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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溪河道一般沖刷深度現場試驗之研究
詹勳全[1]* 宋羅安[1]
摘 要

廖雯慧[2] 李正鈞[2]

本研究為了觀測野溪河道之一般沖刷深度，並改善現有觀測儀器於野溪河道觀測上之困難，蒐集河

道沖刷型態、影響因子及沖刷觀測技術之文獻，分析評估後採用“無線追蹤粒子沖刷觀測技術”進行野溪河道
一般沖刷觀測，於實驗室進行渠槽試驗及室外測試，針對觀測儀器操作特性及訊號傳輸穩定度進行測試，並
對無線追蹤粒子之抗壓、耐水及訊號接收距離等性能進行分析與檢測，確認儀器於現地運作之能力後；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於南投縣仁愛鄉眉溪完成兩處沖刷觀測站建置，蒐集研究樣區汛期期間之現場水文水
理及現地沖刷資料，成功於 2016 年 6 月 13 日觀測到暴雨事件之沖刷過程，並透過河道現地調查驗證無線追
蹤粒子之觀測可信度，結果顯示無線追蹤粒子可成功於野溪河道觀測沖刷深度；而未來若有野溪河道沖刷觀
測相關之研究，建議未來可採用無線追蹤粒子進行觀測，並透過觀測樣區及觀測資料數量的提升，增加改進
沖刷估算公式，進而發展本土化之預估方法，回饋於現地沖刷監測與防災預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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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erformed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zed the types, influencing factors, estimation formulas,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of the general scour in river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xisting scour depth
measuring technologies,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float-out device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scouring measurement tool. The float-out device was tested in a laboratory channel. Subsequently,
two measurement station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Mei river, Nantou County in Taiwan, on May 31 and June 1, 2016,
respectively, to collect scouring data during floods. The scouring process of a heavy rainfall event was successfully
observed on June 13, 2016. The float-out device proved suitable for measuring the scour depth in the Mei river. When
the results of the field survey and measured data of the float-out device were compared, the float-out device was revealed to be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ethod of measuring riverbed scour. In the futu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monitoring technique can be increased. By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field data, the accuracy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scour
estimation formulas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Upstream creeks, scour, wireless tracer.

一、前

言

臺灣河川坡陡流急，野溪河道於颱風及豪雨事件發生時，
暴漲之溪水使河道結構物附近形成沖刷坑，若沖刷持續加劇，

仁愛鄉眉溪兩處具有沖刷趨勢之河段進行觀測，於颱洪及豪雨
事件期間進行現地沖刷觀測，並於後續進行現地河床調查，驗
證無線追蹤粒子於野溪河道觀測之可行性，提供未來相關研究
之現地觀測儀器應用參考。

可能導致結構物基礎裸露淘空，造成結構物受損，甚至發生重
大災害。若能即時掌握河床沖淤變化及其趨勢，則可確保野溪
河道周遭安全，並儘速採取適當應變措施。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於 2015 年進
行之「眉溪阿里山溪等二處集水區土砂控制測量與監測」計畫，
南投縣仁愛鄉眉溪之河道近年來遭逢颱洪事件便發生嚴重沖
刷事件，並造成數處橋梁及護岸損毀，導致周遭保全對象之安
全備受威脅。因此，本研究採用「無線追蹤粒子」針對南投縣

二、文獻回顧
1. 野溪沖刷類型
沖刷是指河道底床高程與非平衡泥沙運輸之變化，也就是
與底床受到的侵蝕和沉積有關，沖刷形態可分為一般沖刷
(general scour)、束縮沖刷 (constriction scour) 與局部沖刷 (local scour)，其分類及示意如圖 1 所示。Melville and Co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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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認為一般沖刷普遍存在於整個河道中，主要為水流對

