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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期間高濁度觀測方式可行性研究-以南勢溪為例
周伯愷[1] 許盈松[2]
摘

要

劉建榮[2]*

本研究於南勢溪覽勝橋進行人工採樣，考慮不同颱洪事件流量差異可獲得一具有顯著相關性之

SS-NTU 迴歸關係。透過福山站自動化 SS 觀測與本研究獲得之 SS-NTU 迴歸關係，進行潭美與麥德姆颱風的
水質濁度推估，可獲得與人工採樣接近之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之濁度觀測推估方式，具有於颱洪高流量觀
測之可行性與適用性。本研究建議之自動化觀測儀器設置方式，可獲得颱洪期間之 SS 與 NTU 資料，且可避
免儀器遭到掩埋、流失或破壞。

關鍵詞：南勢溪，SS-NTU 迴歸關係，水質濁度。

The Feasibility for the High-turbidity Measured Method during
Typhoon Events - Tested in Nan-Shi Rive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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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loads converted by different peak discharges of different typhoon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and turbidity of the suspended load (SS-NTU relation) sampled artificially at Lan-Sheng Bridge on Nan-Shi River could be obtained in this study. The water turbidity,
which was estimated by the suspended-load concentration (SS) measured automatically and SS-NTU relation analyzed in this study, was close to the artificial sampling data during the TRAMI typhoon and MATMO typhoon at
Lan-Sheng Bridge.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water turbidity suggested in this study could be applied to estimate water turbidity during typhoon events. The setting method of the automatic instrument suggested in this study could obtain precious data during typhoon events. It also could prevent the instrument from being covered, washed away or
destroyed.
Key Words : Nan-Shi River, SS-NTU relation, turbidity.

一、前

言

事件期間為四站最大，由此可推估札孔溪集水區應為南勢溪之
土砂來源之一。

臺北水源特定區係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於新店溪青潭堰

表 1 為該計畫以各時期之衛星影像，分析判釋各颱洪事件

取水口上游之北勢溪、南勢溪與新店溪集水區，全區共計 10

後全流域的崩塌地面積變化。可發現，若無重大颱洪事件與豪

個子集水區 (如圖 1 所示)。青潭堰上游之直潭壩取水口，主

雨侵蝕影響，札孔溪流域之崩塌地面積有明顯減少之趨勢。由

要用以取水供應大台北地區之用水，故水質濁度為重要的監測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直潭壩原水濁度監測資料與颱風豪雨之降

項目。近年來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以下簡稱水特局) 轄管

雨量情形進行比對分析結果可知 (如圖 4 所示)，於 2004 年艾

之南勢溪，因上游東札孔溪崩塌問題，於颱洪期間有懸浮載泥

利颱風、2008 年辛樂克颱風、2009 年莫拉克颱風期間，南勢

砂濃度與水質濁度明顯升高的問題。

溪之泥砂濃度有明顯升高，研判札孔溪流域可能有較大規模之

「札孔溪、土場溪、大東河國有林規劃檢討及土砂災害歷

崩塌產生，造成泥砂被沖蝕帶往下游之南勢溪。水特局目前雖

程分析 (2012)」計畫針對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由上游至下

已設有自動濁度監測站，但民國 101 年蘇拉颱風造成強降雨，

游各水質監測站 (福山站、覽勝橋、烏來堰和屈尺堰) 之水質

挾帶大量泥砂造成部分測站監測儀器遭沖刷流失，故需研擬可

濁度 (NTU) 與懸浮固體濃度 (ppm) 資料進行比對分析。由

於颱洪期間進行高濁度觀測之方法，且觀測儀器不致遭到泥砂

圖 2 及圖 3 可明顯看出，福山站之濁度及懸浮固體於颱風豪雨

掩埋或沖毀破壞之觀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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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札孔溪流域各颱洪事件後的崩塌地面積 (「札孔溪、土
場溪、大東河國有林整體規劃檢討及土砂災害歷程分
析，2012)

