開關過程中

之分析？若不執行，請 show

資 料 ， 證 明 此 過 程 並 不

critical。注意在此過程中，由

於流-固互制，系統之自由振

動頻率將改變。 

3. 對於大灣坪隧道將會考慮閘

門開啟不同開度時閘門結構

受流場衝力之分析，以瞭解開

關過程中閘門在有水流下的

結構行為及強度，以及可能出

現的弱點。 

  

吳祚任 

委員 

1. 本次報告書在章節安排上有

些紊亂，未來可改進。 

1. 謝謝指教。已於期中報告中修

正。 

  

 2. 數值分析中，網格

設置很不錯。 

2.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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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目前三維之成果是否為穩態

解？使用多少 core？花費多

少 時 間 ？ 未 來 若 進 展 至

Transient 模擬，是否會有過於

耗時之問題？ 

3. 目前計算大灣坪與阿姆坪隧

道之三維成果為穩態解，使用

24 個 core，執行至穩態約為

48 小時。全庫區模擬之網格測

試之三維模擬成果維穩態

解，使用 32 顆 core，執行至

穩態約為 3 星期。因為全庫區

加設施的網格數約為 4 千多

萬，的確需要花費龐大的時

間。 

  

 4. 未 來 計 算 3D Sediment 

Transport 時會使用那個模

式？Fluent 或是 Flow3D？ 

4. 未 來 計 算 3D Sediment 

Transport時會使用CFX模式。 

 

二 

 

2-1 

 

2-8 

 

 5. 本計畫為研究型計畫，建議加

強理論敘述，例如採用何種

Government Equ.求解流場？

Sediment Transport 之模式為

何？當中所需之大量參數如

何決定？ 

5. 謝謝委員指導與建議，理論模

式會在報告書中增加理論部

分說明，參數目前使用預設

值。Sediment Transport 之模式

會在期中報告詳述。 

二 

 

2-9 

2-11 

 6. 目前模式收斂分析僅從流量

來觀察是否足夠？ 

6. 目前並不止從流量觀察是否

收斂，還有從水工實驗觀測點

的壓力來觀察，流量不變，壓

力不變才為收斂。結果顯示，

流量不變後，測壓點的壓力也

幾乎不會變，故在報告書從僅

已流量為代表。 

  

 7. 解析度之描述目前僅為總網

格數，建議改為（或加上）網

格大小大致之分佈。 

7. 謝謝委員的指導與建議。會把

網格大小大致之分佈加入報

告中。 

  

 8. 基本上數值模式執行成果很

精彩，值得鼓勵。 

8. 謝謝肯定。   

 9. 是否需要全庫區同時模擬，或

部分水工結構物可單獨分析

尚可討論。 

9. 謝謝委員指導，我們會在工作

會議上與北水局溝通討論，接

下來的模擬案例。 

  

詹明勇 1. p3-21關於輸砂量Qs和流量Q 1. 本計畫將蒐集至民國 100 年之 三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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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之關係式，是否僅以既有資料

採用，或要進一步之探討？

（因為 Qs 直接影響入庫砂之

總量） 

石門水庫淤積資料，並重新探

討輸砂量 Qs 和流量 Q 之關係

式，相關方式成果將呈現期末

報告。 

 2. p3-42 段落版面需要再調整。 

 

2. 謝謝委員提醒，編排疏失，會

改正。 

三 3-42 

 3. p3-75（倒數第 3 行）「參照

3.7.1.3 節」沒有此段？ 

3. 謝謝委員提醒，會改正。 三 3-75 

 4. p3-77 第 3.7.3 節的模擬條件，

需用更詳細的圖面表現，而非

用文字敘述。 

4. 遵照辦理，相關成果將於期中

報告中展示。 

三 3-77 

 5. p3-79 方案二下游條件被假定

為自由出流型態，是否和現場

條件相符合；方案一不同流量

（600～200 秒立方公尺）相對

之下游水位如何確定？ 

 

5. (1)將持續蒐集大漢溪歷年水

位資料，釐清方案二沖淤時是

否會受到大漢溪水位迴水的影

響。 

(2)誠如委員所言，在無實驗資

料輔助下，方案一下游水位邊

界條件的設定是相當困難的課

題。本計畫係假設未開啟的兩

道沖淤池已蓄滿水，由阿姆坪

隧道匯入的入流量均由已開啟

閘門的沖淤池流出，即渠道水

位相對會最高的條件下，利用

閘門出流公式計算沖淤池出口

處在不同流量下所對應的水位

條件。如此，應可評估方案一

沖淤池最低的沖淤潛勢，提供

與主辦單位參考。 

三 3-79 

 6. p3-80 檢討方案一中的 A，B，

C 斷面位置，若能在前述之圖

中標示，將有助於日後判定和

研讀 

6.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修

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製。 

三 3-80 

 7. p3-73 有關參數校準之程序和

結果，需更明確的交待。 

7. 遵照辦理，相關成果將於期中

報告中展示。 

三 

 

3-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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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正

炎(書面

意見) 

1. 報告書封面應依水利署相關

規定製作，並建議增列計畫英

文名稱。 

1. 參照委員意見。已於其中報告

書修正。 

  

 2. 圖目錄中，圖 3.3.1 有二組圖

名不同，應修正。圖 3.7-3 缺，

或修正圖號 3.7.3-圖 3.7.5，內

文處同。 

2.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

修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

製。 

 

  

 3. 建議期中，特別期末報告之撰

寫格式。首頁為摘要及重要結

論，第一章內容包括計畫簡

述、工作項目、預期成果、工

作進度等，第二章(含)以後的

章節內容應依工作項目排序

論述，以利計畫之驗收。 

3. 將在期末成果報告內一併修

正。 

 

二 

 

2-1 

 

 4. 有關「3.1 流力三維數值模式」

一節，本計畫已進行執行階

段，不宜出現「擬」字，如「本

研究擬採用 CFX 數值模式」

等等。(P3-1)  

4. 已於期中報告修正。 

 

三 3-3 

 5. 有關「3.4.1.2 阿姆坪隧道工

程」一節中，部份內容之文書

處理再核查。(P3-42)。 

5. 排版問題，已經處理。 

 

三 P3-42 

 6. 圖 3.4.42、圖 3.4.44 中，因採

黑白印刷，故無法辨識「紅

色」、「藍色」應改進。(P3.56) 

6. 將在印製報告中注意。 

 

三 P3.56 

 7. 建議增附水工試驗模式尺寸

中相關依據，如模式比尺為若

干。 

7. 謝謝委員的指導與建議，已在

報告中增加水工試驗模式比

尺為 1/100。 

  

經濟部水

利署 

第十河川

局 

工程司 

廖本昌 

1. 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曾

建議針對阿姆坪隧道出口沖

淤段排入大漢溪河道及周邊

設施，尤其左岸高灘進行沖刷

影響分析，回覆內容則指出當

1. 將在期中報告提出相關之探

討。 

 

四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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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淤隧道以 4 公尺/秒沖淤

時，排洪隧道正進行 20 公尺/

秒洩洪，故不致對左岸高灘造

成沖擊。惟依初步防淤策略所

述，阿姆坪隧道係在豪大雨或

颱風期多餘水量排放，故此時

大漢溪河道是否有 20 公尺/秒

流速之洪水，建議應再查明確

認並將前次意見再納入探討。 

 2. 摘要部份建議依期初獲致之

成果簡要摘述。 

2. 遵期初報告書摘要加強說

明，在期末成果報告書依照水

利署慣用格式呈現。 

五 5-2 

 

 3. P3-7、8 方案(一)及方案(二)

之幾何條件內容所述相同，應

屬誤植，建請查明修正。 

3. P3-8 方案(一)及方案(二)之幾

何條件將修正於報告中。 

 P3-8 

 4. 依期初成果，阿姆坪隧道出口

段採兩種方案進行分析，如經

二種方案分析可行性低或不

可行，是否有其他因應方案。 

4.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採用的兩

種方案係已經北水局辦理的

專案計畫中完成相當完整的

評估工作，其結果應具有一定

程度的代表性，因此建議本案

不再進行其他因應方案的評

估。 

  

 5. 阿姆坪出口段方案(一)採隔牆

方式，當輪流排放時，閘門開

放者是否會受關閉閘門者迴

水影響，建議說明。 

 

5. 誠如委員所言，閘門開啟的沖

刷道確會受到閘門關閉者的

迴水影響。如詹教授的意見回

覆，本計畫係假設未開啟的兩

道沖淤池已蓄滿水，由阿姆坪

隧道匯入的入流量均由已開

啟閘門的沖淤池流出，即渠道

水位相對會最高的條件下，利

用閘門出流公式計算沖淤池

出口處在不同流量下所對應

的水位條件。如此，應可評估

方案一沖淤池最低的沖淤潛

  



 
附 1-10 

勢，提供與主辦單位參考。 

 6. 阿姆坪隧道工程下游端出口

段採二維動床模式，其輸砂模

式針對河道底床高程沖淤變

化進行分析，惟本計畫出口段

排入大漢溪前係以臨時土堤

控制泥砂蓄存，並規劃於沖淤

時破壞土堤，故本報告是否可

達該目的。 

6. 感謝委員指教。水理動床模式

無法模擬土堤破壞的動態過

程，因此本計畫在模擬時係假

設土堤已被沖毀後的情境

下，進行沖淤池的動床分析。 

  

經濟部水

利署 

謝文元 

工程司 

1. 簡報 P.26、27： 

(1)  颱風期間過庫水量比高，顯

示入庫水量”幾乎全部”可供

水庫防淤操作？石門水庫

為高水位操作的特性，導致

颱洪過庫水量高，但水庫防

淤操作須配合異重流產

生，也不是空庫排砂操作。 

(2)  石門整治後，入庫泥砂已有

減緩，對於”近幾年入庫砂量

有增加的趨勢”一詞，宜斟

酌。 

(3)  報告內宜避免以代號稱(如

A、C、D 案)。 

1. 謝謝委員指正。   

 2. 阿姆坪沖淤池以 2 方案評析，

然可預知有中隔牆(3 道閘門)

較無中隔牆之沖淤效果較

好，惟考量儘量減少操作閘門

數量（在設臨時土堤不佳

時），評析成果建議朝以較佳

沖淤寬度決定中隔牆數量或

設計型式。 

2. 阿姆坪沖淤池方案模擬，以北

水局需求為主。不再檢討隔牆

數目的影響。 

  

經濟部水

利署 
1. P.3-5 水庫營運資料，根據現場

觀測與模型試驗結果顯示，溢

1.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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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吳慶現 

洪道平均排放濃度大於排洪隧

道。因此建議考量修改「以電

廠及排洪隧道優先啟用」之規

定。 

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製。 

 2. P.3-15 表 3.3.2-5 石門水庫歷年

最大入庫洪峰統計分析成果彙

整表，由民國前 4 年~民國 99

年。建議表名改為石門水庫壩

址歷年最大洪峰統計分析成果

彙整表，字體適度放大以利閱

讀；考量補充 100 年及 101 年

資料及民國 52 年以後之年入

庫水量。 

2.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修

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製。

另相關資料將補正至民國 101

年，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3. P.3-32「新增防淤隧道及電廠防

淤工程完成後……鳶山堰取水

口之泥砂濃度有上升情形，對

供水系統影響時間會拉長」，建

議修改為「新增防淤隧道及電

廠防淤工程完成後……鳶山堰

取水口之泥砂濃度會稍微提前

發生，但是對供水系統影響總

時間會大為縮短」。 

3. 已在期初報告修正稿中予以修

正。故不再於期中報告印製。 

  

 4. P.3-66表 3.4.3各大設施的入口

流量中，排洪隧道及電廠流量

值可能有誤，請修訂。 

4. 因未加入設施計算而僅是考慮

庫區計算範圍，故計算出的入

口流量非真正流量，而僅是用

做網格獨立測試。 

  

 5. P.6-1 重要參考文獻，建議納入

P.3-26~P.3-28 所列相關參考資

料。 

5. 參考委員建議。   

 6. 大灣坪防淤隧道數值模擬有關

壓力值與模型試驗有很大差異

性，建議與理論推導複核評估

確認。 

6. 複核中，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經濟部水 1. 基本資料蒐集，請更新至 101 1. 將在期末成果報告書內更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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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柯雅卿 

年，水文分析資料是否重新分

析，建議依據計畫使用性重新

考量。 

101 年之基本資料蒐集。 

 

 2. 有關沖淤池沖淤能力分析部

分，池內淤泥之含水量及夯實

度亦為沖淤成效影響因子之

一，模擬時間將如何設定此條

件，請再補充說明。 

2. 沖淤池預計堆置的泥砂來源為

庫區斷面 16-24 間所抽取的水

庫淤泥，根據石門水庫底泥採

樣的數據顯示此區域的泥砂大

部分均屬於凝聚性沉滓，目前

石門水庫相關研究中並無現地

土樣試驗資料可供參考，因此

本計畫預計採用文獻中反映底

床壓密的經驗公式，進行模式

底床壓密參數的設定，相關成

果將於期中報告中展示。 

  