部阻礙或干擾作用，水流受到阻擋產生的向下射流，與上游原

底床沖刷造成高程下降，不論是否有水工構造物均會發生；而

本的水流結合，而產生馬蹄形渦流、渦流區、尾跡渦流等流況

束縮沖刷是因橋墩、橋基裸露而增加阻水面積，或是因公路之

現象，使河床形成局部沖刷之沖刷坑。而野溪河道中之結構物

引道路堤與橋台進入河道，占據部分之通水寬度，亦可能因天

設置均經水理分析，且通常無明顯橫跨於河道中心之構造物影

然河道窄縮使得通水寬度縮減，均會阻擋水流迫使橋孔間的單

響水流，進而產生束縮及局部沖刷，因此本研究主要野溪河道

寬流量與流速增加造成橋墩基礎間產生束縮效應，導致河床之

之一般沖刷為探討現象。

沖刷下降；局部沖刷則是由於橋墩或橋台的存在對水流產生局

資料來源：Melville and Coleman (2000)

圖 1 沖刷分類示意圖
Fig.1 Types of scours

2. 現有沖刷觀測技術

出時，通電進而透過無線電裝置發送訊號，再經由接收

本研究為有效率地進行野溪河道沖刷觀測，除了前述河道

器收取訊號並加以解碼，進而得知河床動態沖刷深度，

沖刷型態外，於本節蒐集國內外之現有沖刷觀測技術，彙整介

如圖 3 所示；此技術可觀測動態沖刷深度之變化，且能

紹各項觀測技術，並分析其優缺點，作為野溪河道一般沖刷觀

透過遠端即時得知沖刷資訊。

測觀測技術之參考。
(1) 高效率沖刷磚柱:
將 預 先 編 碼 之 建 築 用 磚 塊 ( 尺 寸 為 20 cm 10
cm 5.5 cm)，以挖土機配合中空鋼棒於枯水季或颱風前
埋入河床，待洪水後或來年枯水季再行開挖，依磚塊流
失數目即可獲知颱洪期間之最大沖刷深度 (盧昭堯等人，
2014)，如圖 2 所示。此技術價格便宜、取得容易，且使
用上不須供電為其優點，但缺點為無法得知颱洪期間之
動態沖刷深度變化，開挖埋設費時費力，且無法重複使
用。
(2) 漂浮式裝置 (float-out device):
以埋設於河床之無線電信號發射小型裝置，可連續
觀測全洪歷程河床之沖刷變化。如無線追蹤粒子 (盧昭
堯等人，2014；Yang and Su，2015；蘇志強、楊翰宗，

資料來源：盧昭堯等人(2014)

圖 2 沖刷磚柱及輔助鋼棒
Fig.2 Numbered-brick column and auxiliary bar

(3) 超音波沖刷測深計：

2017)，其主要原理為利用內部經過整數編碼支無線電裝

其原理主要藉由超音波方式直接觀測沖刷深度，經

置埋置於河床，當裝置靜止未受擾動時，無信號源發出，

由接收器收取信號後解碼與傳輸，進而得知河床沖刷深

表示該處尚未遭受洪水沖刷；而當裝置受洪水沖刷並浮

度，如圖 4 所示。此方法為目前國外普遍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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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為可遠端獲得沖刷深度資訊；然而臺灣河道在颱洪
豪雨期間挾帶許多泥沙、石塊及樹木等漂流物，若無適
當保護措施可能導致超音波裝置沖毀，且水流中挾帶泥
砂及漂流物可能影響超音波訊號的接收，因此這類儀器
較常使用於洪水後之河道測量，於即時監測尚無法有效
應用 (林其穎，2011)。

資料來源： Dowding (1994)

圖 5 光時域反射技術原理示意圖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DR

(5) 磁性滑動套環測深計：
為國內外常見的埋入型沖刷監測設備，如圖 6，於
橋墩周圍欲量測沖刷深度處，設置內含磁通開關之長套
管，放置磁性套環於其上滑動，河床面受沖刷下降時套
資料來源：盧昭堯等人 (2014)

環跟著改變高度，以電磁感應原理得知沖刷深度變化，

圖 3 第一代無線追蹤粒子

盧昭堯等人 (2005) 曾於濁水溪西螺大橋橋墩處，安裝

Fig.3 Wireless tracer

磁性滑動套環測深計進行河道沖刷觀測，觀測精度尚稱
良好，但無法量測河床回淤情形，且必須固定於橋墩上
為其缺點。

資料來源： Schall (1999)