濁度 (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簡稱 NTU) 是水透明

Table 1

程度的量度，其量測原理為在特定條件下，比較水樣和標準參
考濁度懸浮液對特定光源散射光的強度，以測定水樣的濁度。

颱洪事件

散射光強度愈大者濁度愈大，國內外一般以濁度作為量測水質

崩塌地
面積

的標準。濃度則是指一定體積渾水中所含泥砂重量，單位以

The collapse area of Zha-Kong River caused by
different typhoon event
艾利颱風
辛樂克颱風 南瑪都颱風
蘇拉颱風
(2004 年 8 月) (2008 年 9 月) (2011 年 8 月) (2012 年 8 月)
128.35ha

84.28ha

101.91ha

20.75ha

PPM (百萬分之一) 或 mg/L 表示。濁度高的水樣會混濁不清
或不透明；濁度低的水樣會較為清澈透明。濁度是由各類微小

濁度 (NTU)

顆粒，如淤泥、黏土、微生物和有機物所引起。濁度並非對這
些顆粒物直接量度，而是透過這些顆粒物對光的散射情況進行
量度。濁度可定義為：「穿過樣品中的光發生散射或吸收光線
而不是沿直線穿透的光學特性的表徵」(America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1)。濁度觀測原理是根據廷德爾效應 (Tyndall
Effect)，散射光的強度與水中的顆粒多寡成正比。散射光的空
間分佈 (Spatial Distribution) 與顆粒的形狀和大小有相對關

圖 2 南勢溪各水質測站歷年濁度變化 (「札孔溪、土場溪、
大東河國有林整體規劃檢討及土砂災害歷程分析」，

係。
濁度測量的儀器統稱作濁度計，濁度計發出光線，使之穿
過一段樣品，並從與入射光呈 90°的方向上檢測有多少光被水

2012)
Fig.2 The variation of turbidity measured by water
quality stations on Nan-Shi River

中的顆粒物所散射，這種散射光測量方法稱作散射法。NTU
(Nepholometric Turbidity Unit) 為國內與美國環保署 (US EPA,
1993) 慣用之水質濁度量測單位，因此本研究之室內水樣量測

懸浮固體濃度 (ppm)

採用 NTU 作為濁度觀測的單位。NTU 定義為樣品經可見光
(或稱散色光 Scatter Light 或白光 White Light) 在 90 角之偵
測值。
水質濁度量測易受水中泥砂顆粒大小、粒徑分布、泥沙形
狀、顏色所影響。其他影響濁度觀測的因素還包括：(1) 水樣
中漂浮碎屑 (Debris) 和快速沈降的粗粒沈積物會使濁度值偏
低；(2) 微小的氣泡會使濁度值偏高；(3) 水樣中因含溶解性

圖 3 南勢溪各水質測站歷年懸浮固體濃度變化 (「札孔溪、
土場溪、大東河國有林整體規劃檢討及土砂災害歷程分
析」，2012)
Fig.3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suspended load
measured by water quality stations on Nan-Shi
River

店

屈尺站

濁度 (NTU)

烏來站
攬勝站

福山站

圖 1 臺北水源特定區各子集水區分布圖 (「臺北水源特定區
水文監測計畫 (103-105 年)(1/3)」，2014)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sub-catchments of the catchment area managed by Taipei Water Management
office

圖 4 臺北自來水事業處直潭壩取水口原水濁度與降雨事件關
係圖 (「札孔溪、土場溪、大東河國有林整體規劃檢討
及土砂災害歷程分析」，2012)
Fig.4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tion of turbidity
measured on the Water intake of Zhi-Tan Dam and
rainfall on typhoon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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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而產生顏色時，該溶解性物質會吸收光而使濁度值降低；

特颱風之採樣資料也可發現，由於蘇力颱風之流量大於菲特颱

及 (4) 裝置樣品之玻璃試管不乾淨或振動時，所得的結果將

風，其所能啟動使底床質泥砂成為懸浮載之泥砂粒徑也應越

不準確 (US EPA, 1999)。故濁度觀測過程中對環境因素瞭解

大，故於相同的泥砂濃度條件下，蘇力颱風的濁度測值也明顯

或控制條件掌握，將影響觀測資料品質 (許盈松等，2007)。

偏低。

因此，本研究之水質濁度量測，皆為將採集的水樣帶回實驗室
較理想之環境進行檢測。
濁度 (NTU) 觀測為水環境及水資源領域中之重要觀測
項目，濁度測值常用來作為判別水生態環境、水資源利用及公
共用水營運之可靠度指標 (USGS, 2003；環保署，2002)。因
濁度觀測方式及儀器發展，相對於傳統泥沙之觀測方法及技

