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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蓀林場蘭島溪高精度可調流量土砂試驗站
陳樹群
摘

安軒霈

徐子陽

王強*

要 惠蓀林場蘭島溪的全球唯一可調流量試驗站，於 2012 年 11 月 7 日堆置兩座人工堰塞壩，配合地形

量測、攝影觀測及水位變化等方式，進行壩體潰決試驗之精確觀測及水理特性分析。試驗結果顯示，兩座堰
塞湖蓄水階段，水位上升速率受蓄水體積形狀及壩體管湧現象影響；而在潰決歷程，水位下降速率則受潰口
發展影響。至於雙壩系列影響，主要為上游潰決水流造成下游壩體水位迅速抬升，縮短堰塞湖蓄水歷程及管
湧影養，導致更易產生溢頂潰決。

關鍵詞：現地試驗、堰塞湖、水文分析。

High Precision and Adjusted Discharge Sediment,
The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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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series of artificial landslide dams were constructed on November 7th 2012 in the adjusted
discharge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Taiwan. We performed a dammed-lake failure experiment based on hydrological analysis and high precise observation using cameras and water level gauge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water level raising rate of the dammed-lake depend on the impoundment type and
piping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water level decreasing rate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am breaching. The two serial
dams experiment shows the breaching discharge from the upstream dam quickly induced overtopping failure that
rapidly raised the water level of downstream dam and decreased the influence of piping.
Key Words : Field experiment, landslide-dammed lake, hydrological analysis.

一、前

瞬間形成土石流或其他種類之高含砂水流，除了對下游河道及

言

兩岸造成重大影響外，在河道變遷等特性上，亦會有重大之改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日趨嚴重，導致洪水、

變。因此堰塞湖的研究日趨重要。

崩塌、土石流等覆合型災害頻傳，其所造成的災害已逐漸增多

世界各國在研究這些大型土砂事件災害上主要利用現地

且規模越趨龐大，如 1999 年 921 大地震形成十餘座堰塞湖 (陳

調查方式，先至災區進行災害主因調查，然後配合室內試驗或

樹群，1999)。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為南投草嶺地區清水溪邊坡

電腦數值模擬等方式進行。但是這些方式均是利用災害發生後

產生大規模地滑崩塌，崩積土體淤塞清水溪河床，阻滯清水溪

所調查及試驗或電腦模擬結果反推災害主要發生原因，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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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水流，形成草嶺新潭。崩積土體體積約為 12600 萬 m ，
3

確切瞭解災害發生時之主要契因為何。因此，要如何在災害發

蓄水容量約為 4600 萬 m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

生前便可進行預防之措施，乃是目前當務之急。雖然室內渠道

地區，超大強度與長延時的降雨造成東部與中南部的嚴重水

試驗可解決部分問題，但仍是經過試驗模型縮比及試驗條件簡

患；山坡地的崩塌、地滑或土石流數量暴增，堆積土石阻塞河

化等因素進行試驗研究，仍然有些許試驗上之盲點需要解決。

道，形成了 17 處新生堰塞湖 (許中立等，2010)，其中獻肚山

因此美國地質調查局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日本京

大規模崩塌致使旗山溪產生堰塞湖，溢頂潰決後更沖毀掩埋了

都大學、日本北海道開發局及中國大陸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

小林村，造成慘重傷亡 (陳樹群，2009)。莫拉克颱風所造成

究所等地均有設置現地試驗觀測站，進行大尺度大規模之土砂

之堰塞湖大多數已不復存在。但是，這些由於暴雨造成邊坡崩

試驗研究。以下將茲個別介紹。

塌，大量土砂進入河道所形成之堰塞湖，穩定性較差且較容易
潰決，甚至在潰決後造成更大傷亡之二次災害，小林村的堰塞
湖潰決即為此例 (Wu et al., 2013)。而這些堰塞湖在潰決後，