石管中心 

工程司 

徐明顯 

1. 本案基本資料蒐集正確性

高，僅部分資料需再更新，請

執行單位再行確認。另報告錯

別字稍多，請修正（例如 p3-39, 

3.4.1.2 第一段敘述，p3-42 排

版，p3-46 第四行標點） 

1. 錯別字部分已加強檢查。   

 2. 數值模擬校驗部分，建議可將

蘇拉颱風資料納入驗證，因此

次颱洪觀測數據完整且距今

較近，應可提供良好之驗證參

考。 

2. 根據主席裁決仍以艾利颱風

為主。 

  

 3. 請依據本案模擬結果提出一

最佳防淤與防洪操作運轉規

則，並請同時考慮水庫運用規

則內所列操作原則。 

3. 本計畫主要以防淤隧道分析

為主，有關於防洪操作運轉

規則建請另案辦理。 

  

 
4. 報告內部分引用資料未列於

參考文獻章節內，惟現場簡報

已完成彙整，請於報告中修

4. 將在報告中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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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5. 本案地形資料以99年DEM輸

入，可否以本局最新淤積測量

資料校正，請委辦廠商再確

認。 

5. 本計畫數值分析主要與水規

所採用 99 年 DEM 資料所完

成之水工試驗結果進行比

較，故採用相同年份之 DEM。 

  

 
6. 閘門力學及振動分析可作為

閘門操作方式之建議，爰建議

仍保留於施作內容內。 

6. 將參考委員之建議，提出於

工作會議討論。 

  

計畫課 

課長 

吳啟順 

1. 計畫簡述請再補充石門水庫

淤積情形嚴重(量化)，如水庫

運用一年 4至 5次及艾利颱風

水庫淤積 2788 萬立方公尺

等，以顯示防淤隧道工程重要

性。 

1. 請參考執行計畫書。 
  

 
2. 表 3.3.2 石門水庫淤積一覽

表，請更新至 100 年底。 

2. 石門水庫淤積資料將蒐集至

民國 100 年，相關分析結果

將呈現於期末報告一併處

理。 

  

 
3. 大灣坪隧道出口段有較彎及

渠道坡降大，水工模式試驗顯

示水流較不穩，有超高、水花

噴出渠道，後續模擬請特別注

意。 

3. 謝謝委員的指導與建議，往

後的模擬會特別注意水花的

現象。 

  

 
4. 阿姆坪隧道可能先推動，其斷

面分成上下兩段，流量、通洪

量、水位面線分析，請於報告

補充，並與水工模型結果作比

較，俾利工程計畫推動。（通

洪量要考量出口大漢溪流

量、水位、迴水影響） 

4. 已在期中報告呈現，並與水工

模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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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姆坪沖淤除加隔牆外，建議

可以加出口閘門(如倒伏式)控

制集中水流沖淤。 

5. 誠如委員所言，閘門開啟的沖

刷道確會受到閘門關閉者的

迴水影響。如詹教授的意見

回覆，本計畫係假設未開啟

的兩道沖淤池已蓄滿水，由

阿姆坪隧道匯入的入流量均

由已開啟閘門的沖淤池流

出，即渠道水位相對會最高

的條件下，利用閘門出流公

式計算沖淤池出口處在不同

流量下所對應的水位條件。

如此，應可評估方案一沖淤

池最低的沖淤潛勢，提供與

主辦單位參考。 

  

 
6. 全庫區模擬分析可放較後面

完成，重點在於阿姆坪、大灣

坪入口高程排淤濃度、效益，

並與水工模型、美國顧問分析

結果作比較。 

6. 參照委員意見並會與北水局本

計畫承辦人討論。另美國顧問

之分析結果以擬似二維模擬結

果為主。 

  

北水局 

計畫課 

工程司 

周家培 

1. 資料蒐集與分析章節內容尚不

完整，如資料年限至 97 年或

99 年，請再加強補充，並蒐集

更新至 100 年或 101 年，以符

實際。 

1. 根據決議將在期末成果報告書

內更新至 101 年。 

 

  

 2. P3-39 圖 3.4.14 顯示根據竣工

圖等文字誤繕，請修正。 

2. 文字部分已修正。 
三 3-39 

 3. P3-42 圖 3.4.18 及圖 3.4.20 等

排列不當，另文章內文字有大

小不一致情形，請修正。 

3. 已修正。 
三 3-42 

 4. P3-66 表 3.4.3 排洪隧道及電廠

鋼管入口流量時是否正確，請

再檢討。 

4. 因未加入設施計算而僅是考慮

庫區計算範圍，故計算出的入

口流量非真正流量，而僅是用

做網格獨立測試。 

三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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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3-75 每年在斷面 16-24 間文

字內容是否正確，請檢討。 

 

5. 係根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

工程可行性規劃」(2012)內容

所摘錄出來。 

  

 6. 多相流數值模擬分析，使用何

種模式，請於文章內詳加說

明，另各項使用參數、初始修

件、邊界條件等資料，宜配合

各種模擬狀況予以說明，以利

校核模擬結果之正確性。 

6. 數值模式說明請參閱第二章；

另模擬案例的參數說明，請參

閱第四章。 

  

 7. 報告內未完成阿姆坪隧道工程

流量校核，其原因為何？宜有

說明交待。 

7. 報告中有附阿拇坪隧道的通洪

量分析，但因尚未有水工模型

試驗比較，故放在網格校核的

章節內，未加強調，等水工模

型試驗結果出來，再完成校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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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2 年 06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記錄：周家培 

四、 討論(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出席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廖委員 

培明 

1. p1-1 及 p3-11 誤植部分宜修

正。 

1. 謝謝委員指正，參照委員意

見，已於報告中修訂，將 p3-11

誤植部分修正。 

三 

 

3-11 

 

 2. p3-11 及 p3-12 之表 3.2.1 及

表 3.2.2 之表名稱稍嫌太長，

宜修正。 

2.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將表 3.2.1 名稱修改為進水

口閘門全開，孔口閘門全開，

各水位之出口流量數模結果

與設計流量比較表；表 3.2.2

名稱修改為進水口閘門全

開，孔口閘門全關，各水位之

出口流量數模結果與設計流

量比較表。 

三 

 

 

 

 

 

3-11 

3-12 

 

 

 

 

 

 
3. p3-11 及 p3-12 有關不同水位

高程之模擬出口流量及設計

出口流量之差異性幾達 20

％，文中一而再的強調數模

與物模之成果甚為接近，是

否設計時採用的參數與數模

採用的參數不同所致，宜更

詳細並列比較較妥。 

3. 謝謝委員寶貴的意見，由於原

參考的「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

工程可行性規劃」的規劃書

中，對於設計流量的依據只有

描述是依照「石門水 庫操作

規定及運用要點」並無其餘詳

述所設計的依據。 

三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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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姆坪模型沖淤池之沖淤能

力分析係採用 RESED2D，而

整體之模擬係採用 3D，其界

面如何銜接宜說明清楚。 

4. 沖淤池動床輸砂模擬可以與

3D 水理數值模擬分開討論，

原因是 RESED2D 上游入口從

沖淤池出口的直線段開始模

擬，入流量為已知條件，另水

位高程則由 3D 數值模擬得

知。 

五 5-25 

 
5. 依期中報告結論有關沖淤池

中間可能會有砂丘出現，究

竟尚餘多少體積未被攜出，

在期末報告內宜敘明清楚。 

5. 遵照辦理，相關成果請參照本

修正報告第五章所示。 

  

吳祚任 

委員 

 

1. 本次展示之結果，以一維結果

代入三維（1）是否合理？一

維之結果無法展示三維細

節。（2）三維地形如何考慮其

邊界條件？（一維結果無法得

知三維地形，在入流及出流，

特別是出流，如何給定？） 

1. 期中報告部分，大漢溪三維地

形入口邊界以一維的結果代

入，但是入口的地方有給後池

堰端的流量，因為大漢溪上游

流量與阿姆坪沖淤池匯入大

漢溪流相差很大，所以出口給

定一維的結果之水位高程的

壓力邊界，這樣不會影響大漢

溪下游出口的流量。 

 

 

 

 

 

 

 

 

 

 

 

 

 

 

 

 

 

 

 

 

 
2. 目前三維暫態結果由於目前

無法驗證，但直覺並不非常有

說服力。 

 

2. 三維暫態結果並無實驗結果

驗證，但是我們計算出來的穩

態結果會從現有水工實驗進

行驗證。此外暫態模擬結果與

初始條件有很大的關聯性，將

於期末報告提出符合一般直

覺的初始條件的暫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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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些案例，如艾利颱風，是否

可與實際量測數據比對？ 

 

 

 

 

 

3. 由於現場颱風事件量測資料

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數值

模擬驗證以物模量測數據為

主。例如，在大灣坪模擬分析

與水規所物模實驗結果比對

後，將所採用之參數，應用於

其他案例研究分析，以求數模

模擬參數一致性。 

  

 

 

 

 

 

 

 

 

 

 

 

 
4. 阿姆坪流速在無隔牆時，中心

線流速較慢？（簡報 p52）邊

界摩擦為何造成流速較強？ 

 

4. 在隧道段與沖淤池交界處為

陡坡與緩坡的交界，造成交界

面下游處水深會有突增現

象，使水流直接往下游方向運

動受到較大阻力，再加上此處

為斷面突擴的渠段，造成水流

會往兩岸流動的情況。 

二 2-7 

 

 
5. 報告書中 2-9 之公式，列印品

質不佳，且未說明當中變數如

何設定？ 

5. 感謝委員指正，第二章中 2-23

式至 2-32 式與文中相關符號

原列印本質不佳部分已修

正。另數值參數選定，請參閱

2-17 式。 

二 

 

 

詹明勇 

委員 

1. 表目錄未涵蓋報告中各表單。 1. 已修正    

 2. p3-1 ～ P3.7 ，圖 3.1.1 ～圖

3.1.12 若引用其他報告之圖

說，請洽原報告取得較清晰之

圖示，若涉及結構物建模之情

形，則需依原始 CAD 設計圖

之尺寸建模才能正確模擬流

場。 

2. 謝謝委員指正，由於原報告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

可行性規劃」的規劃書之圖非

常大，所以本報告已按照原報

告展示的規格放大。 

 

三 

 

3-1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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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3-11 通洪能力之檢討，不論

水位為何，孔口是否全開，模

擬值均大於設計值，尤其是

Full open 之情形下，流量相差

高達 25％。其原因為何，應

予檢討而非僅僅要求細設檢

討。 

3. 參照「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

程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

劃專題報告」第四章相關水理

分析說明，隧道進水口的水理

初期由孔口產生臨界水流的

控制斷面，隨著流量增加轉為

孔口流態，當 Q=300 秒立方公

尺，渠道水位 EL.242.48 公

尺，約接近孔口頂版 EL.242.50

公尺，因此設定 Q>300 秒立方

公尺採孔口流計算方式來推

估流量，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能量損失估算為經驗

值，該報告也註記相關流量率

定曲線有待水工模型確認。

另，有關引水渠道之孔口流量

估算同樣有入口損失及閘槽

損失之經驗係數；溢流堰部

分，採臥簊(Ogee)堰型態，同

樣有堰流係數及 2 個中墩產生

的束縮效應影響，因此相關流

量率定曲線仍有待水工模型

確認。本計畫下一階段的工

作，將配合水工試驗結果檢討

流量率定曲線的部分，提供細

設參考。 

 3-11 

 

 4. 第四章各模擬或建模之結

果，是否可用彩色印刷，藉以

判讀結果，同時 P.4-6 之後演

算結果亦請研究團隊詳予解

說，並說明模擬結果之合理性

或應注意之事項。 

4. 遵照辦理。 四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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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4-4/4-5 ＃ 86/87(Fig 4.3.2) 

Free surface velocity 

distribution 是否合理，（若使

用 8500 秒立方公尺多的流

量，該處之速度不致多數介於

0.0～1.5 公尺/秒間）。 

5. 謝謝委員的指正，此處的入口

流量誤植，原為 3528 秒立方

公尺，已進行更正。此議題會

在期末報告分析詳述。 

四 4-4 

 6. P.5-3 之後請依科學論文慣

例，英文名詞僅出現一次即

可。 

6. 遵照辦理，依照建議修改。 五 5-3 

 7. P5-13 Case2 若出口沿沖刷池

還有 30 公尺/秒之情形，此時

之射流狀態，將會影響後續結

構設計之結果。 

7. 謝謝委員指正，經查證為抓取

答案錯誤，已重新抓取數據，

最大流量 600 秒立方公尺在沖

刷池出口約為 5 公尺/秒。 

五 5-13 

 8. P.5-15，圖 5.2.1～圖 5.2.2 與

前面若重複，請予以取消。 

8. 遵照辦理 五 5-15 

 9. 相對於簡報（P.50）若上游邊

界假定清水流，沒有來砂之情

形下，有沒有沖刷下限之設

定。 

9. 動床模式可以設定底床可沖

刷厚度，在沖淤池動床模擬中

即是以未鋪砂前的原始底床

高程處作為沖刷下限，設定每

個計算網格的可沖刷厚度。 

  