三、觀測方式研擬與
自動化觀測儀器設置規劃
1. 觀測方式之研擬

術，其儀器工業化及自動化程度高、價格較低，並具備自動化

由圖 6 水特局於福山站之自動化濁度觀測資料可發現，福

即時觀測功能。故濁度觀測設站較普遍，觀測歷時、資料量累

山站之水質濁度於颱洪期間常超過 3,000 NTU。因此，為於颱

積較長。一般現地之自動化濁度觀測計 (Turbidmeter) 只能量

洪期間中、高流量條件下進行水質濁度觀測，且避免水質濁度

測 3,000NTU 以 下 的 數 值 ， 現 地 自 動 化 觀 測 結 果 若 超 過

因超過自動化觀測儀器觀測上限 (3,000NTU) 而發生無法觀

3,000NTU 時，應視為具有誤差之參考值。當水質濁度超過濁

測結果不正確之問題，故本研究擬於福山站進行懸浮載泥砂濃

度儀器觀測限制時，需透過人工採樣搭配稀釋法進行觀測。

度 (SS) 之自動化觀測，再透過於覽勝橋所進行之人工採樣，
分析迴歸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之關係，藉以推估颱洪期

2. 濃度觀測

間南勢溪之水質濁度變化。南勢溪測站位置示意圖與觀測推估

泥沙濃度量測為計算單位水體中所含的泥沙重量，量測方

方式說明如圖 7 所示。

法為將採集的水樣，進行烘乾秤重，量出所含的泥砂重，由 (1)
式計算 (ASTM, 2003a, b)：

濃度 ( PPM ) =

( 總總 - 蒸蒸蒸總) × 1000
樣品品積

(1)

式中：總重為蒸發皿與烘乾後固體的總重量 (g)；蒸發皿重為
未進行試驗前之蒸發皿重量 (g)；樣品體積為所採水樣之總體
積 (L)。求得濃度之單位為 PPM(百萬分之一) 或 mg/L。

3. 水質濁度與泥砂濃度之應用與相關性
河川中懸移泥沙濃度與濁度之物理定義不同，在工程實務
應用上也有不同之應用對象，如慣用濁度作為判別公共用水原
水供水可靠度指標，而泥砂濃度則是用以推估河道輸砂量或泥
砂入庫量的重要參考依據。921 地震後台灣上游集水區崩坍地
土砂大增，每遇大雨，即造成大量泥砂被沖入河川流往下游或
水庫。2004 年納莉颱風大量洪水挾帶大量泥砂進入石門水

圖 5 南勢溪泥砂不同粒徑之水質濁度與泥砂濃度關係
Fig.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urbidity and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load for the sediment on
Nan-Shi River with different size

庫，造成水庫原水濁度劇增至 70,000-120,000NTU，造成桃園
地區嚴重限水影響桃園地區民生及各項產業甚鉅。如何掌握水
庫與集水區之即時泥砂濃度或濁度資料，建立流域水、砂特性
關係，提供河川管理單位與供水單位營運操作管理參考，為台
灣當前河道治理與水資源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
許盈松等 (2007) 針對石門水庫泥砂所調配渾水試樣之
濁度測值 NTU 與實際濃度 PPM 之關係進行分析，結果指出
在特定泥沙粒徑及組成條件下，渾水試樣之濁度測值 NTU 與
實際濃度 PPM 間之線性關係良好。但於不同泥沙粒徑或組成
條件，雖仍存在良好線性關係，但其率定曲線斜率存在明顯規
律變化。並指出泥沙粒徑越大或越不均勻，濁度測值將較實際
濃度值越低。圖 5 為本研究採南勢溪之底床質泥砂烘乾磨碎
後，分別以同過不同篩網 (#50、#100 與#200) 之泥砂配置渾
水水樣之實驗結果，可發現泥砂粒徑較大時，於相同的泥砂濃
度條件下，濁度測值確實也有較低的情況發生。而由蘇力與菲