資料來源： Schall (1999)

圖 4 超音波沖刷測深計示意圖

圖 6 磁性滑動套環示意圖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ultrasonic scour measured
device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magnetic sliding collar scour
monitor

(4) 光時域反射技術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TDR)：
此技術原本應用於農業領域，用以測得土壤含水量，

(6) 重錘式沖刷測深計：
重錘式沖刷測深計之原理是藉由捲起器牽引重錘

利用量測電磁波沿土壤內已知長度導線傳輸所需時間

起落，捲起器內有一數位編碼器，當此重錘由馬達上下

計算得出該土層土壤之介電常數，其原理示意如圖 5。

捲動時，編碼器便有一數位訊號輸出，經由微電腦控制

此技術可於惡劣天候環境中運作，遠端即時獲得沖刷資

器讀取此資料，並計算得出重錘上升下降之距離。此外，

訊，台灣於新建橋梁有將其應用埋入監測沖刷之作法，

亦有改良重錘式設計之防撞式沖刷監測設備，其原理同

但由於電磁效應干擾等問題，須進一步研究才有更好之

重錘式沖刷計，將鋼纜改成鋼管，利用鋼管本身的自重，

成效 (林其穎等人，2011)。

隨著河床沖刷下降得知沖刷深度 (林呈等人，2007)，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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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但安裝手續繁瑣，且需將儀器安裝附載於橋墩上。

操作簡易，能於惡劣天候觀測；但無法觀測河床回淤，
且必須固定於橋墩。

資料來源：林呈等人 (2007)

圖 7 重錘式沖刷測深計
Fig.7 Dropping weight device

(7) 溫度式沖刷測深計：
溫度式沖刷測深計，原理示意如圖 8，係利用河水

資料來源：Lin et al. (2004)

圖 9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示意圖
Fig.9 Fiber Bragg grating, FBG

(9) 水土界面儀：

與砂土層溫度的不同來判斷河床與水的界面以得知沖

水土界面儀為直接數位式觀測，其外觀如圖 10，包

刷深度，並可利用河床深度之溫差效應得知河川水位

含感測尺與資料蒐集器，其量測精度高、訊號接收穩定，

(Lin et al.，2004)。

不易受濁度或流速波動之影響。由於水之電阻值小於土
砂之電阻值，若電極間之水體由土砂所取代，其測值立
即出現顯著變化，亦即相當簡明地分辨出土水界面，從
而得知河床沖刷深度變化，但於現地應用上，儀器安全
之確保及觀測穩定度之問題仍有待克服 (王傳益等人，
2015)。

資料來源：Camp et al. (1998)

圖 8 溫度式沖刷測深計示意圖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scour measured
device

(8)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的基本觀概念如圖 9 所示，
係於懸臂梁安裝複數個不同波長之光纖光柵感測器並
予以串接，依懸臂梁受荷載之特性，假設水流為一分佈
載重作用於光纖沖刷監測系統之受力面，河床底面可視

資料來源：王傳益等人(2017)

圖 10 水土界面儀 (左為感測尺，右為資料蒐集器)
Fig.10

Water and soil interfacer

為固定支承端，河床上方最接近河床底面之光纖光柵所

本研究為獲得野溪沖刷之資訊，觀測技術之選用需

量測之應變值較其他光纖光柵量測值大，由應變最大值

考量各項現場條件及自然環境之不確定因素，由於颱洪

之光纖光柵位置可推估河床沖刷深度。為應用於現地量

期間以現地人工量測具高度危險性，因此規劃以儀器監

測，曾於鐵管上挖洞，放入小鐵片作成之構件，其上接

測方式進行現地觀測，根據前述各項之沖刷觀測技術其

有光纖光柵感應器，當水流沖擊按鈕物件時，光纖感測

成本、安裝設置難易度、動態監測及重複使用性等條件，

器會感受到懸臂梁構件受壓變形，而產生不同於未受水

進行野溪河道沖刷觀測方法之適用性評估比較如表 1 所

流沖擊之訊號 (Lin et al.，2004)。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

示，由表 1 可知固定式類型之儀器需透過固定附載於既

統可於惡劣天候下進行觀測，且具即時觀測性、可重複

有結構物，可能無法承受野溪河道洪水期間石塊與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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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衝擊，以非固定式類型之儀器適用性較理想，考量