1. 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戶外土石流試驗場
1991 年美國地質調查局與美國林務局 (U.S. Forest Ser-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 win33069@hotmail.com

2

陳樹群、安軒霈、徐子陽、王強：惠蓀林場蘭島溪高精度可調流量土砂試驗站

vice) 合作，在美國 Oregon 州 Willamette 國家森林公園中之

外試驗研究場地。因此，本研究在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內設置了

H.J. Andrews 試驗林場內設立一個長 95 m、寬 2 m 及高 1.2 m

一座高精度可調流量天然坡地野溪災害戶外試驗監測場地，配

之鋼筋混凝土渠槽，其渠槽坡度採用土石流料源區角度 31°進

合惠蓀林場蘭島溪上游之能高大圳排砂道，將蘭島溪打造成乙

行土石流試驗 (Iverson et al., 1992; Iverson et al., 2010)。探討

座大規模原尺寸之試驗模型渠道。以專門探討土石流、堰塞

如土石流之運動型態、堆積過程、土石流沖積扇型態、堆積土

壩、崩塌河相演化等相關土砂議題。

3

砂分佈等議題。如 Johnson et al. (2012) 利用 10m 之飽和砂與
石 礫 進 行 土 石 流 試 驗 ， 利 用 粒 子 追 蹤 流 速 技 術 (Particle

二、惠蓀林場土砂試驗站

Tracking Velocimetry, PTV) 量測土石流表面流速及土石流堆
積過程。USGS 的試驗站，以超大型人工渠槽來進行土石流試
驗為主，無法進行其他相關土砂試驗。

2. 日本北海道千代田戶外水路試驗場

蘭島溪位於惠蓀林場之西北端，為一發展中的蝕溝；集水
面積約 170 公頃，集水區平均坡度在 44°至 45°之間，主流長
度約 2,800 m。惟其切蝕旺盛，岩層屬達見砂岩及板岩，由於
岩質堅硬且節理發達，因此集水區處於以向下切蝕為主的發展

日本北海道十勝川千代田地區在舊有水路旁邊新增一條

階段，豐富的土砂有利於出口端形成沖積扇。2004 年敏督利

水路，利用分流堤在一般水位時攔阻河道水流，引導水流往舊

颱風時，湍流挾大量的土石流，充塞整個沖積扇面，上游崩塌

有水路；待洪水時，洪水越過分流堤形成第二個水路以達到分

面積約 13 公頃，土方量約 250 萬 m3 造成蘭島溪二號橋與上

流之功效 (北海道開發局，2007)。日本北海道開發局利用了

方之自行車道被大量土石淹沒，僅餘橋上拱形造型露出淤積河

1/10 之縮比模型進行了水流正面越堤及側向越堤等渠槽試

面；2009 年莫拉克颱風過境，大量土石再次傾瀉而下，將蘭

驗，結合數值模擬方式，模擬了各種流量條件下之整治結果；

島溪河道淤滿，巨礫的衝擊造成修復過後的二號橋再度損毀。

並利用現場模型試驗，來驗證渠槽試驗及數值模擬之結果。在

迄今，上游仍有大面積之崩塌地，每遇大雨，即造成河道之淤

這個試驗中，島田友典等 (2009) 利用正視、俯視及側視等 3

塞。

種方式，進行試驗之記錄研究；並將加速度儀埋在壩體內，以

能高大圳匯集來自北港溪上游及關刀溪的水流，大致以平

便獲得壩體受到水流潰決時潰口大小變化之時間序列分析以

行於北港溪流向，並穿過惠蓀林場北端山坡內長近 15 km 之引

及受到水流沖擊下，壩體下游面之河道掏刷情形。但是，此試

水隧道後，轉折西南方向貫流埔里盆地，為中部地區重要的農

驗水路由於坡度過緩且無土砂供給設施，因此僅以堤堰等水理

田水利工程。能高大圳自 1972 年開始啓用，由於其提供豐沛

試驗為主。

之水資源，為埔里地區農業之重要水脈，因此雖然 1999 年 921

3. 日本京都大學穗高砂防觀測所與國土交通省高
山防災觀測站
京都大學在穗高設有砂防觀測所 (Hodaka Sedimentation
Observatory)，該觀測所於 1965 年開設，進行山區生態、溪流