圖 6 福山站之日雨量與自動化濁度觀測資料
Fig.6 The automatic measured data for day rainfall and
turbidity at Fu-Sha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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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化觀測儀器設置規劃
目前南勢溪的主要觀測站為福山站與覽勝橋站，兩測站皆
設有自動化懸浮固體濃度 (ppm) 與濁度 (NTU) 觀測儀器。
但目前兩測站之自動化觀測儀器除於颱風前後加強檢視固定
情形外，於陸上警報發佈後暫停即時監測作業，委請儀器廠商
赴現場取出水質儀器，俟颱風過後再行安裝以保全儀器。此作
法雖可保全儀器設備不受損壞，但高流量高濁度之重要監測資
料卻無法取得。將觀測儀器裝置於較接近河床之位置，雖可於
常流量條件下也可獲得泥砂濃度與水質資料，但於颱洪期間則
有可能發生沖刷流失、掩埋或遭大顆粒底床推移載撞擊損壞之
問題，故若將量測儀器裝設於距離河床有一適當高度，於颱洪
期間則較不會遭到撞擊損壞或掩埋，應可用以進行高流量下的

圖 7 南勢溪測站位置示意圖與觀測推估方式說明

懸浮載泥砂濃度觀測。由於福山站之位置較為偏遠，考量交通

Fig.7 The illustration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ions on
Nan-Shi River and evaluated method for turbidity

與量測人員安全問題，於颱洪期間以人工進行採樣觀測有較高
的危險性。由於福山與覽勝橋兩站皆為南勢溪之水位-流量

觀測儀器

站，兩站之間相距約 16km，颱洪期間兩站間之流量傳遞時間
約為 1hr (以流速 5m/s 概估)，故本研究初步假設颱洪期間流經
福山與覽勝橋兩站之懸浮載泥砂顆粒形狀、顏色…等，可能影
響濁度觀測結果之特性應差異不大。因此，於福山站以自動化
泥砂濃度觀測設備 (如圖 8 與圖 9) 進行量測，用以掌握南勢
溪上游之泥砂濃度即時變化。由圖 9 可知，因儀器設置高程距
河床有一適當距離且位於橋墩後方，於颱洪期間較不會受到底
床推移載之撞擊損壞或掩埋。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之關
係部分，則規劃於颱洪期間於交通與人工採樣相對安全之覽勝
橋進行人工採樣，並對採樣之水體進行水質濁度 (NTU) 與懸
浮載泥砂濃度 (ppm) 之相關性分析。

保護筒

圖 8 本研究採用之懸浮載泥砂自動化觀測儀 (WTW ViSolid
700 IQ Product Brochure)
Fig.8 The automatic measured instrument for suspended
load concentration in this study

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儀器保護
觀測筒

1. 福山站懸浮載泥砂濃度自動化觀測成果分析
本研究為驗證福山站自動化懸浮載泥砂濃度觀測儀資料

流向

之正確性，於 2014 年 7 月 23 日麥德姆颱風期間於福山站以雙

EL 284m

口式泥砂採樣器進行人工採樣，採樣人力約需 2～3 人，採樣
情況如圖 10 所示。本研究採用之雙口試採樣器 (如圖 11 所示)
於沒入水中後，兩邊開口未閉合前，水流仍可於自由流動。於
瞬間關閉兩邊開口時，可獲得較具代表性之流動水體泥砂濃

2013/08/08

度。採樣深度約為水面下 50cm 左右。人工採樣步驟與流程如

圖 9 福山站懸浮載泥砂濃度自動化觀測儀器裝設情況

圖 12 所示。自動化量測部分，則透過圖 8 與圖 9 所設置之自

Fig.9 The installation condition of the automatic instrument at Fu-Shan station

動化泥砂濃度觀測設備，進行自動化觀測。表 2 與圖 13 為福
山站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自動化與人工採樣觀測結果。可發現
9：00 與 10：20 之自動化觀測結果與實際人工採樣結果極為