資訊，因此本研究採用該方法並加以改良，進行野溪河

即時傳輸之無線追蹤粒子可獲得颱洪過程連續之沖刷

道沖刷觀測深度之現地量測。

表 1 現有沖刷觀測方法於野溪河道使用之適用性評估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cour measured ways

類別
非固定式

固定式

觀測方法

成本

安裝難易

動態監測

重複使用

觀測頻率

回淤量測

適用性

沖刷磚

低

容易

無法

無法

低

無法

低

無線追蹤粒子

低

容易

可以

可以*

中

無法

佳

超音波測深計

高

困難

可以

可以

高

無法

中

光時域反射技術TDR

中

困難

可以

可以

中

可以

中

磁性滑動套環

中

困難

可以

可以

中

無法

低

重錘式測深計

中

困難

可以

可以

中

無法

低

溫度式沖刷測深計

中

困難

可以

可以

低

可以

低

光纖光柵沖刷監測系統

高

困難

可以

可以

高

可以

低

水土界面儀

中

困難

可以

可以

中

可以

中

備註：*為沖刷出裝置的情況下，於下場洪水仍可觀測。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本章節主要針對無線追蹤粒子沖刷觀測技術進行介紹，並

以無線追蹤粒子進行現地動態沖刷深度觀測之示意如圖
12，首先將無線追蹤粒子 (wireless tracer) 移動端 (以下簡稱
粒子)，預先垂直埋設於河床，當洪水淘刷河床觸及粒子，裝

對其性能進行檢測及試驗，確保儀器得以在現地運作順利，接

置浮出開始通電 (外部磁鐵脫離)，並漂浮至水流表面，同時發

著蒐集研究觀測樣區資訊，以利後續進行現地沖刷觀測站之建

送編碼及累積充電時間 (逐秒) 等訊號，為架設於護岸或橋梁

置，現地驗證無線追蹤粒子於野溪河道沖刷觀測之適用性。

處固定監測端之無線數據器所接收，對照其埋設於河床之高程，

1. 無線追蹤粒子動態沖刷觀測

即能達成颱洪期間之河床動態沖刷過程監測。

「無線追蹤粒子」動態沖刷觀測技術，主要原理係採用 RF
(Radio Frequency) 無線電原理，無線電波具有不易被阻擋、折
射及變頻等特性，當裝置受沖刷而浮出，經通電後透過無線電
數據器傳送訊號，將訊號以電磁波散傳出去，在訊號接收範圍
內，設置另一無線電監測端接收訊號記錄，配合手機電信之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遠端通訊傳輸系統，即可
於遠端得知河道現場即時之沖刷資訊。而本研究考量研究樣區

本研究採用之無線追蹤粒子與國內外不同漂浮裝置
(float-out device) 之比較彙整如表 2 及圖 13 所示。由於儀器之
觀測精度取決於粒子尺寸大小，裝置尺寸則受限於內部零件大
小，如內置電池、無線傳輸天線及電路板等，本研究蒐集目前
市售之室外小型無線傳輸天線規格彙整如表 3，市售小型天線
之尺寸約為 10 cm 左右，其不同處在於天線之傳輸範圍，本研
究所採用傳輸距離最遠的 10 cm 天線。

觀測特性，採用改良之無線追蹤粒子沖刷觀測技術，以防水及
密封性良好之塑膠罐 (高 13.5 cm，直徑 9.3 cm)，搭配保護外
殼提升儀器本身抗壓能力，儀器之組裝、拆卸及埋設時過程操
作簡易，埋設後不易晃動偏移，無線追蹤粒子如圖 11 所示。