地震毀損嚴重，仍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其功能。能高大圳在災
修後，鑑於引水隧道內淤砂嚴重，清理不易，乃在惠蓀林場蘭
島溪附近修築一條數百米長之排砂道，使之可將淤砂由蘭島溪
排出。正因如此，本研究便可藉由排砂道閘門之調控，引流入
蘭島溪，以進行堰塞湖潰決觀察及相關之研究。

水文、土砂災害防治等研究，亦開放給學校團體及社會大眾進

從蘭島溪上游梳子壩開始至下游與北港溪匯流口為惠蓀

行見習及參觀等，肩負教育社會大眾土砂災害活動始末及防治

林場蘭島溪土砂觀測試驗站之主流 (圖 1)，長約 700 m，平均

方式之功能。另外，京都大學穗高砂防觀測站附近另有國土交

河寬 20 m，河床平均坡度 10°。蘭島溪為一礫石型天然野溪，

通省在上高山地區的防災設施觀測研究，主要以攔石網、透水
柵、防砂壩及完善的監測設備為主，這兩個觀測站可視為一
體，都在進行山區砂防及水文相關研究，貢獻卓著。京都大學
穗高砂防觀測所及國土交通省的上高山地區防災觀測站擁有
先進的監測儀器數十年的土砂觀測資料，但是流量供給係利用
天然河川自然供水方式；因此無法自行製造試驗流量。

4. 中國大陸蔣家溝戶外土石流試驗場
土石流災害在台灣、日本以及中國大陸的西南地區都極為
嚴重。中國大陸又以雲南蔣家溝地區尤為嚴重。因此，中國科
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在該處設立東川泥石流觀測
站 (Dongchung Debris Flow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DDFORS)，以隨時監測土石流運動行為，成為全球重要的研
究場域 (Cui et al., 2005)。
綜合上述所蒐集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地區之戶外研究站
或觀測站，均代表各國政府對現地災害觀測的重視。反觀臺灣
同樣處於災害易發生區，卻無專門研究土石流及泥砂運動之戶

圖 1 蘭島溪土砂試驗區域空照圖
Fig.1 Air photo of the sediment-related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Landao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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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粒徑 d50 為 25 mm，d95 為 100 mm，如圖 2。此外河岸泥

本研究根據堰塞湖蓄水區之壓力式水位計資料，針對一號

砂粒徑普遍小於河床粒徑曲，表示該河段水流造成顯著之粗化

壩蓄水過程進行探討，分析水位變化速度，在蓄水段中可以發

作用。

現，其水位上升速度與時間呈反比相關，且變化幅度隨著時間

綜合比較世界各國的坡地災害戶外試驗監測場 (表 1)，發

漸緩 (圖 5)。此乃因為堰塞湖底部蓄水容積較小，開始蓄水時

現各個試驗場地針對的坡地災害研究都不盡相同，但由於尺度

其變化幅度較大；隨著水位的上升，蓄水容積也相對漸增，造

過大，都只能進行單一研究；且試驗之入流量皆受限於降雨條

成水位變化幅度明顯漸緩。

件。然而，本研究設置在惠蓀林場之試驗站，則可利用能高大
圳調配試驗所需流量，且可進行多樣化實驗，因此成為全球首
創之可調流量戶外試驗站。

三、堰塞湖雙壩潰決實驗歷程
本研究於 2012 年 11 月 7 日利用蘭島溪河床淤積土砂在分
別於橋梁上、下游之固床工處，堆置兩座人工堰塞壩 (圖 1)，
進行堰塞湖潰決試驗。為監測堰塞湖潰決瞬時之現象，本研究
分別於堰塞壩上、下游面各設置攝影機，從不同角度進行堰塞
湖潰決分析；並於堰塞湖蓄水區裝設壓力式水位計，以監測其
堰塞湖蓄水與潰決之水文歷線。兩座人工堰塞壩尺寸及位置如
圖 3 所示。