 10. P.5-21 Natural Consolidation 

(1,3,6,12 month)結果似乎相

同，再對照 Fig 5.2.3 (e) 是否

意指 Consolidation 沒有顯著

之成效？ 

10. 不同底床壓密程度均展現在

渠道中間處會有砂洲的存

在，整體底床沖淤趨勢相似，

但從圖中還是可以明顯看出

隨著底床壓密時間越久，堆置

淤砂越不易被沖刷，砂洲長度

(面積)會越大的情況，砂洲後

的沖刷深度最大差異約 0.3 

m。即底床壓密時間的程度對

沖淤池沖刷還是有影響。 

五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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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6-6/6-7 原型砂效應之討論

僅有 Fig.6.3.2 之異重流情境

表示，似乎還有進一步說明解

釋之空間。 

11. 依水資源局來函 「水北畫字

第 10205012600 號」之委辦計

畫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期限

之調整，期中工作將以阿姆坪

數模分析相關工作優先辦

理。原型砂效應在不同比尺數

模分析之討論本次報告針對

初步結果進行描述，較詳細分

析將於期末報告中討論分析。 

六 P.6-6 

P.6-7 

 12. 第七章 Steady state flow field

涉及不同界面之粗糙度，建議

納入考量。 

12. 謝謝委員寶貴的意見，將考慮

不同界面之粗糙度對流場的

影響，並在期末報告中詳述。 

七  

 13. 文中錯漏字，請詳細校勘補

正。 

13. 遵照辦理   

陳正炎委

員 

(書面意

見) 

1. 表目錄中，缺表 3.2.1、表

3.2.2，惟二表名太長不宜。（詳

內文 p3-11、p3-12） 

1.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將表 3.2.1 名稱修改為進水

口閘門全開，孔口閘門全開，

各水位之出口流量數模結果

與設計流量比較表；表 3.2.2

名稱修改為進水口閘門全

開，孔口閘門全關，各水位之

出口流量數模結果與設計流

量比較表。 

 

三 

 

 

p3-11 

p3-12 

 

 

 

 2. 圖目錄中，缺圖 7.1.7，內文亦

同，建議修正為圖 7.1.7～圖

7.1.15，另圖 7.3.1 之圖名亦太

長，應修正。（p X） 

2.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 修 正 第 七 章 圖 示 說 明

（p7-12） 

七 

 

p7-12 

 

 3. 圖 3.1.1 阿姆坪隧道工程平面

佈置圖，應補繪（1）方位（2）

比例尺（p7-1），另應刪除圖

中圖名。 

3. 已將 p7-1 上的圖名刪除

（p7-12） 

  

 4. 內文 p3-11 中，（1）孔口閘門 4.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三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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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開：「表 3.2.1」（2）孔口閘

門全關：「表 3.2.2」，誤植。 

中修正內文 p3-11 中的錯誤。   

 5. 有關「第三章之三：與水工模

型試驗比對」一節，建議補述

「水工模型試驗」之資料蒐

集，以利圖 3.31～圖 3.32 比

對。（p3-13） 

5.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目前水工

模型實驗的相關資料還未蒐

集完全，將在期末報告上補

述。 

  

 6. 有關「不同水位穩態域流場模

擬分析」一節，（1）圖 4.4.1

～圖 4.4.15（2）圖 4.4.16～圖

4.4.25 僅呈現模擬結果，未詳

加分析。（p4-6） 

6.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補述圖 4.4.1～圖 4.4.15 與

圖 4.4.16～圖 4.4.25 的分析。 

 p4-6 

 

 7. p5-3～p5-10 中，壁剪應力

（wall shear），英文專有名

稱，首次出現即可。 

 

7. 遵照辦理   

 
8. p5-15 文中，出現「參照 3.7.1.3

節」，應為誤植。 

8. 遵照辦理，已修正 
五 

 

p5-3

～ 

p5-10 

 

 
9. 圖 7.3.1 之圖名應修正，且上

方「石門……流量率定」應刪

除。（p7-12） 

9.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將圖 7.3.1 圖名修正為大灣

坪隧道網格評析計算案例出

口流量結果圖（p7-12） 

七 p7-12 

經濟部水

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吳柏翰 

1. 第五章圖 5.1.1、圖 5.1.2 及圖

5.2.1、圖 5.2.2 請將圖說適度放

大，以利閱讀。 

1. 遵照辦理，此圖已與圖 5.1.1

與 5.1.2 進行整合，亦已經放

大。 

五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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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5-25 圖 5.2.6，及 p5-26 圖

5.2.7、圖 5.2.8 請以彩色呈現圖

說。 

2. 遵照辦理  

 

 

 

 

 

 

 3. p8-3 及第九章字體太小及格式

與報告中各章節不同，建議依

水利署最新規定格式統一編

撰。 

3. 3. 參照委員意見，已於報告

中修訂 

九 

 

 

 

 

p9-1 

 

 

 

 

 4. 第七章大灣坪隧道流場分析

中，有關隧道壓力分析，可進

一步補充。 

4. 隧道壓力分析及與水工試驗

比較之壓力分析，會與期末詳

述。 

  

濟部水利

署 
第十河川

局 
工程司 
廖本昌 

1. p1-9：期中須完成大漢溪河道

#85~86 流場分析，與後文 p4-1

內容為#86~87 斷面範圍是否

一致 

1. p1-9 期中須完成大漢溪河道

#85~86 流場分析為誤植，阿

姆坪隧道與大漢溪相接之處

應為 86~87 斷面。(p1-9) 

一 

 

 

p1-9 

 

 

 

 

2. p1-9：期中須完成原型砂對現

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

分析檢討，於後文 p6-7 似僅描

述現象。建議能藉此提供分析

其意義及影響。 

2. 依水資源局來函 「水北畫字

第 10205012600 號」之委辦計

畫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期限

之調整，期中工作將以阿姆坪

數模分析相關工作優先辦

理。原型砂效應在不同比尺數

模分析之討論本次報告針對

初步結果進行描述，較詳細分

析將於期末報告中討論分析。 

一 

 

 

 

 

 

 

 

 

 

 

 

 3. p3-1：第一項第一行重複敘述。 3. 已修正 三 p3-1 

 4. p3-11 ： 第 (1) 、 (2) 所 述 表

3.4.77、3.4.78 為何？ 

4.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 修 正 內 文 p3-11 的 表

3.4.77、3.4.78 更正為表 3.2.1

和表 3.2.2。 

三 

 

p3-11 

 

 5. P3-13 第三項第一段敘述前後

相同；第(2)為孔口全關，內文

又為全開，應為誤植。 

5.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修正內文 p3-11 中的錯誤。 

三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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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3-13 及 p5-12 最後一行建議

未來在細部設計時進一步檢

討，其時機是否太晚。 

6.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修正將 p3-13 及 p5-12 建議

敘述刪除。 

三 

五 

3-13 

5-12 

 7. P4-1：所述將 100 年量測大漢

溪河道 DEM，其水下部分如何

取得？ 

7. 除了 100 年大漢溪河道 DEM

資料外，尚引用匯流點附近

CAD 地形圖資料來修正河道

內水下的高程，以及阿姆坪與

大漢溪銜接處的地形高程 

四  

 8. P4-3：所述”表 1”為何？建議說

明。 

8. 已將表1改正為表4.2.1（p4-3） 四 4-3 

 9. P4-4~4-5：阿姆坪隧道流至大

漢溪河道之流場分析，建議，

應將隧道沖淤效率、水力下降

率，併同考量水庫洩洪時機做

整體考量。另隧道流至大漢溪

時，其流速造成河道之影響，

亦涉及地質及河道橫向沖刷，

是否造成沖刷坑疑慮。如河道

下降對沖刷池結構亦產生安全

問題；如河道水位高漲，是否

造成隧道倒灌，建議應詳予評

估。 

9. 阿姆坪放淤對大漢溪下游河

道的動床模擬已由另外的計

畫執行中，本計畫主要探討沖

淤池出口與大漢溪匯流口的 3

維細部水理流況。相關資料將

於期末報告作必要的更新。 

四  

 10. 沖刷池沖刷效率與淤泥連續性

黏滯力相關性，及抗沖刷力之

假設合理性，建議補充說明。 

 

10. 誠如委員所言，沖淤池沖刷效

率與淤泥特性有關，理論上應

採用現地淤泥特性試驗分析

結果設定相關模擬參數，但在

目前石門水庫均無針對水庫

淤泥特性進行試驗分析的情

況下，本研究目前係參考文獻

中的經驗公式，盡可能合理設

定相關模擬參數值，相關經驗

公式請參照 p.5-16 所示。 

五 5-16 

 11. P5-11 與 p5-15 內容是否有必

要重複。 

11.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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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第五章分析各淤泥厚度沖刷效

率，涉及沖刷時間與水庫洩洪

時機，即可能受主流水位影響

阻沖；建議，應一併考量。 

12. 若發生阿姆坪沖淤池的阻沖

效應，則不利於泥砂的放淤，

將期末報告中說明發生阻沖

效應之大漢溪流量。 

五  

 13. P6-3：防洪運轉操作本計畫設

計流量 1600 秒立方公尺，依

現行已有變化，建議注意。 

13. 防洪運轉操作本計畫設計流

量引用自「石門水庫大灣坪防

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

告」。另，將於後續工作會議

檢討變化情形。 

六 6-3 

石管中心 

徐明顯 

工程司 

1. 本案報告內部分數值模擬及

不確定分析相關名辭，建請於

報告中簡易說明，以利非此專

長之讀者閱讀（穩、暫態）。 

1. 穩態流即為穩定流，暫態流即

為變量流，已完成修正。另外

不確定分析結果將於期末報

告完整呈現，此時再一併處

理。 

四 

 

 

p4-1 

 

 

 2. 報告內多次使用「入流量」字

眼，惟其意義不盡相同，時為

「石門水庫入流量」，時為「阿

姆坪模型入流量」，又為「大

灣坪模型入流量」，建請於報

告中標示清楚以利說明。 

2. 謝謝委員提醒，將在期中的正

式報告中詳細細說明石門水

庫入流量、阿姆坪模型入流量

及大灣坪模型入流量的說

明，並標示清楚。（p5-2） 

五 

 

p5-2 

 

 3. 本案為數值模擬及不確定

性，惟模擬及分析過程中，是

否可請執行單位以模擬結

果，提供往後操作方式之大方

向，以供參考。 

3. 本案將於期末總報告時，提出

整體的模擬結果，可供往後操

作方式之大方向參考。 

  

 4. 有關沖刷能力分析部分，沖刷

時間結束後堆置泥砂剩餘部

分，應如何規劃清除，建請執

行單位協助提供作業方案（ex. 

延長沖淤時間等）。 

4. 沖刷時間結束後堆置泥砂的

清除問題較偏屬工程手段面

向，非本計畫工作範圍內，建

議可另案辦理。 

  

養護課 

工程司 

林煒傑 

1. 有關阿姆坪沖淤能力分析部

分，因水庫淤泥係高黏滯性、

低透水性之黏土，含水量影響

泥水流動性甚鉅，經過壓密，

1. 誠如委員所言，淤泥特性係為

模擬參數設定的重要參考依

據，但在目前石門水庫均無針

對水庫淤泥特性進行試驗分析

五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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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亦有所差距，故建議考

量水庫淤泥（無價料）特性進

行分析，以符合實際。 

的情況下，本研究目前係參考

文獻中的經驗公式，盡可能合

理設定相關模擬參數值。相關

經驗公式請參照 p.5-16 所示。 

 

 

 

 

計畫課 

吳啟順 

課長 

1. 第一章前言一、計畫緣起與目

標，第二段「既有設施更新改

善後……」前面請加「石門整

治計畫」，另 1-3 頁指出「而

阿姆坪隧道之操作係利用豪

大雨或颱洪期間多餘水量排

放，且應於水庫調整性洩洪或

異重流尚未達到時操作，故其

僅有防淤之效能」與 P3-12 出

口流量比較表，250.22 水位流

量模擬 645 秒立方公尺，設計

600 秒立方公尺，對於氣候變

遷水庫 PMF 可能不足，增加

600 秒立方公尺可增加水庫安

全，上述報告呈現，請酌修。 

1. 相關文字已經補充或刪除。 一 

三 

 

 

 

 

 

 

p1-1 

p1-3 

p3-15 

 

 

 

 

 2. 後續結構固力，振動分析，限

於本計畫尚未進入基設，細設

階段，針對水工構造物尺寸須

確定問題請盡快提出，建議可

以由聯合大地蒐集提供類似

閘門設計圖，象鼻管引水管可

以參考南水局廠商施工規

劃，以凹槽加水中混凝土固定

結合。 

2. 將配合北水局相關資料的提

供進行後續分析。後續在工作

會議中可再進一步確認可提

供的項目。 

  

 3. 阿姆坪入口流量模擬部分，請

補圖(3D 或 2D)及依不同水位

孔口閘門操作規則。 

3. 謝謝委員寶貴的意見，已在第

四章「不同水位穩態域流場模

擬分析」補述。 

  

 4. 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河道

#86~87 斷面幾何與網格建

置，河道部分網格建議可以放

4. 將於期末總報告時，放入

100、200 年頻率洪水流量、

水位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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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惟要包含河道兩岸護岸，

另請注意水庫放流，河川

100、200 年頻率洪水流量、水

位，是否影響沖淤池沖淤情

形。 

 

 
5. 流場分析請特別注意如下：

(一)大灣坪隧道流況水工模型

發現在轉彎段有超高及水流

態不穩情形。(二)阿姆坪隧道

出口溪州公園渠道流是否穩

定，有振動問題? 