當無線追蹤粒子受
水流沖刷浮出水面
後，訊號接收器將
訊號及接收時刻記
錄

河床高程變化

資料來源：改繪自日本拓和公司漂浮式裝置產品型錄

圖 12 河床動態沖刷觀測技術示意圖
圖 11 無線追蹤粒子
Fig.11

Wireless tracer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loat-ou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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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線追蹤粒子

圖 13 國內外不同漂浮式裝置
Fig.13

Different float-out devices

表 2 各式漂浮裝置性能及規格彙整表
Table 2

Th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float-out devices
儀器出處

尺寸

材質

電池壽命

美國ETI公司

約60 cm

PVC塑膠

鹼性電池
(約5年)

日本拓和公司

約15 cm

ABS樹脂

鈕扣鋰電池
(約3~5年)

無線追蹤粒子

約13.5 cm

PET塑膠

普通電池
(約5年)

最大訊號
傳輸距離
使用FHSS技術
傳輸距離約1.2 km
無線傳輸
頻率426 MHz
傳輸距離約500 m
無線傳輸
頻率925 MHz
傳輸距離約2 km

表 3 無線數據傳輸天線規格表
Table 3

The specifications of antennas
型號
RD232-LG-RS485
RD232-LONG-TTL
RD232-H-RS232-925M
RD232-H-RS232-434M
A06-0016

頻率
430-436 MHz
434 MHz
922-928 MHz
432-436 MHz
433 MHz

尺寸
102 mm
102 mm
120 mm
102 mm
110 mm

傳輸距離
約1,200 m
約520 m
700-2,000 m
700-1,000 m
約200 m

資料來源：彙整自天線電子廠商網頁

2. 儀器性能檢測
為瞭解觀測儀器之性能，本研究使用之觀測儀器與設備，
於現場佈設前先於國立中興大學水域環境實驗室進行渠槽及
室外接收測試。
(1) 渠槽試驗
試驗渠槽長 200 cm、寬 100 cm 及高 60 cm，試驗
段配置於渠槽中央、深 49 cm。試驗段凹槽填滿均質砂
粒，施放水流並待其水位穩定後，試驗人員以鏟子及徒
手將無線追蹤粒子 (以下簡稱粒子) 埋設於砂質底床中
並放置磚塊於粒子頂部，當磚塊移除後，粒子脫出底床
浮至水面，其電源將啟動並發送訊號，再由接收端取得

佈設情況，作為現地試驗之參考，降低儀器運作之錯
誤率並達到最佳狀態。
試驗試驗流程如圖 15 所示，可了解粒子受沖刷啟
動至浮出水面發送訊號所需時間，並預先確認粒子訓號
發送之情況，試驗時將粒子埋設於砂層中，頂部放置磚
塊以抗衡浮力，當磚塊移除即為粒子受沖刷啟動之瞬間，
以碼表記錄啟動至浮出水面之時間，並對照監測軟體接
收到之訊號資料，即可得知粒子於啟動至浮出水面時所
需時間、訊號強度變化及訊號穩定性。
(2) 室外接收訊號強度測試
訊號強度為粒子與固定監測端佈置之重要因子，訊

訊號進行辨識，試驗配置如圖 14 所示。試驗主要目的

號強度測試之試驗流程如圖 16，在室外通視之情況測試

為：

粒子發送訊號之強度與接收器距離之關係，考量現地情

a. 測試無線追蹤粒子受沖刷啟動至浮出水面發送訊號

況其接收範圍約在 100 公尺以內，因此在室外試驗時以

所需延遲時間；
b. 測試儀器訊號接收之強度及穩定性，確保儀器於現地
設置之可行性；
c. 針對訊號接收度強弱與擺設方式測試，得到儀器較佳

捲尺量測距接收器 10 m、20 m、30 m、40 m、50 m、80
m 及 100 m 處，並分別將粒子放置於上述各位置進行訊
號強度測試，並將測試結果繪製訊號強度與距離之關係
圖，以利現地儀器佈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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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cm

200 cm

170 cm
100cm

1745 cm
70cm

200 cm

95cm
100cm

60cm

200 cm

(a)

(b)