圖 2 蘭島溪河床及河岸粒徑分布圖

本研究將堰塞湖蓄水至潰決整體過程，分為水流至堰塞壩

Fig.2 Sediment distribution of the river bed and river
bank of Landao creek

壩址開始蓄水之蓄水段，與水流溢頂潰決至潰口發展達到穩定
之潰決段，兩個部分個別討論其水文歷線。整體試驗從 2012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1:10:00 能高大圳放水開始；11:20:00 水流
前緣到達一號壩壩址；11:25:00 一號壩出現管湧；11:27:00；
一號壩發生溢頂；11:27:30 一號壩開始潰決；11:28:20 潰決水
流到達二號壩壩址；11:33:30 二號壩出現管湧；11:35:00 二號
壩發生溢頂；11:35:30 二號壩開始潰決；11:40:00 二號壩潰決
達到穩定；試驗結束 (圖 4)，總歷程約 30 分鐘。

1. 一號壩蓄水上升段
試驗從上午 11:10 能高大圳放水開始，初始流量約為 1
3

m /s，於 11:20 水流前緣到達堰塞壩壩址。經過 7 分鐘後，11:27
水流溢頂，共蓄積了約 250 m3 的水量。據此分析到達堰塞壩
之入流量約為 0.6 m3/s。估算水流從能高大圳至堰塞壩共損失
了約 40%的流量。此乃因為蘭島溪為一乾涸礫石型河川，在

圖 3 人工堰塞壩設置示意圖

試驗期間並無常流水的存在，所以近一半的流量以伏流水的方

Fig.3 The scales and locations of two artificial landslide
dams

式，在河床底層或兩岸灘地內滲流。

表 1 世界各大現地觀測站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field experimental stations in the world
試驗站名

USGS土石流試驗站

所在地
美國Oregon州

試驗觀察項目

試驗站特色

土石流

土石流相關議題
地形平坦，清水流試驗

北海道開發局千代田水路試驗

日本北海道

堰堤潰決

日本京都大學穗高砂防觀測所

日本岐阜縣上高地區

山區生態、溪流水文、土砂災害

觀測森林水文

國土交通省防災觀測站

日本岐阜縣上高地區

土石流防治、防災監測儀器

觀測天然土砂災害

東川泥石流觀測站

大陸雲南蔣家溝

土石流

土石流相關議題

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土砂觀測試驗站

臺灣南投縣惠蓀林場

土石流、堰塞湖、崩塌、河相演變

全球首創溪河內可調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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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號壩堰塞湖潰決下降段
影像觀測，從 11:27:00 水流開始溢頂，11:27:30 壩體下游
面開始潰決至 11:30:00 整體潰口發展完成，潰決結束。短短 3
分鐘內壩體 1/3 即被水流掏空，剛開始淘刷時，潰決的幅度還
不算大，從 11:28:30 至 11:29:30 這一分鐘內，為潰口發展最
顯著的時候；這是因為在 11:29，大部分水流才從壩頂集中向
下淘刷，快速帶走泥砂。由堰塞湖蓄水區之壓力式水位計資料
亦可發現，其潰決水位下降變化開始時呈現出一波峰的狀態，
最後隨時間趨緩 (圖 5)。推測應為開始水流快速流出，變化率
隨著潰口擴大而增大，但潰口發展至一定大小時即不再變化
(圖 8)，則水位變化也因潰決歷程趨緩。整體潰決穩定後，壩
後水位即維持一定高度 (約 0.5 m)。
進一步水位變化率曲線計算，上升段中，水位 450 秒內上
升約 1.3 公尺；在下降段中，水位在 90 秒內下降約 0.75 公尺，
可對應於水位計量測得之潰決穩定後水深 0.5 公尺。