5. 謝謝委員提醒，會在模擬中特

別注意此問題。 

 

  

 
6. 阿姆坪沖淤池附圖不清楚

(5-15，5-16) ，重要尺寸，高

程，牆高，土堤高程，河道高

程等，請特別標示。 

6. 相關圖說已經盡可能放大。 

 

五 P5-15 

 
7. 第六章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

與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

討，請補充說明分析檢討目

的，作法，分析檢討部分請再

加強。 

 

7. 依水資源局來函 「水北畫字

第 10205012600 號」之委辦計

畫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期限

之調整，期中工作將以阿姆坪

數模分析相關工作優先辦

理。原型砂效應在不同比尺數

模分析之討論本次報告針對

初步結果進行描述，較詳細分

析將於期末報告中討論分析。 

六  

 
8. 報告書部分字體大小不一，如

P8-3~P9-1。 

8. 已修正 
八 

九 

P8-3 

P9-1 

 
9. 大灣坪挑流工射流距離，請補

充說明及可能淘刷坑深，

P7-13，P7-15。 

9. 將於期末總報告時，討論挑流

工射流距離，及底部承受的壓

力分析。 

七 P7-13

P7-15 

計畫課 

周家培 

1. 期中報告書表格宜有抬頭註

明，以利閱讀對照。 

1. 遵照辦理 
  



 
附 1-41 

工程司 

 
2. 期中報告 P3-14，圖 3.31-3.32

緃座標示位置不當，請修正。 

2.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期中報告

中修正圖 3.31-3.32 緃座標示

位置。 

三 3-14 

 
3. 依修正期中工作項目內容含

阿姆坪模型流速場分析 (暫

態)：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

隧道段、隧道出口段、沖淤渠

道段及水庫後池堰至大漢溪

河道#85~86 斷面等區域流場

模擬分析，但由期中報告及簡

報資料顯示，僅有阿姆坪隧道

至#86~87 斷面及進水口段初

步模擬資料，無水庫後池堰至

大漢溪河道#86~87 斷面模擬

資料，請補充。另阿姆坪模型

流速場分析(穩態)，亦僅有初

步速度分布與自由液面分布

圖，未有詳細說明模擬初始條

件、邊界條件、模擬參數及模

擬結果之各區段間之速度值

與壓力值，請加強補充。 

3. 因為沖淤池銜接大漢溪的目

的，主要探討匯流口的水理，

因此實際處理時為了簡化大

漢溪河道三維範圍以降低計

算量，所以僅考慮斷面#86~87

斷面，另後池堰至斷面 87 則

以 1 維演算結果，當做三維斷

面 87 的上游邊界條件。至於

後池堰至斷面 87 是否採用 3

維模擬的必要性，將於後續工

作會議中提出討論。另，已在

期中報告中第四章「不同水位

穩態域流場模擬分析」補述模

擬初始條件、邊界條件、模擬

參數及模擬結果之各區段間

之速度值，壓力部分將在期末

報告中詳述。 

四 

 

P4-6 

 

 
4. 依修正期中工作項目內容含

阿姆坪模型沖淤能力分析-(a) 

有閘門及土堤(b) 淤泥層厚度

等情況模擬，但由期中報告及

簡報資料顯示，似僅有方案一

有初步成果資料，無方案二及

方案三模擬成果資料，請補

充。另沖淤能力分析，請以列

表說明各方案邊界修件、初始

修件、模擬參數、沖淤時間及

模擬沖淤量等資料，以利各級

人士瞭解。 

4. 因考量動床模擬之計算量以

及優先案例（方案一與方案

二）之因素。沖淤池模擬部分

優先完成預定的方案一與方

案二模擬工作，方案三部分將

於期末報告中展示。方案一與

方案二模擬成果請參照第五

章所示，模擬條件列表請參照

p.5-19 表 5.2.2 所示。 

五  

 
5. 依修正期中工作項目內容含 5. 依水資源局來函 「水北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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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

比例尺之差異分析檢討，但由

簡報僅有 1 張資料顯示，實難

以評估模擬差異性，請就模擬

結果具體說明模擬初始修

件、邊界條件、模擬參數及原

型砂與模擬砂差異數據，俾提

供水工模型試驗之參考。 

第 10205012600 號」之委辦計

畫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期限

之調整，期中工作將以阿姆坪

數模分析相關工作優先辦

理。原型砂效應在不同比尺數

模分析之討論本次報告針對

初步結果進行描述，較詳細分

析將於期末報告中討論分析。 

 
6. 依修正期中工作項目內容含

大灣坪模型流速場分析 (穩

態)：包括大灣坪隧道象鼻引

水管段、進水口段、豎井段、

隧道段、隧道出口段、出水段

及後池區域流場模擬分析，但

由期中報告與簡報資料顯

示，僅有流量率定、進水口速

度、  入口隧道壁壓，無其他

區段流速及壓力模擬成果分

析，請補充全隧道模擬分析結

果，以利瞭解大灣坪清淤能

力、效果及對後池影響情形。 

6. 由於已經完成大灣坪隧道的

通洪流量分析，所以期中報告

已確實完成大灣坪模型流速

場分析(穩態)，相關重要位置

的流速場與壓壓力場模擬結

果請參閱第七章。此外由於水

規所目前正全力衝刺阿姆坪

隧道的物模試驗，因此大灣坪

的物模試驗與模擬結果的詳

細比對分析，將於期末總報告

呈現。 

 

二四 

 

p2-4 

p4-3 

結論： 

1. 分析之工具請再加強說明其優點及特色，另各分析的案例請就初始、邊界條件或引用參數等

應詳實交代。 

2. 至期中階段分析的成果，請執行單位再務實加強論述及呈現;另阿姆坪沖淤池水工模型請水規

所儘快作業完成，以利數值模擬相關的驗證工作。 

3. 本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後續工作仍就相關的條件及分析的成果，請儘量與規劃設計單

位、水規所及本局相關同仁充分的溝通，務實的進行。 

4. 本計畫部分工作未來配合基設的進度需適切的調整，請執行單位與本局計畫課依契約規定，

並就實際需要，依序辦理相關作業。 

5. 未來就教育訓練的課程內容請與本局計畫課商討，建立共識後進行；另講授對象優先考量水

利署水源組、水規所、中、南、十河局及本局同仁為主。 

6. 未來期末報告格式請依水利署及本局規定調整，另期末成果請補充摘要，以摘錄各章節重點、

重要數據及圖表為原則，並配合下階段的工作亦請做務實及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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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中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請依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研處，於期末報吿有所回應。 

8. 請執行單位於本會議紀錄文到兩周內修妥期中報告，並送修正稿乙式 3 份至本局計畫課審定

後，再辦理本期撥款手續。 

9. 未來配合水規所辦理中之阿姆坪冲淤池水工模型試驗的階段性成果，請執行單位積極趕辦相

關驗證及模擬工作，並請本局計畫課適需要辦理工作會議，必要時邀委員與會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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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末報告（一）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0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記錄：周家培 

(四) 討論(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出席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經濟部水

利署 

工程司 

江俊生 

1. 所提期末報告內容豐碩且模

擬情境相當多，為利後續工程

計畫陳報及設計參考，建議定

案報告宜有全段防淤隧道(含

沖淤池出口與大漢溪界面)之

水理、流場及排砂與清淤效益

作重點說明，以呼應計畫目

的。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請參閱第四章及第五章。 

四 

五 

 

 2. 原所模擬矩型斷面及以淤泥

平鋪之沖淤池沖淤效果似不

甚理想(連續 3 日以 600 秒立

方公尺流量沖 9.45 萬噸淤

泥，沖淤率約 50%)，考量其

來水的特性(含砂濃度)及待

沖之淤泥特性(膠結或固定程

度)影響模擬結果甚大，該模

擬條件宜於報告內敘明。 

2. 遵照辦理，模擬條件已說明如

表.7.3.9-表 7.3.10 所示。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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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沖淤池目前工程布置及效

益尚待確定，後續如何提昇沖

淤效能，包括調整沖淤池工程

布置、或沖淤前以擾動降低膠

結力或開設沖刷溝等方式，建

議本計畫加以協助模擬及策

略建議。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沖淤池

的坡度提高至超臨界流流況，有

助於泥砂的沖刷條件。 

七  

經濟部水

利署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工程司 

吳慶現 

1. 報告 P.1-7 至 1-8，P.1-11 至

1-12 考量增列表名或圖名，

其中進度甘特圖彙整於一頁

以利閱讀。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一 

 

 

 

 

 

 

 

1-7 

 

 

 

 

 2. 報告 P.1-14 圖 1.4.1 考量 A4

橫列範圍至後池堰，比例尺適

度放大。報告 P.1-15 表 1.4.1

「五、發電」考量配合圖 1.4.1

增列為「排砂隧道」及「電廠

二期工程」。 

2.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二 2-3 

 3. 報告 P.1-27 表 1.4.7 其中缺少

民國 100 年最大洪峰流量，所

列 100 年及 101 年數據應為

101 年及 102 年，請再確認。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完成

修正。 

二 2-14 

 4. 簡報 P.28 大灣坪隧道流場數

值分析，考量通過弧形閘門為

孔口射流為明渠流狀態，閘室

至標高319m為通氣空間應無

需建置格網。 

4. 大灣坪三維數值模擬分析採用雙

相流模擬，明渠流為水及空氣兩

相流體的流動，所以通氣空間也

必須建置網格，才可以計算空氣

流動的現象。 

  

 5. 簡報 P.37 大灣坪隧道流場數

值分析，防淤泥砂濃度分析中

建議考量不同渾水層高度對

象鼻引水鋼管壓力分布之影

5.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在防淤

泥砂濃度分析中，考量不同水庫

水位高度，均假設為均勻渾水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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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6. 簡報 P.61 阿姆坪隧道流至大

漢溪河道之流場分析，考量未

來沖淤池內淤泥堆置高程，與

不同洪水位之關係，其產生大

漢溪流場進入沖淤池之河道

流量。 

6. 阿姆坪隧道流至大漢溪河道之流

場分析以定床模擬為主，並沒有

考慮沖淤池動床模擬與大漢溪的

匯流模擬。 

  

 7. 簡報 P.66 及 P.67 三、原型砂

對現場比例尺與模型比例尺

之差異分析檢討，考量列表比

較兩者異重流頭部通過各斷

面之時間及各斷面間運移平

均速度；另一方面比較兩者重

要斷面在不同時段之流速剖

面與濃度剖面。 

7. 將於期末報告（二）作進一步的

分析。 

六  

北水局 

石管中心 

工程司 

李永安 

1. P1-41 第 7 行描述中庄調整

池，目前正在規劃設計階段，

建請修正為目前正施工中，以

符現況。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二 2-28 

 
2. P3-21 以 3 種水位高程模擬及

分析大灣坪隧道各結構重要

斷面水理分析數據，其中

EL242.6m 之 入 口 流 速 較

EL240m 低甚多，EL245m 時

又高甚多，但壓力值卻相當似

不合理，建議就各表間之變化

加以分析說明。 

2.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在期末

報告二中已做修正，請參考第四

章中表 4.3.3～表 4.3.6。 

四 4-19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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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3-27 表 3.4.7 內 z 方向為水

庫靜水壓之作用力，惟為何高

水位之作用力低於低水位，建

請 加 以 說 明 ， 另 表 內

EL242.6m 之總作用力單位有

誤，請加以修正。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經在

期末報告（二）中作詳細的說明。 

三 3-27 

 
4. 大灣坪隧道流體進入後池

後，如加上溢洪道及排洪隧道

運轉操作，將使得後池流況更

為混亂，後續恐需針對後池流

況加以研析，以確保護岸及週

邊結構物之安全。 

4.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建議後

池應有整體的後續研究。 

  

 
5. 結果與討論 7.8 與 10.11.重

複，請修正。 

5.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6. 阿姆坪隧道沖淤池無隔牆方

案有較好之輸砂能力，操作亦

相對簡單，建議應朝向此方向

研析改良方式，並加以模擬。 

6. 已由設計單位提出方案進行數值

模擬，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 

  

 
7. 整體模擬沖淤效益僅 50％～

60％之間，應重新檢討計畫目

標或以模擬可達計畫目標之

沖淤量反算所需之沖刷流量。 

7. 數值模擬的沖刷比效益跟凝聚性

土壤沖刷係數有關，已經完成臨

界沖刷剪應力之敏感度分析。目

前模擬已採最大設計流量 600 秒

立方公尺進行分析，考量經濟、

工程施工等實務面限制下，要再

增加沖刷流量恐不容易，因此進

行增加沖刷流量的模擬意義可能

不會太大。 

  