圖 14 渠槽試驗配置：(a) 試驗渠槽配置 (b) 渠槽試驗示意圖
Fig.14

Configurations of the laboratory channel

將試驗渠槽尾端之尾水蓄水池注滿水

接收器開機

以水管從尾水蓄水池注水至渠槽
尾水段並待水位穩定

以捲尺分別量測距接收器10m、20m、
30m、40m、50m、80m及100m處

渠槽放流，當水位穩定後
即完成試驗前準備

將粒子放置於定點
並通電5~10秒

試驗開始

關閉粒子開關，
完成訊號測試

將粒子埋設於試驗段，並於頂部放置磚塊

試驗人員將磚塊移除，粒子受沖刷啟動並
漂浮出水面

以碼表記錄粒子浮出水面及漂至尾水段之時間

於尾水段回收粒子

完成所有距離之訊號強
度測試後結束試驗
圖 16 室外試驗流程
Fig.16

The process of outdoor experiment

(3) 儀器強度與性能分析與檢測
取得足夠資料後，試驗結束

圖 15 室內試驗流程
Fig.15

The proces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而儀器之無線傳輸能力也與其外殼材質相關，參考
羅乃維 (2009) 對於無線傳輸之研究，將無線電波傳輸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9(1), 2018

19

之頻率及材質遮蔽程度彙整如表 4，室外無線傳輸較適
用之頻率為超高頻 (UHF)，塑膠具防水、耐撞擊與無線
訊號可穿透等優點，為較適合應用於河道沖刷觀測儀器
外殼之材料；另為瞭解儀器本身於現地運作時的堅固程
度，本研究針對保護外殼 (PVC 管) 進行強度測試如圖
17 所示，測試結果顯示外殼大約可承受約 1150 g/cm2 之
壓力，儀器於埋設時可承受之壓力以土體密度
2.65 g/cm3 進 行 估 算 ， 最 大 深 度 為 ： 1150(g/cm2) ÷
2.65(g/cm3)=433.96 cm，儀器可承受約 4.3 m 深之土壓；
另外，粒子佈設於現地時，若未發生沖刷即未通電啟動，
儀器本身之電池也就沒有耗電，但電池於未使用狀態下

圖 17 無線追蹤粒子外殼強度測試

也會有自放電的情形，根據市售電池廠商之規格及相關

Fig.17

研究，將各類電池性能及規格彙整如表 5，本研究採鹼

The strength test of float-out device shell

性電池其保存期限約為 5-7 年，未來若替換成自放率更

表 4 無線電波傳輸頻率及材質遮蔽程度彙整表

低之電池，則可延長其使用壽命。

Table 4

粒子在颱洪流動過程中，因泡水與沖刷啟動後流動
會遭受水壓力，雖然粒子之外殼為防水性良好的塑膠材

項目

低頻 (LF)
30-300 KHz

高頻 (HF)
3-30 MHz

衣服

可穿透

可穿透

料，但外殼與蓋子接縫處可能有滲水之疑慮，本研究針
對接縫處以矽利康接著，市售矽利康特性彙整於表 6，
本研究採用道康寧中性矽利康作為粒子接縫材料，其可
承受 14kg/cm2 的水壓，而沖刷趨勢明顯的河道，其設置

The summarization of radio wave transmission
frequency
超高頻 (UHF)
3,000 MHz1GHz
可穿透

微波
>1 GHz
可穿透

乾燥木頭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吸收

石墨

可穿透

可穿透

不可穿透

不可穿透
不可穿透

之護岸可達到 6-7 公尺高，假設颱洪事件時河道最大水

金屬

可穿透

可穿透

不可穿透

汽油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深為護岸高 7 公尺加上儀器最大埋設深度 4.3 公尺，儀

紙類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器 需 承 受 之 水 壓 為 ： 1130(cm)÷1(g/cm3 )=1130(g/cm2 )

塑膠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可穿透

=1.13(kg/cm2 )，為矽利康可承受之壓力範圍，且中性矽

水

可穿透

可穿透

吸收

吸收

利康黏合力強且抗腐蝕能力佳，可以有效防水並使儀器

潮濕木頭

可穿透

可穿透

吸收

吸收

資料來源：羅乃維 (2009)