流
向

接近，11：10 之自動化觀測結果則有略微高估之情況。分析
可能造成之原因為泥砂濃度於垂向分佈可能有所差異，採樣期

人工採樣
位置

間表面流速約為 1.3 m/s 左右，採樣器可能採集到較為接近表
本研究設置之

層之水樣，造成泥砂濃度有低估之情況發生。但由 9：00 與
10：20 之自動化觀測與採樣結果可知，本研究設置之自動化
懸浮載泥砂濃度觀測儀器的觀測結果，初步具有一定程度之可
信度，可用以推估下游覽勝橋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

2014/07/23

SS 觀測儀器位置

2014/07/23

圖 10 福山站人工採樣
Fig.10

The artificial sampling condition during typhoon
at Fu-Sha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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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勢溪水質濁度與懸泥載泥砂濃度關係

懸浮載泥砂採樣

本研究於覽勝橋共進行了 2013 年的蘇力、潭美、康芮與
菲特颱風，以及 2014 年的麥德姆與鳳凰颱風共 6 場颱洪事件
之人工採樣，如圖 14 所示。6 場颱洪事件之採樣懸浮載泥砂

至現地採樣位置

濃度-水質濁度 (SS-NTU) 關係如圖 15 所示。由於康芮颱風之
流量較小，故不進行資料趨勢迴歸。可發現潭美、菲特與麥德

打開雙口式採樣器
兩端開口

姆颱風之最大流量差異不大，故水樣之 SS-NTU 關係相對較為
一致。但蘇力颱風之最大流量較大，於相同之懸浮載泥砂濃度
條件下，其水質濁度較低；而鳳凰颱風之最大流量較菲特颱風

將之放入河道擬
採樣位置

低，於相同之懸浮載泥砂濃度條件下，其水質濁度有較高的現
象。證實颱風所造成之流量不同時，可啟動成為懸浮載之泥砂
粒徑會略有不同，因而造成懸浮載泥砂與濁度之關係有所不

瞬間關閉採樣器
兩端開口

同。但不同流量規模颱洪事件之 SS-NTU 關係皆不同，無法獲
得一可用之 SS-NTU 關係，用以進行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之換
算。

獲得較具代表性之
流動水品採樣樣本

由圖 16 歷年來攬勝橋的人工採樣與流量觀測所得之流量
與輸砂量率定關係可知，流量愈大，可攜帶之輸砂量也愈大，
泥砂濃度也相對較高。由圖 17 與圖 18 六場颱洪事件覽勝橋人
工採樣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濁度與採樣時之水位關係可知，各

圖 12 泥砂採樣步驟與流程
Fig.12

Suspended load sampling step and procedure

場颱洪事件於相同水位條件下之懸浮載泥砂濃度差異相對水
質濁度之差異較為明顯，且與颱洪事件之流量大小差異較具一
致性。因此，本研究假設不同流量規模颱洪事件可挾帶之懸浮
載泥砂粒徑與泥砂濃度，應與該颱洪事件之流量較有明顯之關
係。即流量較大之颱洪事件，應具有較大之泥砂沖刷與挾砂能
力。
表 2 麥德姆颱風期間之自動化觀測與人工採樣結果比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utomatic measured data and artificial sampling results during
MATMO typhoon

採樣時間
2014/7/23
09:00
2014/7/23
10:20
2014/7/23
11:10

誤差百分比(%)

自動化觀測 (ppm)
[1]

人工採樣 (ppm)
[2]

 [ 2 ] − [1] 

 × 100%
 [ 2] 

2,100

2,129

1.36

2,222

2,342

5.12

2,859

2,390

19.62

圖 13 福山站懸浮載泥砂濃度自動化 (剔除異常資料) 與人
工採樣觀測資料
Fig.1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rtificial sampling data
and automatic measured data at Fu-Shan station

蘇力颱風

潭美颱風

康芮颱風

菲特颱風

麥德姆颱風

鳳凰颱風

圖 11 泥砂採樣 (雙口式取樣儀器) 照片

圖 14 覽勝橋 6 場颱洪事件之人工採樣

Fig.11

Fig.14

Suspended load sampling instrument (two-intake)

The artificial sampling condition of six typhoons
at Lan-Sheng Bridge on 2013 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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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颱洪事件於覽勝橋之最大流量如表 3 所示。表 3 中之