 
8. 結論內多為阿姆坪隧道研析

成果，大灣坪隧道之討論甚

少，基於合約履行，建議仍加

以撰述。 

8.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請參閱第四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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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本計畫已改變期程，原期末

之期限應已不存在，或許本次

報告應為期中報告（可加次

數），否則可能為部分驗收，

未來如與期末審查意見相左

時，恐有認定上之問題存在。 

9. 本次報告為期末報告（一）。 
  

北水局 

計畫課 

課長 

吳啟順 

1. 表 1.4.1 石門水庫主要工程數

據，請補排砂隧道(即電廠防

淤一期工程)。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二 

 

 

2-3 

 

 

 

 

 
2. 阿姆坪隧道入口，可能配合水

庫能於 EL245 公尺洪水位時

即能達 600 秒立方公尺放水

量，以增加洪峰前放流水量，

增加沖淤池淤泥沖淤量，後續

報告請配合模擬分析。 

2.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請參閱

5-4 節。 

五 

 

 

 

 

 

 

 

 

 

 

 

 

 
3. 第五章1/100模型艾利颱風事

件模擬庫區水面及底床泥砂

濃度分布，圖 5.3.1 及 5.3.2，

請補不同顏色濃度 ppm 值，

及重要現象於圖上已箭頭及

文字標示說明，另請補艾利颱

風入庫流量曲線。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艾莉颱

風的水庫進水量，請參閱表 6.2.2。 

 

六 

 

 

 

6-7 

 

 
4. 阿姆坪沖淤池原規劃模擬效

果不佳，現正進行調整佈置、

斷面、坡度，希以較高流速集

中沖淤，後續報告請配合模擬

分析。 

4.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在期

末報告（二）中撰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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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年蘇力、潭美颱風水庫進行

排砂隧道操作，各放水口濃度

及不分層泥砂濃度監測，蒐集

非常完整資料，可供模擬分析

比較，如過庫泥砂、排砂比、

異重流、渾水層，後續報告請

多著墨。 

5.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本計畫

原型砂在模型比尺與現場比尺的

比較，以模型試驗成果為主要比

較的依據。 

  

 
6. 報告附有很多模擬成果圖，相

關重要現象尚須多說明，如於

圖上已箭頭及文字標示說

明，及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如灣

流超高、流況不穩、水花、斜

交波等，報告請補充。  

6.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北水局 

計畫課 

工程司 

周家培 

1. P3-10、3-14「牛流頓流體」，

定義正確嗎？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修正。  

 

 

 

 
2. P3-19 圖及報告中其他章節

三維圖，請補附三維座標指

示，以利核對壓力場作用力

是否正確。 

2.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遵照辦

理。 

 

 

 

 

 

 

 
3. 表 3.4.3~3.4.6 出現高水位，

但剖面流速卻有低流速情

形，請查明。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修正。  

 

 

 

 
4. 4.. 表 3.4.7作用力分析表內

容，似不符一般壓力邏輯觀

念，請檢討。 

4. 謝謝委員的指教，表 3.4.7 作用力

分析表內容為流場對整個系統的

作用力，並非流體對隧道底部的

做用力（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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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灣坪三維多相流數值模

擬分析之流速場分析(穩態

及暫態)，應包含象鼻引水管

段、進水口段、豎井段、隧

道段、隧道出口、出水段及

後池模擬分析，請依契約提

出模擬後之水理分析，故應

分析各種不同流況下射流

進入後池距離及對後池左

岸影響程度，另與溢流道、

電廠排砂道、電廠尾水及排

洪隧道等水流混合之後池

水理分析。 

5. 5.謝謝委員的指教，在期末報告

（二）中，已經把大灣坪三維多

相流數值模擬分析之流速場分析

(穩態及暫態)，應包含象鼻引水

管段、進水口段、豎井段、隧道

段、隧道出口、出水段及後池模

擬分析等契約內容完成。 

四 

 

 

4-1 

 

 

 

 
6. 阿姆坪三維多相流數值模

擬分析之流速場分析(穩態

及暫態)，應包含隧道進水口

段、隧道段、隧道出口、沖

淤渠道段及後池堰至大漢

溪河道#85 斷面等區域流場

分析。請依契約提出模擬後

之水理分析，故應包含前述

模擬後各斷面之水速、水

深、壓力等分析成果，請一

表列補充說明。 

6. 請參閱第五章內容。 五 

 

 

5-1 

 

 

 
7. 原型砂對現場比例尺與與

模型比例尺之差異分析，建

請補充不同時間及不同空

間差異分析。 

7. 請參閱圖 6.3.6-圖 6.3.8。 六 

 

 

6-13 

｜ 

6-15 

 
8. 表 6.2.5~6.2.8沖刷體積單位

錯誤，請修正。 

8.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已修正。   

 
9. 過庫泥砂應針對大灣坪隧

道於不同流量下之排砂效

益評估分析，以利與水工模

型試驗結果，進行驗證比

9.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指教，本計畫

已完成過庫泥砂分析，可供後續

水工模型試驗完成後，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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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利校核模擬及試驗成

果。 

比對。 

結論 1. 請依據各與會單位代表意見修正期末報告(一)內容，修正後之內容一併附於期末

報告(二)提出。 

2. 本計畫因配合阿姆坪基本設計及水工模型試驗，而辦理履約期限展延，在不增加

契約金額之情況，工作內容進度宜配合前揭因素進行調整；另本局無法提供大灣

坪基本設計圖說，故大灣坪流力及固力整合分析無法辦理，請本局計畫課與國網

中心研商於不增加及減少契約金額之情況下，進行相關工作內容調整，以符實需。 

3. 本計畫未來如有需要，宜加開工作會議檢討，以利後續工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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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期末報告（二）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一) 時間：103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本局第 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蔡課長秉儒代                            記錄：魏文駿  

(四) 審查意見： 

出席 

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廖培明 

委員 

1. 報告為何是期末報告(二)，是

否有期末報告(一)？ 

1.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在成

果報告中描述計畫展延過程。 

一 

 

1-8 

 

 2. 摘要一重擬，將報告書內容重

點及成果圖表均列入俾利讀。 

2. 謝謝委員指正，已重擬摘要。 摘要 

 

 

 3. 結論一全部重擬，部分摘錄至

摘要內，至於本次模擬成果宜

分成大灣坪隧道案及阿姆坪

隧道案，分別作模擬結果作結

論。 

3. 謝謝委員指正，已重擬結論，

請見第九章。 

九 

 

9-1 

 

 4. 宜增加建議，針對本計畫研究

之結果提供後續尚待處理或

研究之課題。 

4. 謝謝委員指正，已重擬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九 

 

9-1 

 

 5. P1-1 計畫緣起與目標宜分開

敘述，至於計畫目標宜參考簡

報資料或 P7-22 之第二段及第

三段方式描述。 

5. 謝謝委員指正，已重擬第一章

前言的內容。 

一 P1-1 

 6. P1-3 既然工作會議已取消之

工作項目內容不宜再出現。 

6. 謝謝委員指正，已做修正。 一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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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1-9(二 )期末報告 (一 )之變

更，文敘宜修正。 

7.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請

參考 P1-15 中的第二次變更：

期末報告（一）之變更。 

一 P1-9 

 8. P2-14 有關 100 年及 101 年之

最大洪峰流量不宜用到小數

點以下。 

8. 謝謝委員指正，已在表 2.2.6

石門水庫歷年最大入庫洪峰

統計分析成果彙整表中修正。 

二 P2-1

4 

 9. P2-17 依文敘相關入流量歷線

如何應用在本計畫模擬使用。 

9. 謝謝委員指正，已經在報告書

中撰述，本計畫將蒐集集水區

氣象與水文資料，以獲得各場

颱風、豪雨事件之雨量資料，

尤其是近年來的強降雨事

件，以反映可能因氣候變遷影

響所導致降雨集中的趨勢，並

透過降雨逕流分析求得各重

現期距入庫流量歷線，作為計

畫執行之用。 

二 P2-1

7 

 10. P2-21如圖 1.4.7相關資料在何

處？ 

10. 謝謝委員指正，此圖 1.4.7 為

誤植，以修正為圖 2.3.1。 

二 P2-2

1 

 11. P2-22 文敘宜酌修，以本次模

擬分析之可靠性作描述即可。 

11. 謝謝委員指正，已經在報告書

中撰述。 

二 2-22 

 

 12. P3-1有關ANSYS CFX適用在

本案之模擬宜以和其他不同

模式之比較再作結論。 

12. 謝謝委員建議，在水利計算中

常用的軟體（ANSYS CFX、

ANSYS Fluent 和 Flow3D）

中，各有優缺點，上節闡述各

軟體模式之優缺點，CFX 軟體

具有世界公認最完整、可靠且

穩定的多相流模型系統，可以

模擬離散相與連續相間相互

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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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質量、動量與能量的傳

遞問題，例如在不同介質流體

的接觸面上可以處理多相流

體的容積分率。因此，CFX

相當適合用在多相流體水理

與輸砂分析中有自由液面（氣

液兩相）及其它水理相關議題

的數值模擬。且 CFX 操作簡

單、容易將不同網格結合在一

起計算，節省網格計算製作時

間。在閘門、象鼻管等結構物

附近或是流場變化較劇烈區

域，規劃設計不同密度網格，

這是 Flow 3D 無法做到的。有

關 CFX 適用在本案之模擬宜

以和其他不同模式之比較。請

參考報告中 3-1三維數值模式

之發展與應用與 3-2三維多相

流數值模式與選用。 

 13. P4-11表 4.1.2不同的網格數及

網格種類出口流量有異，然何

者為真值如何定？ 

13. 表 4.1.2 顯示為不同網格數的

計算結果，此為驗證網格的獨

立性，目的在於確保不同網格

數，計算出來的數值結果為一

致性。並此結果與水工實驗結

果比對，結果相近。 

四 

 

4-11 

 

 14. P4-14表4.2.1參數之驗證校準

如何做進行宜較詳細說明，且

參數之敏感度亦請一併交待。 

14. 表 4.2.1 名稱改為紊流 k-ε模

式參數值列表。  

四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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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4-15表4.2.2有關設計流量估

算之背景資料及參數宜簡述

之。 

15. 謝謝委員建議，報告中已有三

維數值模擬分析的物理數值

條件及庫區水位 

四 

 

4-15 

 

 16. P4-17圖4.3.1系本計畫相當重

要之成果，是否宜更詳細係數

比較且與原設計流量作比較。 

16. 有關 CFX 適用在本案之模擬

宜以和其他不同模式之比

較。請參考報告中 3-1 三維數

值模式之發展與應用與 3-2三

維多相流數值模式與選用。 

四 

 

4-17 

 

 17. P5-1 何 來 期 中 工 作 內 容

含……？ 

17. 謝謝委員指正，此為誤植，已

做修正。 

五 5-1 

 18. P5-16 出口流量何者為真，才

能做確定採用之網格數。 

18. 謝謝委員建議，P5-16 網格獨

立性分析是在藉由不同網格

大小的計算中，找到不再因為

網格大小影響計算結果的網

格大小設定，因此根據表 5.1.1

當網格大小 max. size=1.2, 

min. size=0.6 與 max. size=1, 

min. size=0.3 所計算出的出口

流量已經一致時，便選擇 max. 

size=1.2, min. size=0.6 當做此

案例的計算網格設定，因此出

口流量為 212 秒立方公尺為

真。 

五 

 

5-16 

 

 19. P5-17~P5-20 與建議 14 同。 19. 謝謝委員指正與建議，紊流參

數如表 4.2.1，紊流 k-ε模式

參數值列表。 

五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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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P5-58 有關本案率定，Flow3D

及損失係數方法估算各方法

之背景宜交待才能作比較。 

20. 謝謝委員提醒，已於 P5-58 修

正。 

五 

 

5-58 

 

 21. P 6-7 之表 6.3.2 模擬選用參數

是否有檢定驗證，宜作較詳細

敍述。 

2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所採用

之數據與參數引用來源以於

報告中增列。 

參考

文獻 

 

R-3 

 

 22. P7-18 及 P7-19 為何不同方案

則表 7.2.3 及表 7.2.4 為同均一

樣宜釐清。 

22. 此為誤植，已做修正。 七 

 

7-16 

 

 23. Page7-34 敍述宜酌修，以計畫

之需求作論述。 

23. 遵照辦理，已篩除不適當的語

句，修正結果請參照 p.7-38

與 7-49 所示。 

七 

 

7-38 

7-49 

 24. 有關阿姆坪方案放在沖淤池

之泥砂 600 秒立方公尺 3 天

無法排除之量體如何處理，宜

交待。 

24. 誠如委員所言，沖淤池內無法

排除泥砂如何處理確實是相

當重要的問題。但因本計畫沖

淤池模擬方案均為規劃過程

的研擬方案，建議待未來方案

確定後再來探討此問題。至於

無法排除淤砂的處理問題，應

等到方案確定後再行探討 

  