順利運作於現地環境。
表 5 電池性能彙整表
Table 5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batteries
類別

電壓

電量自放率

充電次數

保存期限

鎳鎘充電電池

1.2 V

15-20%/月

1,000

根據充放電次數而定

鎳氫充電電池

1.2 V

20-25%/月

800

根據充放電次數而定

鋰離子充電電池

3.6 V

6-9%/月

1,000

根據充放電次數而定

鹼性電池

1.75 V

2-5%/年

-

5-7年，最長可達15年

碳鋅電池

1.5 V

7-15%/年

-

2-3年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池經銷商網頁

表 6 矽利康性能彙整表
Table 6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ilicones
適用材質

特性

道康寧中性矽利康

抗壓強度
(kg/cm2)
14

金屬、混凝土、石材、玻璃及塑膠

適用範圍廣，抗腐蝕性佳且黏合力高

道康寧791矽利康

7.65

金屬、石材、木材及塑膠

適合接縫口接合，伸縮彈性佳

泓明膠業耐高溫磚紅矽利康膠

26

金屬、玻璃、石材及塑膠

耐高溫，適用材質多樣

泓明膠業D01-TI-925A矽橡膠

21

石材及塑膠

耐鹼性佳，高抗拉強度

廠商及型號

資料來源：彙整自矽利康經銷商網頁

3. 研究樣區概述

頃，流長約為 8.17 公里；樣區高程介於 583～1,725 m，平均

「無線追蹤粒子」現地試驗於臺灣南投縣仁愛鄉眉溪兩處

高程為 996.15 m，樣區坡度分布以六級坡以上分布較多，面積

河段進行，試驗樣區如圖 18 所示，位於臺灣南投縣仁愛鄉西

約 1,676.56 公頃，佔本區面積之 69.97%，全區之平均坡度為

南側，鄰近埔里鎮市區，到試驗處之集水區面積約為 2,396 公

67.59%，屬於較陡之山坡地。研究樣區之氣象於六至九月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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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期，但由於受高山、天然廣大林區及河川等自然調節，氣候

兩處觀測河段之現場情況如圖 19 所示，此兩處河段屬順

隨海拔高度概分為副熱帶及溫帶季型氣候，全區日夜溫差極大，

直河段，兩岸有灘地及植生生長情形，可利用灘地進行現場施

平均氣溫為 16℃；平均風向大致都吹東風，風向平均為 110°，

測 (河床質採樣及斷面量測) 所需儀器架設。根據行政院農業

各月份之平均風速均在 1.5 m/sec 以上。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全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於 2015 年辦理之「眉溪阿里山溪

球資訊網之水文年報，採用眉溪集水區上游有連續十年以上雨

等二處集水區土砂控制測量與監測」計畫，此兩處河段屬沖刷

量資料記錄的翠峰及翠巒自記雨量站，所記錄之集水區降雨量

趨勢，且由圖 19 可以得知，此兩處河段流路單純、河道中並

多集中在 5～8 月之間，年降雨日數分別為 156 天及 142 天，

無巨石或構造物 (如橋墩等) 影響水流造成局部化沖刷，可觀

由此可知本集水區一年中有超過 1/3、接近一半天數有降雨，

測到單純之一般沖刷現象，符合本研究之觀測目的。

適合作為野溪沖刷觀測樣區。

圖 18 研究樣區
Fig.18

Study area

圖 19 觀測河段 (左：南豐橋，右：豐林橋)
Fig.19

Photo of observation river (The left one is Nanfung Bridge and the right one is Fenglin Bridge)

四、結果與討論
1. 室內試驗及訊號強度測試
本研究之室內渠槽試驗步驟依據研擬之流程進行，過程如
圖 20 所示，渠槽試驗粒子之浮出結果列如表 7。由測試結果

判斷，粒子受水流沖刷啟動至浮出水面之延遲時間極短，和整
體沖刷觀測時間相較其影響並不明顯；而粒子於水面下發送之
訊號強度確實會減弱甚至受遮蔽，雖然作用時間不長，但可根
據訊號強度變化作為現地觀測時粒子啟動瞬間判斷之參考。
另外，利用粒子浮出水面後，透過漂浮至試驗渠槽尾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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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與紀錄之漂浮時間，可估算水流之表面流速，根據林穎志