之迴歸公式，可發現換算後之各場颱洪事件的 SS- NTU 關係

最大流量係以各場颱洪事件所量測之最高水位，代入 (2) 式

即具有不錯的一致性。圖 21 迴歸式的 R2 可達 0.93，信賴度為

覽勝橋之水位-流量率定曲線 (迴歸資料為民國 97~103 年 9

95%，顯著值 (P value) 小於 0.05 具顯著相關性，表示圖 21

月) 推估而得。由圖 19 可知，覽勝橋歷年的斷面並無重大變

所得之迴歸式可充分解釋迴歸之資料。故圖 21 可用以進行南

化，故其迴歸所得之水位-流量率定曲線具有一定之代表性，

勢溪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換算。完整的分析與計算流

可以用以計算颱洪期間之流量。若以菲特颱風之最大流量為基

程如圖 22 所示，SSm 為實際量測之泥砂濃度，Si 為各場颱洪

準，計算另外五場颱洪事件最大流量相對於菲特颱風最大流量

事件以表 3 之計算方式所得之比值，SSmi 則為以各颱洪事件之

之比值，可得如表 3 之結果。故於相同之水質濁度條件下，蘇

流量比值換算後之泥砂濃度。未來於颱洪事件透過自動化觀測

力颱風實際採樣之懸浮載泥砂濃度應為菲特颱風的 1.73 倍。

儀器對懸浮載泥砂進行觀測以獲得 SSm，並以實際流量計算該

故將蘇力颱風實際採樣之懸浮載泥砂濃度，依照蘇力颱風最大

場颱洪事件相對於菲特颱風之 Si，將 SSm 換算成 SSmi，再代入

流量與菲特颱風最大流量之比值進行換算 (除以 1.73)，則可

圖 21 所得之 SSmi—NTU 迴歸關係，即可進行水質濁度 NTU 的

得如之圖 20 結果。可發現換算後的懸浮載泥砂濃度，與菲特

推估。

颱風之量測結果極為接近。故依相同方式將其他颱洪事件之懸
浮載泥砂濃度觀測資料，依表 3 所得各颱洪事件最大流量相對

Q = 42.72(h-108.2)1.74 ， R2 =0.96

(2)

於菲特颱風最大流量之比值進行換算，並將各場颱洪事件換算
後所得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進行迴歸，可得如圖 21

式中：Q 為流量 (cms)；h 為雷達波水位計所量測之水位 (m)。

圖 15 六場颱洪事件覽勝橋人工採樣水樣之濁度與懸浮載泥

圖 17 六場颱洪事件覽勝橋人工採樣水樣之懸浮載泥砂濃度
與水位關係

砂濃度關係
Fig.15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sampling turbidity
and conecntration of six typhoons at Lan-Sheng
Bridge on 2013 and 2014

圖 16 攬勝橋之流量與輸砂量率定關係
Fig.16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charge and suspended
load transport quantity of Lan-Sheng Bridge station

Fig.17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sampling concentration and water level of six typhoons at
Lan-Sheng Bridge on 2013 and 2014

圖 18 六場颱洪事件覽勝橋人工採樣水樣之水質濁度與水位
關係
Fig.18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sampling turbidity
and water of six typhoons at Lan-Sheng Bridge on
2013 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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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山站自動化觀測推估與覽勝橋人工採樣比較
分析

表 4 麥德姆颱風期間之福山站自動化觀測推估覽勝橋濁度與
人工採樣結果比較
Table 4

圖 23 與圖 24 分別為潭美颱風與麥德姆颱風期間，以福山
站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自動化量測結果，搭配圖 21 迴歸公式推
估所得之颱洪期間南勢溪水質濁度變化。表 4 為麥德姆颱風期
間之福山站自動化觀測推估覽勝橋濁度與人工採樣結果比
較，可發現推估所得之濁度與人工觀測結果已具有不錯的一致
性，於麥德姆颱風期間之濁度峰值誤差可小於 1%(2014/7/23
11:00)。初步證明本研究所提出之颱洪期間水質濁度觀測推估
方法 (圖 22)，具有於颱洪高流量期間進行濁度觀測之可行性
與適用性。
圖 23 與圖 24 部分採樣結果與推估結果有所差異之部分，
皆為採樣之水質濁度較低。分析可能造成之原因為泥砂濃度於
垂向分佈可能有所差異，颱洪期間表面流速可達 3.0~4.0 m/s，
採樣器若無法確實沒入水面下一定水深，可能採集到較為接近
表層之水樣，造成採樣泥砂濃度有低估之情況，進而造成推估
之水質濁度也有低估之現象。