 25. 教育訓練成效如何要交待。 25. 謝謝委員提醒，已完成教育訓

練，相關成果如附錄八所示。 

附錄

八 

 

 26. 報告內尚有部份誤植修正稿

時一併修正。 

26.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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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克家委

員 

 

1. 中文摘要前二段宜再精簡，另

應擇要納入本計畫之重要成

果，且缺英文摘要。 

1.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並

已加入英文摘要。 

摘要 

 

 

 

 

 

 2. 結論與建議嫌雜亂無序，建議

區分大灣坪及阿姆坪隧道作

較有系統之成果綜整。 

2.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九 

 

9-1 

 

 3. P1-9 所述之期末報告(一)及

(二)之關聯性宜有說明，另本

計畫宜有總報告。另報告中提

及多篇參考文獻未列入參考

文獻中，宜補入之。 

3. 謝謝委員指正與建議，已在

P1-15中的第一及二次變更的

章節中說明。 

一 

 

1-15 

 

 4. P3-9 之三維含砂水理模式是

否為 CFX 數模中之一模組，

宜加以說明。另各專有名詞之

英文註明，其字母第一個之大

小寫，宜前後一致。 

4. 三維含砂水理模式為 Flow3D

之模式。 

  

 5. P4-47 表 4.3.2 及圖 4.3.1 中，

可看出三維數模之大灣坪隧

道出口流量均低於物模之量

測值，其可能原因宜有說明。 

5. 三維數模擬通洪分析出口流

量，水位高 242.6m 模擬計算

流量與設計流量相差 15%，

在水位高 250.5m 模擬計算流

量與設計流量相差 7.4%左

右。但是與水工試驗做比較，

在水位高 242.6m 模擬計算流

量卻很接近。模擬結果的出口

流量皆在設計流量與水工試

驗結果之間，較接近水工試驗

結果。庫區水位高 242.6m 的

隧道出水口流量幾乎就在

四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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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模型實驗結果範圍裡。 

 6. 圖 4.4.1 大灣坪隧道之水庫水

流與含砂濃度模擬之合理

性，建議有所評估。 

6.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從含

砂濃度模擬，建立排砂道出流

量與濃度及水庫水位高程的

關係式，以作為增設洩洪道泥

砂通量計算的根據。本計畫實

際參訪水工試驗操作過程，瞭

解在試驗過程中，渾水的泥砂

濃度衰減率極小(小於 5％)，

泥砂的沈降效應並不顯著，因

此在三維數值模擬的處理

上，應以空氣-渾水二相流來

進行處理，其中渾水部分則以

水砂之混合密度的方式來進

行模擬計算。將數值模擬不同

水庫水位高程與不同泥砂濃

度的案例，以迴歸建立渾水流

量關係式，作為後續排砂量分

析使用。 

四 

 

4-36 

 

 7. 表 5.4.2 缺流量單位(秒立方公

尺)，另由該表中可知本報告

在高水庫水位時之流量較

FLOW3D 及損失係數方法為

高，其合理性宜有所評估。 

7.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加入流

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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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7-14 沖淤池變更設計三維數

值分析，由表 7.2.3 可看出在

斷面 x=4090m 處之質量守恆

較差，其可能原因宜有所說

明。 

8. 謝謝委員指正，在表 7.2.3 看

出在斷面 x=4090m 處之質量

守恆較差，原因是在 x=4090m

為進入隔板的前端，水流撞擊

隔板，此處的流場較為混亂，

易有氣液交互現象，因此有可

能是在積分液體的流量時造

成的誤差。 

  

 9. 在沖淤池沖刷模擬部份，簡報

中提及方案三及四，此二案並

末在報告敍述，建議報告再作

更完整之敍述；另由表 7.3.10

之方案一及二物模與數模結

果之比較，有頗明顯之差異，

建議就其差異原因有較具體

之評述。 

9. 遵照辦理，方案三、四的說明

請參照報告 p.7-26 所示。 

遵照辦理，物模與數模差異性

原因已補充說明如 p.7-48~49

所示。 

七 

 

7-26 

 

 10. ANSYS 數模無法模擬庫底底

床泥砂沖淤量，其可能之影響

宜有所說明，此將影響過庫泥

砂之不確定性分析結果；另排

砂效益之評估不易，建議改

為”排砂效果”。 

10. 謝謝委員建議與指正，本計畫

實際參訪水工試驗操作過

程，瞭解在試驗過程中，渾水

的泥砂濃度衰減率極小(小於

5％)，泥砂的沈降效應並不顯

著，因此在三維數值模擬的處

理上，應以空氣-渾水二相流

來進行處理，其中渾水部分則

以水砂之混合密度的方式來

進行模擬計算。所以庫泥砂之

不確定性分析結果已此計算

為主。 

七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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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報告缺北水局 102 及 103 年

之相關研究報告彙整；另本計

畫尚無法完成數模驗證部

份，宜加以敍明，以供北水局

後續施政之參考。 

11. 謝謝委員的建議，遵照辦理，

已補上 102 年的資料。 

一  

本局王副

局長國樑

(書面意

見) 

 

1. 成果報告格式請依水利署及

本局相關規定調整及修正。 

1.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2. 摘要請以節錄各章節重點或

重要數據，並儘可能以條列或

圖 表 方 式 呈 現 ， 並 補 充

Abstract。 

2. 謝謝委員建議，已將摘要按照

委員意見修改 

摘要 

 

 

 

 

 

 
3. 本計畫因辦理過程主要工項

配合實際需要調整，於文中應

妥適交代清楚。 

3. 遵照辦理，謝謝委員指正與建

議，已在 P1-15 中的第一及二

次變更的章節中說明。 

一 

 

 

1-15 

 

 

 
4. 第一章前言，請區分計畫緣

起、計畫目標、工作項目、計

畫範圍、工作構想、歷年成果

等節分別撰寫。 

4. 謝謝委員建議，已將前言部分

已依照委員建議辦理。 

一  

 

 5. 第二章背景概況，另第三章起

原則以主要工作項目名稱為

章名分別撰寫成果。 

5. 謝謝委員建議，已將摘要按照

委員意見修改 

各章

節 

 

 

 6. 配合防淤隧道工程的報核，相

關的數模分析原則最後應以

目前定案的測設的內容來進

行評析及呈現。 

6. 感謝委員意見，事實上工作團

隊確有朝委員所述目標展開

相關工作。目前沖淤池規劃方

案共可分為四大類，本計畫已

七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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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針對其中三大類完成模

擬分析，但在最新規劃的第四

類方案中，因隧道水流進入沖

淤池處為三維現象(上、下層

水流分流)，二維模式實無法

模擬此現象。若忽略此分層水

流現象(假設水直接進入沖淤

池)，但一方面因主深槽與高

灘地交界面之流速差異大，一

方面因主深槽直接連接隧道

出口渠道，造成需以乾溼點技

巧處理高灘地格網配置，均會

使數值穩定性遭受很大的困

難，實無法得到收斂的結果。

因此，本報告數值模擬目前僅

展示前三類的模擬結果。 

 7. 動床數模的部分亦就完成之

成果與水工模型的成果加以

比對，並就其差異加以探討其

可能的原因，及後續可能進一

步檢討或研析的建議。 

7. 遵照辦理，物模與數模差異性

原因已補充說明如 p.7-48~49

所示。 

8.  

 

 

 

7-48 

 8. 本文中應設專章來交代教育

訓練或技術轉移的過程，相關

的教材亦應補充於附錄中。 

謝謝委員提醒，已完成教育訓

練，相關成果如附錄八所示。 

 

附錄

八 

 

 

 9. 最後應設結論與建議一章，並

分節撰寫，將本次研究重要的

成果加以於結論該節中分列

說明，另就未來需進一步進行

的後續工作或研究加以於建

議該節中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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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規劃

試驗所 

(書面意

見) 

1. PⅢ.14 堆置 9.45 萬 m3 淤砂是

較合理的堆砂方式，此結論無

法達到計畫目標量 16 萬 m3

堆置條件，考量修訂或改善建

議。 

1. 遵照辦理，結論已修正如第九

章所示。 

九 

 

 

 

 

 

 
2. PⅢ.15 堆置 9.45 m3 萬沖刷時

間 3 天排砂比 50~62%亦達不

到年排放總量，考量提出建議

案。 

2. 沖淤池在規劃過程已陸續提

出諸多方案，目前已定案為深

槽型態。此結論所列為規劃過

程中某一方案的排砂比評估

結果。 

摘要  

 
3. P.5-23~53圖 5.3.1~圖 5.3.39流

速色階註標修訂為易於閱讀

方式，後池除了模擬大灣坪匯

入，考量納入溢洪道，排洪隧

道及排砂隧道之流況。 

3. 謝 謝 委 員 指 正 與 建 議 ，

P.5-23~53 圖 5.3.1~圖 5.3.39。

由於流速與壓力的變化量較

大，因此採用科學記號表示，

較一致。 

五 

 

5-23 

｜ 

5-53 

 
4. P5.54圖 5.4.2阿姆坪隧道進水

口的新型設計圖，考修改為設

計單位之設計圖。 

4. 遵照辦理 五 

 

5-54 

 
5. P7-22「方案四為試驗單位主

動規劃設計」考量修訂。 

5. 遵照辦理 七  

 
6. 報告中「規劃」請統一用字。 6. 遵照辦理 各章

節 

 

李永安   

石管中心 

1. 成果報告建議增列英摘。 1. 遵照辦理 摘要  

 2. 建議第四、五章文首增列兩隧

道規劃之平面圖及重要結構

物位置及所定義名稱。 

2. 遵照辦理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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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結論 8、11 有何不同?重覆請

刪除。另結論與建議兩隧道可

分開撰寫。 

3.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改結論部

分。 

九  

 

 

4. 沖淤池之壓密以自然壓密 6個

月假設數模條件，惟實務運作

部分以車輛載運，形成分層輾

壓效應，應加以說明。 

 

4. 誠如委員所言，壓密效應會存

在土壤分層的效應，越往下層

壓密現象越明顯。但就實務面

而言，實無法得知各分層土壤

的壓密參數，且在沖淤池堆砂

厚度僅有幾公尺的狀態下，此

分層效應應還不至於太過顯

著，因此本案在進行數值模擬

時暫不考慮此土壤分層效應。 

  

 5. 因沖淤池效能似與原計劃差

異較大，未來本計劃是否再展

延至細設或另案配合，應盡早

考量。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建議另案辦

理。 

  

 6. 沖淤池泥砂位置可藉由人工

選擇性填充而提高其沖淤效

能，建議行政單位可提供原創

性建議(包含顆粒粒徑，分層

堆疊方式)。 

6. 感謝委員意見，將此意見提供

與主辦單位參考。 

  

 7. 名詞盡量可能統一 (如：隔

牆，隔牆)。 

7. 遵照辦理   

本局養護

課林工程

員志軒 

 

1. 大灣坪隧道放流至後

池，會沖擊對岸(結論 2)，

勢必造成後池設施損壞

風險提高，建議增加對岸

(後池左岸)受力圖，顯現

1. 謝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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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主要衝擊面。 

 2. 結論 14，本計劃三種鋪砂

條件，堆置 9.45 萬 m3 淤

砂是較合理的堆砂方

式。以結果而言，9.45 萬

m3 數值略小，沖刷 3 天

僅帶走 50%堆砂，建設輸

砂成本恐高於砂石收

益，況且堆砂需配合迅期

洪水，如颱風，大雨來臨

頻率太密集或太鬆散都

影響堆砂沖淤效益。是否

考量阿姆坪隧道單純以

輸砂為其主要功能。 

2. 感謝委員指教。此結論所列為

規劃過程中某一方案的排砂

比評估結果，要評估阿姆坪隧

道的整體功能，應以後續定案

的結果為主。 

  

本局計畫

課魏工程

員文駿 

 

1. 整個報告錯字太多，泥「砂」、

規「劃」，單位使用方式亦不

統一，文句的修飾及通順都沒

有應該有的水準，章節的編碼

也都不一致，請國網中心自行

再檢查修正。 

1.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修正。 

 

各章

節 

 

 

 2. 請增加摘要，摘要內容請參考

水規所報告格式撰寫。 
2.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修正。 

摘要  

 3. 結論與建議部分，結論與建議

應分開撰寫。結論 1.模擬結果

與水工模型比對時，和哪一次

的模型?哪一種尺比的模型?