3. 一號壩潰決與二號壩蓄水之關係
試驗開始後，水流於 11:20:00 抵達一號壩壩腳並開始蓄
水，開始蓄水後 5 分鐘水位達到 125 公分，此時壩體下游面出
現管湧 (圖 7)，管湧發生後 2.5 分鐘即開始溢頂潰決，潰決歷

程為 2 分鐘 (圖 6 區段 c)；一號壩潰決水流在開始潰決後 50
秒後抵達二號壩壩腳 (圖 6 區段 d)，使二號壩水位快速上升；
在潰決水流抵達二號壩壩腳後 5 分鐘，二號壩下游出現管湧，
並在管湧發生後 3 分鐘後發生溢頂潰決。
比較兩水位變化曲線，可以發現兩壩皆在水流抵達壩腳後
5 分鐘內尚未發生管湧 (圖 6 區段 a、e)。壩體水位變化曲線
在管湧發生時出現趨緩點，表示管湧現象會造成堰塞湖水位上
升速率減緩 (圖 6 區段 b、f)。
此外針對兩壩交互影響部分，可分為潰決水流直接撞擊及
潰決水流造成之蓄水歷程改變兩部分。本試驗中，從一號壩潰
決後，量得之河川水流前緣流速約 2 m/s，水深約 30 cm，潰
決水流經過河道摩效應後，對二號壩產生之動量衝擊影響較
小。反觀其主要影響為一號壩之蓄水體在 2 分鐘內轉移至二號
壩中 (圖 6 區段 c)，使二號壩水位迅速上升，縮短的蓄水歷程
進而使管湧影響時間減少，因此二號壩蓄滿後隨即發生溢流，
使管湧對壩體影響相對減小。
堰塞壩潰決形態主要分為溢頂破壞或管湧溯源破壞，於本
試驗中，因一號壩潰決，縮短二號壩蓄水歷程及管湧作用，使
二號壩於管湧破壞前先發生溢頂，由試驗結果推測，若兩壩體
間距較大，使洪水傳遞時間 (圖 6 區段 c) 增加，進而造成管
湧影響時間 (圖 6 區段 f) 增加，則可能形成管湧溯源破壞。

圖 5 一號壩水位上升率圖
Fig.5 Impoundment depth rising rate in Dam #1

圖 4 堰塞湖潰決試驗潰口發展演變圖

圖 6 一號壩與二號壩之水位圖

Fig.4 Landslide dam failure experiment and the breach
development

Fig.6 Impoundment depth variations of Dam #1 and D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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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本研究於惠蓀林場蘭島溪堆置兩座人工堰塞壩以進行堰
塞湖雙壩潰決試驗。試驗結果顯示，堰塞湖水位上升速率受蓄
水體形狀及壩體管湧現象影響，即水位升高速率越快，越不利
管湧現象之發展；在潰決歷程中，水位下降速率初期因潰口之
展寬與刷深漸增 (圖 8、圖 9)；潰口最大時，水位下降速率達
到峰值；待潰口穩定後，水位下降速率則逐漸減緩，使潰決歷
程中的水位變化歷線呈現單峰形態。
於本試驗中，系列壩之主要交互影響為潰決水流造成下游
壩體水位迅速抬升，縮短堰塞湖蓄水歷程及管湧作用影響時
間，此次試驗中，兩壩體間距為一百公尺，若兩壩體間距較大，
圖 7 管湧現象 (二號壩)

使洪水傳遞時間增加，進而造成管湧作用影響增大，則可能造

Fig.7 Piping flow on Dam #2

成下游壩體潰決形態由溢頂破壞轉變為管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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