採樣時間
2014/7/23
04:00
2014/7/23
05:00
2014/7/23
06:00
2014/7/23
07:00
2014/7/23
08:00
2014/7/23
09:00
2014/7/23
10:00
2014/7/23
11:00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urbidity estimated by the automatic measured data from
Fu-Shan station and artificial sampling results
during MATMO typhoon
福山站自動化觀測推估 覽勝橋人工採
之覽勝橋濁度 (NTU) 樣濁度 (NTU)
[1]
[2]

誤差百分比(%)
 [ 2] − [1] 

 × 100%
 [ 2] 

1,397

1,442

3.09

1,466

1,351

8.57

1,553

1,453

6.84

1,639

1,063

54.22

1,725

2,001

13.78

1,932

1,841

4.93

2,569

2,278

12.80

2,768

2,787

0.71

表 3 各場颱洪事件於覽勝橋之最高水位與流量分析表
Table 3

The analysis for the highest water level and
discharge at Lan-Sheng Bridge station of each
typhoon event

颱洪
事件 颱洪事件
序號

覽勝橋
最高水位
(h)(m)

覽勝橋
最大流量
(Qi)(cms)

1

蘇力颱風

114.11

940.14

2

潭美颱風

112.60

562.65

3

菲特颱風

112.52

544.97

4

康芮颱風

109.49

66.41

5

麥德姆颱風

112.39

516.75

6

鳳凰颱風

112.09

454.09

相對於
菲特颱風之流量比
(Si)
Q1 940.14
S1 =
=
= 1.73
Q3 544.97
Q
562.65
S2 = 2 =
= 1.03
Q3 544.97
Q 544.97
S3 = 3 =
= 1.00
Q3 544.97
Q
66.41
S4 = 4 =
= 0.12
Q3 544.97
Q 516.75
S5 = 5 =
= 0.95
Q3 544.97
Q
454.09
S6 = 6 =
= 0.83
Q3 544.97

圖 20 蘇力颱風之懸浮載泥砂濃度按流量比值換算之結果
Fig.20

The calculated results of suspended-load concentration of Soulik Typhoon converted by the
discharge ratio

圖 19 覽勝橋歷年斷面變化

圖 21 考慮流量差異之懸浮載泥砂濃度與水質濁度迴歸關係

Fig.19 The cross-section variation of Lan-Sheng Bridge
station over the years

Fig.21

The relation between turbidity and suspended-load concentration converted by the discharg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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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1.

論

本研究於覽勝橋進行人工採樣，並考慮不同颱洪事件最大
流量差異 (以菲特颱風最大流量為基準)，獲得一具有顯
著相關性之 SSmi－NTU 迴歸關係，可用以進行南勢溪之
懸浮載泥砂濃度與水質濁度換算。

2.

透過福山站之懸浮載泥砂濃度自動化觀測結果，與本研究
所獲得之 SSmi－NTU 迴歸關係，進行潭美與麥德姆之覽
勝橋水質濁度推估，可獲得與人工採樣接近之結果。顯示
本研究所提出之自動化懸浮載泥砂濃度觀測，搭配 SSmi
－NTU 迴歸關係進行水質濁度推估之方法，具有於颱洪

圖 22 考慮流量差異之颱洪期間泥砂濃度觀測與水質濁度推
估方法與流程
Fig.22

The method and procedure for suspended load
measurement and water turbidity estimation by
considered discharge difference during different
typhoons

高流量期間進行濁度觀測之可行性與適用性。
3.

本研究所建議之自動化觀測儀器設置方式，雖於常流量無
法獲得資料，但可獲得颱洪期間較寶貴之泥砂濃度資料。
該儀器已經歷 2013 與 2014 年六場颱洪事件皆仍維持正常
運作，可證明本研究建議之自動化觀測儀器設置方式，因
設置高程較高，可避免儀器遭到掩埋、流失或破壞之情況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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