都應寫清楚。結論 2 大灣坪隧

道會衝擊後池對岸，程度如

何?若不清楚亦可納入建議後

3.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第九章做修正。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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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來進一步檢討。結論與建議

內容過於雜亂不夠嚴謹，請再

檢討。 

 4. 動床模擬與水工試驗結果實

際上仍有差異。結論 12.部分

請再務實修正文字。 

4.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修正。 

九  

 5. P.1-8、1-9 變更後工作項目及

內容部分，請扼要說明減作固

力及閘門震動分析，並增作阿

姆坪進水口及出水口修正各

兩次。 

5. 分，需增辦變更後之阿姆坪隧

道入口及出口之各項數值模

擬分析。並配合水工模型試驗

及基本設計相關圖說，進行第

三次履約期限展延，經北區水

資源局來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353037870 號同意，將履約

期限再展延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 以 及 水 北 畫 字 第

10305067520 號在契約總價

不調整之原則下，減作阿姆坪

隧道固力整合及閘門振動分

析工作，並增辦阿姆坪隧道入

口及沖淤池修正後之各項數

值模擬分析。 

一 P.1-8 

 6. 報告內請統一以「防淤隧道」

來呈現，除引用文獻外，避免

使用「分洪防淤隧道」。 

6.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修正。 

  

 7. P.2-19 石門水庫淤積一覽表

請更新為 103 年最新資料。 

 

7. 經與北水局相關單位連繫得

知 103 年石門水庫淤積量資

料將104年3月後始進行調查

與分析，故本期末報告將不列

103 年淤積量資料。 

二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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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2-20 年入庫砂量部分，請加

入報行政院計畫年入庫量

342 萬立方公尺數據。 

8. 遵照辦理，已加入報告中。 二 

 

 

 9. P.4-21 圖 4.3.4 速度向量無法

辨識，請提高圖面解析度 

9.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盡量提高

解析度。圖 4.3.4 為速度等高

線圖與速度向量圖，顏色可辨

別速度大小，向量可代表流速

方向。 

四 

 

4-21 

 

 10. P.4-33，表 4.3.7~10 壓力分佈

表部分，是否皆為流體流動狀

態時壓力?建議增加一欄說明

靜壓狀態，靜壓時閘室前隧道

壓力應該連接水庫水位，壓力

應該甚大。另請補充取樣點。 

10.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表

4.3.7~10 壓力分佈表部分，為

模擬計算之相對壓力，也就是

錶壓。全壓為參考壓加相對

壓。 

四 

 

4-33 

 

 11. 承上，可否補充說明不同含砂

量時之受力。 
1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劃只針對

清水的受力作分析。因為渾水

的泥砂濃度衰減率極小，泥砂

的沈降效應並不顯著，渾水部

分則以水砂之混合密度的方

式來進行模擬計算。不同泥砂

只是不同密度的差別，受力與

密度成正比，可以推估出來。 

  

 12. P.4-34，水位 250.6m 時，大灣

坪隧道彎段壓力明顯較其他

水位低，請補充說明。 

12.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修正。 

  

 13. P.4-35，請補充說明大灣坪隧

道「彎道段」作用力分析。 
13. 謝謝委員建議，作用力分析主

要目的為探討流體作用於具

可饒性的水工結構物為主

（如，電廠排砂鋼管、象鼻鋼

管等），而大灣坪隧道彎道段

屬於混凝土剛性結構物，該結

構物必能抵抗流體作用力，且

不會發生結構物位移，所以不

  



 
附 1-65 

列入分析項目。 

 14.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及出水口

進行多次修正，請列表整理歷

次修正並統一給定方案名稱

(含動床)，報告內容以方案名

稱表示，整個章節安排不夠清

楚，請再修正。 

14.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增列表 7.2.1 表，顯示沖

淤池形式多次變更的總表。 

  

 15. 承上，因涉及工作項目調整，

故各方案皆請於報告交代，成

果呈現以最新方案為主，其他

歷史方案內容請置於附錄。 

15.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因本計

劃為研究案，各方案皆為研究

的項目，所以還是將個方案列

在報告中。 

  

 16. 承上，模型建置之說明，亦請

根據每次不同型式分別說明。 

16. 謝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在報

告中增列表 7.2.1 表，顯示沖

淤池形式多次變更的總表。 

七 

 

 

 17. 阿姆坪入口最新修正部分，請

補充相關暫態及穩態分析。 

17. 謝謝委員建議，此案例是在驗

證巨廷公司新設計的流量率

定是否符合需求，因此不便在

此補充。 

  

 18. P.5-39~42，各出入口位置請

補充里程。 

18. 謝謝委員指正與建議，已在

P.5-39~42 的表 5.3.2~表 5.3.6

新增里程。 

五 

 

5-39 

 

 19. P.5-49，係於艾利颱風水位作

為邊界條件，並開啟沖淤池，

此時發現有回流現象影響沖

淤。此點可納入未來沖淤池操

作時機建議。 

19.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回覆請參

考王副局長第 6 點的回覆內

容。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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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動床分析章節，目前仍以 1/60

水工模型或早期方案進行對

照，惟水規所目前已進行 10

餘次試驗，排砂比亦有顯著提

升。應加強補充數模及物模之

成果對照及差異說明。 

20. 本文動床模擬皆以最新完成

的 1/40 模型試驗成果進行對

照，相關案例分類請參閱表

7.2.1，可分為原始設計（方案

一、方案二）及變更設計（方

案三三槽案例、方案四深槽複

式斷面）。詳細的動床模擬結

果與水工模型的比對，請參閱

p7-23～p7-51。此外由於凝聚

性土壤的輸砂行為因壓密時

間的長短及土壤的特性具有

不確定性，因此數模結果與物

模結果存在差異性，所以已經

增加動床模式凝聚性土壤沖

刷係數的敏感度分析，請參閱

圖 7.3.19。最後在第九章建議

物模試驗未來可以增加凝聚

性土壤參數及壓密特性分

析，以協助修正動床模式沖刷

係數的修正。本案數模率定結

果與顧問工程公司 (巨廷公

司)所設計時採用之損失係數

估算率定及網格數不儘相

同，所以計算結果也有些差

距。由本案計算總流量率定曲

線呈現較為線性。在損失係數

估算率定模式下，結構物對流

場之損失採經驗方式估算，因

此率訂出之流量與庫區高程

呈現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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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5-56~58，Flow3D 模擬成果

部分，請加註「顧問公司提

供」，並加強說明貴中心率定

成果有所差異之原因(如網格

加密等)。 

21. 遵照辦理，相關內容請參照報

告 p.5-54~55 所示。 

五 

 

5-56 

 

 22. P.7-47，動床分析部分，因水

工模型試驗條件無法完全控

制，相關模擬參數敏感度分析

之文字說明，應以務實態度明

確說明本計劃動床分析執行

困難點，如模型中觀察到向源

侵蝕、橫向側沖及崩塌等現

象。 

22. 請參照成果報告中的 7-3-5節

說明 

七 7-48 

 23. 另外動床分析部分是否可以

克服數值收斂困難，補充單槽

複式斷面之動床分析。 

23. 感謝委員意見，此部分模擬確

有其困難度，實無法得到收斂

結果。 

  

 24. P.8-9，何謂「過庫泥砂百分比

主要決定於水庫蓄水原有的

泥砂濃度」?水庫常時原有泥

砂應相當低，請補充解釋。 

24. 本計劃所謂過庫泥砂百分比

係相對於三維數值之起始假

設原有水庫泥砂濃度而言，主

要假設泥砂均勻分佈於水庫

中，並非針對實際水庫泥砂分

佈進行分析，建議未來可針對

泥砂於庫區中實際分佈進行

模擬與分析。 

八  

 25. 本案教育訓練已完成，相關成

果請納入報告內。 

25.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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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 本期末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參酌各與會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加以研

處，並於成果報告中有所回應。 

二、 請執行單位於 104 年元月 20 日前檢送成果報告修正稿一式三份至本局，以

利本局計畫課憑辦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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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果報告書第二次修正稿意見回覆 

(一) 發文日期：103 年 2 月 10 日  

(二) 發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453007850 號  

(三) 審查意見： 

出席 

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北水局 

(書面意

見) 

 

1. 封面下方請刪除主辦機關、執

行單位及貴中心名稱等文

字，僅保留本局全銜，原封面

格式(含主辦及執行單位)請

以黑白夾頁置於報告內文首

頁。 

1. 遵照辦理  

 

 

 

 

 

 

 

 

 

 2. 報告英文名稱請修正為「3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Desilting Tunnels of Shinmen 

Reservoir」。 

2. 遵照辦理   

 3. 報告架構應修正為目錄、中文

摘要、英文摘要、結論與建

議、主文章節及附錄。 

3. 遵照辦理   

 4. 所有報告內文頁尾除頁碼保

留外，其餘請全數刪除。 

4. 遵照辦理，已將報告內文頁尾

除頁碼保留外，其餘請全數刪

除。 

各章

節 

 

 5. 所附英文摘要亦請納入各章

重點。 

5. 遵照辦理 英文

摘要 

 

 6. 附錄一至六請合併為「歷次會 6. 遵照辦理，已在報告中將歷次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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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附

錄八及九請合併為「教育訓練

實施成果」，另請增加附錄「歷

次就要函文」，納入相關展延

及變更工作項目函文。 

會議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匯

整在附錄一 

一 

 7. 第伍章甚多圖片未以彩色呈

現，請再檢示。 

7. 遵照辦理，會在注意彩色印刷

頁數。 

五  

 8. 附錄審查意見回復部分，委員

意見及回應說明請對齊。部分

回應修正後頁碼未說明。 

8. 遵照辦理。 附錄

一 

 

 

 

 9. 表 7.2.1.方案三、四請對調，

內文順序亦請調整。  

9. 遵照辦理，已在報告中將.方

案三、四請對調。 

  

 10. 章節表示方法請修正為「第壹

(國字)章」，依次為「一、」、

「(一)」、「1、」、「(1)」。 

10. 遵照辦理   

 11. 結論前言部分請直接納入結

論內撰寫。 

11. 遵照辦理   

 12. 建議部分請再增加大灣坪隧

道部分，如象鼻管設計應注意

事項等；阿姆坪沖淤池針對小

三槽建議亦請補充。 

12. 遵照辦理，大灣坪防淤隧道象

鼻鋼管承受水流動造成 82~83

牛頓作用力，但是未考慮象鼻

鋼管在水裡造成浮力，故若要

精確計算壓力鋼管操作時，所

造成作用力，必須考量象鼻鋼

管材質。阿姆坪沖淤池三槽案

例流速與 New 深槽案例流速

差異不大，但深槽案例沖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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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寬度為 120 公尺，而三槽案

例總寬度為 45 公尺，因此三

槽案例在用地面積取得較小

情形下，具有極大優勢。 

 13. 部分文句語意不通順及其他

建議修正處，請詳檢還報告書

折頁標示處，並請配合修正。 

13.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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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果報告書第三次修正稿意見回覆 

(一) 發文日期：103 年 3 月 2 日  

(二) 發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453010310 號                            

(三) 審查意見： 

出席 

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北水局 

(書面意

見) 

1. 封面、封底、書背及夾頁請採

用本局格式，詳參考附檔。 

1. 遵照辦理  

 

 

 

 

 2. 摘要一、(一)計畫緣由及目

標，第一段文字「若將來超過

石門水庫...如何因應等」文意

不順，請再修正。 

2. 遵照辦理，已修正為石門水庫

原興建時並無設置底層排砂

專用通道，颱洪時期入庫泥砂

僅能經由溢洪道、排洪隧道及

永久河道放水孔等既有非排

砂專用設施排除，水力排砂能

力有限，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以下稱北水局）於民國 101

年完成水庫壩前發電鋼管改

為排砂專用隧道後，實際操作

整 體 排 砂 比 已 可 達

34%~37%。然經檢討石門水

庫入、出庫砂量，整體防淤能

力仍有不足，現況排砂能力尚

無法達到入、出庫砂量平衡之

目標。另經重新檢討石門可能

最大流量(PMF)，水庫現階段

排洪能力亦稍有不足。基於水

摘要 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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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永續利用及操作安全等考

量，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以下稱水規所）及北水局於

99~103 年辦理「石門水庫大

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

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以提

升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藉由

防淤、清淤隧道，搭配既有設

施更新改善工程，導引排放颱

洪期間入庫渾水至水庫下

游，俾達到水庫「清渾分治」

目標。 

 3. 結論(三)1.及 2.項下各結論格

式請以(1)(2)...標號表示。 

3. 遵照辦理   

 4. 結論(三)1.水理分析部分，沖

淤池三槽案例請於加註方案

四。 

4. 遵照辦理，已在結論部分加註

方案四 

結論 結-2 

 5. 附錄一歷次審查意見部分： 

(1) 委員意見和回應請對

齊，以利審閱。 

(2) 各審查會時間、地點及主

持人請補上。 

(3) 附 1-67，2 月 13 日本局

意見誤繕為水利規劃試

驗所，請修正。 

5.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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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 4-5，教育訓練名單有遺

漏，請補上。 

6. 遵照辦理，已修正。 附錄

五 

附

5-5 

 7. 內文紅字部分請修正為黑

字，請自行詳細檢查。 

7. 遵照辦理   

 8. 報告書中仍有多處錯別字、英

文名詞錯誤等情形，請再自行

校稿。 

8. 遵照辦理，會在詳查。  

 

 

 

 9. 石門水庫英文請統一採用

「Shimen Reservoir」。 

9. 遵照辦理   

 10. 章節表示方法請確實依前次

意見(十)修正。 

10. 遵照辦理   

 11. 頁尾底線請刪除 1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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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成果報告書第四次修正稿意見回覆 

(一) 發文日期：103 年 3 月 19 日  

(二) 發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453013090 號                           

(三) 審查意見： 

出席 

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處 

北水局 

(書面意

見) 

1. 機關名稱第一次提及應用全

銜。 

1. 遵照辦理  

 

 

 

 

 2. 摘要七、(一)部分，請納入表

7.2.1 方案列表、表 7.2.7 及表

7.2.8 各案例流速表；另摘圖 5

建議拿掉。 

2. 遵照辦理，已將摘圖 5 拿掉，

加入摘表 4-6。 

摘要 摘-8 

 3. 結論(二)2.，應為「平時水位

『時作』為防淤操作」，請修

正。 

3. 遵照辦理，已修正為平時水位

時，作為防淤操作 

結論 結-2 

 4. 結論(三)2.(4)，第一段話請修

正為「方案四為三槽案例，『依

據』沖刷模擬結果，在三種

『鋪』砂...」。 

4. 遵照辦理 結論 結-2 

 5. p.2-7，表 2.2.3 內容應非本計

畫整理，註 2 請刪除。 

5. 遵照辦理 二 2-7 

 6. p.7-21，應為「因超臨界『流 6. 遵照辦理 七 7-21 



 
附 1-76 

為』上游控制」，請修正。 

 7. 表 7.2.7 及表 7.2.8 方案三，

有、無挑流工之流速請再確

認。 

7. 謝謝提醒，已做檢查，因為案

例幾何外型不同，因表 7.2.7

為出口之流速，兩案例出口位

置不同。已統一修正為無挑流

工出口之位置。修改後結果如

表 7.2.7 及表 7.2.8 所示。 

七 7-21 

 8. 附錄四名稱建議修正為「阿姆

坪隧道沖淤池各方案型式」，

各方案圖示請加上尺寸說

明；p.附 4-3 方案二應為「無」

隔牆。 

8. 遵照辦理，已修正 附錄

四 

 

附

4-3 

 

 9. p.附 1-72，本次意見為函復，

並無主持人請修正。 

9. 遵照辦理 附錄

一 

附

1-72 

 10. 請再自行詳實檢稿報告書中

錯別字。 

10. 遵照辦理，會詳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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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RESED2D 模式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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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D2D 模式之理論基礎 

 
RESED2D 正交曲線座標控制方程式又分為水理及輸砂兩部分，分述如下： 

一、水理部分 

(一)控制方程式 

1、水流連續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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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流動量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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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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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uu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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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式中，、  = 平面上兩正交曲線座標方向；
1h  =   方向轉換係數；

2h  =   方向轉換係數；u  =   方向速度；v  =   方向速度； d  = 水深； g  = 

重力加速度； t  = 時間； bz  = 底床高程； sz  = 水面高程；
is , 

ib  = 底床剪應

力在   與   方向之分量; ( )= 時間平均; ( ) =水深平均；( ' ) = 時間平均瞬時擾

動量；下標 s、b  分別代表變數在水面與底床值；
11T , 

12T , 
22T  = 有效剪應力項，

包含層流剪應力(
11 , 

22 , 
12 )、亂流剪應力(

2'u , 
2'v , ''vu )與延散剪應力

(dispersion stresses)。 

 

(二)輔助關係式 

1、底床剪應力 

底床剪應力採用 Rastogi and Rodi (1978)之經驗式 

2/122 )(
1

vuuC fb  
 (7) 

2/122 )(
2

vuvC fb  
 (8) 

式中， 2cgC f   = 摩擦係數； c  = Chezy 係數。 

2、層流與亂流剪應力 

採用 Boussinesq 之渦流黏性理論，層流與亂流剪應力可合併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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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l  
 ； l  = 層流黏滯係數； t  = 亂流黏滯係數 = 6/*dku  

(Falcon 1979)；
2/1

* )/( bu 
 = 剪力速度； k  = von Karman ś 係數(約等於 0.4)。 

3、延散剪應力 

為積分水深平均所產生之延散剪應力項(6-4)-(6-6)式，須對流速剖面作一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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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本模式在延散剪應力處理上，僅考量彎道二次流(secondary flow)影響，並採

用 de Vriend (1977) 對彎道二次流速度剖面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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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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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式中，r  = 曲率半徑； dzz b /)(   = 距離底床之高度與水深之比

值。 

二、輸砂部分 

(一)控制方程式 

輸砂子模式將輸砂通量分離為非均勻質之懸浮載與河床載，包含某一粒徑之

懸浮載質量守恆方程式、某一粒徑於作用層(active layer)之質量守恆方程式及整體

河床輸砂之質量守恆方程式，分別表示如下： 

1、對某一粒徑懸浮載之質量守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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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某一粒徑於作用層之質量守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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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河床輸砂之質量守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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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上諸式中，C  = 懸浮質濃度； s  = 泥砂密度；  = 粒徑百分比；p  = 孔

隙率； iQ
 = i 方向某一粒徑懸浮載之擴散(diffusion)及延散(dispersion)通量； mE

 = 

作用層厚度(active-layer thickness)； ibq
 = i 方向某一粒徑之河床載通量(bed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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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 S  = 懸浮載源(suspended-load source)； fS
 = 作用層源(active-layer floor 

source)。 

 

(二)輔助關係式 

1、河床載通量qb  

凝聚性沉滓之河床載可假定為零。非凝聚性沉滓河床載通量則採用 Spasojevic 

& Holly(1990)之經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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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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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輸送參數； 

cu*  =臨界剪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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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og(18

90D

d
c 顆粒蔡司係數； 




ss 砂比重。 

假設河床載運移僅發生在作用層內，並考慮較小粒徑在水體中會形成懸浮載

及較細顆粒可能被隱藏在較粗顆粒之間較不易被水流帶動之機制，則某一粒徑之河

床載通量可進一步修正為： 

kbkkb Dqq )()1( 
 

(20) 

式中，  = 懸浮載與河床質載之比值(Van Rijn 1984)；  = 隱藏因子(hiding 

factor) (Karim el al. 1987)。 

由於水流在渠道中運行時，底床載變化會受到(1)縱向及橫向之底床坡降 0S  、

0S ；(2)縱向及橫向之流速 u、v；若為彎道處，將再受到(3)彎道曲率半徑 r 之影響，

本研究參考 Struiksma(1985)所引用之公式，某一粒徑之底床載通量可再進一步修正

為： 

方向： ( )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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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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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為沉滓運移角度； 為底床剪應力之方向；
sf 為沉滓之形狀因子，

1 2sf  ；

2 2

2

50

( )

( 1)

u v

c s D






=Shields parameter；A=渦度係數(Jansen, 1979)。 

 

2、懸浮載源 ( S ) 

非凝聚性沉滓 

懸浮載源是由懸浮質向下之通量與底床亂流剪力作用產生河床質向上之通量

交互作用之結果。使懸浮質下移到河床表面，主要是受到重力影響。對某一粒徑 k 

之懸浮質而言，其向下之通量可表為： 

kk dfkd Cwq 
 

(24) 

式中， k

fk

d C
u

w
C

k
)]ln(55.025.3[

*
  (Lin 1984)；Ck  ： 顆粒 k 之深度平均濃

度； fkw  = 顆粒 k 之沉降速度。 

另一方面，床面沈滓成為懸浮質，主要受到底床之亂流作用所造成。對某一

粒徑 k 而言，河床質向上之通量可表為： 

kk eklke Cwq 
 

(25) 

式中，
3.0

*

5.1

015.0

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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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C kk

ek   (Van Rijn 1984)；a：砂丘高度之一半。 

故由(24)及(25)式知，對某一粒徑 k 之懸浮載源可表為： 

)(
kk dfkeklkk CwCwS  

 
(26) 

凝聚性沉滓 

對某一顆粒 k，向下沉淤之通量(
dS )採用 Teisson (1991)之經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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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kd CPwS 
 

(27) 

式中， crdbP  /1  = 沉降機率； crd
=臨界沉降剪應力(Eritical shear 

stresses for deposition)。 

對某一顆粒 k 河床質向上之通量 eS ，採用 Partheniades (1965)之沖刷經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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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沖刷係數； cu =臨界沖刷剪流速。 

3、作用層源 (
fS ) 

作用層源係由於母層(active stratum)頂面之升降而產生，當其下降時， 

)]()[()1( mbkssf Ez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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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式中， ks )(  = 母層中某一顆粒 k 之粒徑百分比。 

如母層之厚度增加，及其頂面上升時，(29)式中之 ks )( 則改為 k 。 

4、作用層厚度 ( mE ) 

沖刷現象發生時，根據 Bennet and Nordin (1977)之研究， mE 可以下式表示：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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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式中，C 為數值參數(本模式暫取為 20)。 

當河床表面接近護甲條件時(armored condition)，作用層厚度接近零，在這種

情況下，可用 Borah et al. (1982) 所提出護甲層之厚度(armored-layer thickness)，予

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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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D ：不產生移動最小顆粒粒徑。 

另外，作用層在淤積期間可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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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懸浮載之擴散及延散通量 (
1Q 、

2Q ) 

在懸浮載之擴散及延散通量之處理上，一般均假定其可以梯度定理(gradient 

theorem)化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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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u*1 93.5 (Elder 195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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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式中， i  = i 方向之擴散及延散係數。 

 

6、底床壓密(Eonsolidation)處理 

非凝聚性沉滓步距底床壓密特性，故在非凝聚性沉滓模式中不用針對此現象

進行處理。在凝聚性沉滓底床壓密處理上，本模式採用分層設定不同臨界表層沖刷

及塊狀剝蝕剪應力值，即是將底床土壤分成數層，越上層土壤臨界表層沖刷及塊狀

剝蝕剪應力越小，越下層土壤臨界表層沖刷及塊狀剝蝕剪應力越大，以反映凝聚性

沉滓之壓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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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阿姆坪隧道沖淤池各方案

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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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有隔牆，渠寬 1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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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無隔牆，渠寬 1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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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流工                                 無挑流工 

 

方案三、深槽複式斷面（深槽渠寬 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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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三槽案例（渠寬 4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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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教育訓練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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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辦理教訓訓練，課程目標為學習三維流力數

值模式之網格建置與案例應用，上課情形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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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三維水理數值模擬
及不確定性分析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協辦單位：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辦理日期：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 

課程目標：學習三維流力數值模式之網格建置與案例應用 

參加辦法：免費，請詳細填寫報名表上之基本資料 

傳真：03-5773538 或 E-mail：hclien@nchc.narl.org.tw 

截止日期：請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以前完成報名 

備註： 1. 如報名表不足，請自行影印。 

公務人員可以相關規定辦理登記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本課程報名人數上限 28 人，額滿為止。 

---------------------------------------------------------------------------------------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三維水理數值模擬
及不確定性分析教育訓練 

姓   名  電話 
（公） 

（手機） 

職   稱  傳真  

身份證字號  素食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E-mail  

高鐵站接送 
搭乘 08：45 分交通車到國網中心（4 號出口客運轉運站）   

搭乘 16：20 分交通車到新竹高鐵站 

請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以前傳真：03-5773538 

或 E-mail：hclien@nchc.narl.org.tw 方式回覆，謝謝。 

聯絡人：連和政博士 

電話：03-5776085 轉 377 

地址：300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研究六路七號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mailto:hclien@nchc.narl.org.tw
mailto:hclien@nchc.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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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15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30~09:40 
開幕致詞及計畫緣起簡介 

連和政博士 

09:40~10:20 
 阿姆坪沖淤池二維動床案例分析 

謝德勇博士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三維流力數值模擬結果與案例分析 

連和政博士 

11:30~12:10 
ANSYS ICEM 前處理計算網格實務訓練 

李明龍博士候選人 

12:10~13:30 午 餐 

13:30~15:00 
ANSYS CFX 三維流力軟體實務訓練 

李明龍博士候選人 

15:00-15:20 休息 

15:20-16:00 
ANSYS CFX 三維流力軟體實務訓練 

李明龍博士候選人 

16:00-16:10 
綜合討論 

連和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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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出版品版權頁資料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三維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 

 

 

     出版機關： 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 2 號 

電話： (03) 471-2001 

傳真： 

  免費服務專線： 

(03)471-3343 

0800-200233 

網址： http://www.wranb.gov.tw/ 

編著者：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出版年月： 104 年 3 月 

版次： 初版 

定價： 新台幣 500 元 

EBN： 10104E0001 

  

  著作權管理資訊： 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保有所有權利。欲利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

徵求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同意或書面授權。 

 

 

 

電子出版： 本書製有光碟片 

聯絡資訊： 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電話： (03) 471-2001 

 



 

 

廉潔、效能、便民 

定價：新臺幣  500 元 

EBN：10104E0001 

 

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資源局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 2 號 

網址：http://www.wranb.gov.tw 

總機：(03)4712001 

傳真：(03)4713343 

免費服務專線：0800-200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