表 7 渠槽試驗結果

等人 (2011) 之研究，河道垂直剖面之平均流速約等於 0.85 倍

Table 7

之表面流速，可用 0.85 倍之表面流速推估平均流速，本研究
利用試驗測得之表面流速及渠槽通水斷面進行流量推估，將推
估結果與渠槽實際流量比較如表 8 所示，結果顯示測試之推估
流量相近於實際值，惟呈現略為低估之趨勢，研判可能為粒子
本身阻力及自重導致流速低估之故，而本研究進行室內試驗放
流時之水流混滲強度較現地河道小，因此表面流速與平均流速
之比應較現地河道的狀況低，且颱洪期間現地河道之水流強度
較高，此粒子自重阻力及水流混滲強度對流量推估之影響效應
應會降低，使推估流量接近實際流量。

The float-out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試驗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浮出水面歷時 (s)
1.4
0.9
1
0.9
0.7
0.6
0.6
0.9
0.8
0.9
0.87

(a)

(b)

(c)

(d)

漂浮至水面之過程
稍微向下游移動
接近垂直
稍微向下游移動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接近垂直

圖 20 室內試驗過程：(a) 試驗渠槽放流至水位穩定 (b) 將無線追蹤粒子埋設於渠槽試驗段並放置磚塊於頂部 (c) 試驗配置完
成 (d) 儀器配置俯視
Fig.20

The procedure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表 8 應用無線追蹤粒子於量測表面流速之試驗結果

接收器距離在 40 公尺範圍內訊號強度變化明顯，超過 50 公

Table 8

尺後訊號強度減弱幅度減小，超過約 100 公尺後則大致維持相

試驗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Results of estimating surface velocities by
float-out device
漂浮時間
(s)
25
27.3
24.6
26.9
26.5
26.8
27.2
25.5
28.5
27.4
26.57

漂浮距離
(m)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8.725

表面流速
(m/s)
0.349
0.320
0.355
0.324
0.329
0.326
0.321
0.342
0.306
0.318
0.328

推估流量
(cms)
0.040
0.037
0.041
0.037
0.038
0.037
0.037
0.039
0.035
0.037
0.038

實際流量
(cms)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同之訊號強度，但仍可順利接收訊號；一般野溪河道寬度約為
數十公尺，訊號強度明顯減弱前之距離 (約 50 公尺) 可涵蓋
野溪河道寬度，於野溪河道沖刷觀測之可行性高。經測試結果
得知，粒子接近接收器 50 公尺範圍內時，訊號強度變化十分
明顯，未來可利用無線追蹤粒子漂浮至兩處監測端訊號接收範
圍 50 公尺內時，經由訊號強度變化與兩處監測端之距離進行
計算，推估得知其水流之表面流速，示意如圖 22 所示，其中
L1 為兩監測端接收器之距離、虛線為監測端接收訊號強度變
化明顯之範圍 (半徑 50 公尺)、L2 為兩監測端接收器接收訊
號較不明顯之範圍，估算時以距離 L1 配合粒子漂浮至兩監測
端附近 (接收訊號強度較大) 之時間估算表面流速，或利用距
離 L2 配合粒子進入兩監測端 50 公尺範圍內之時間 (以訊號

訊號強度測試結果如表 9 及圖 21 所示，測試發現粒子與

強度變化判斷) 進行表面流速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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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訊號強度測試結果表
Table 9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receiving signals

距離D(m)
0
10
20
30
40
50
80
100

平均訊號強度RSSI
222.09
158.66
139.41
128.22
102.36
97.55
89.00
84.55

粒子啟動後經過之時間 (s)
278
210
170
122
113
376
103
291

圖 22 無線追蹤粒子量測表面流速示意圖
Fig.22

Application of the float-out device for measurement of surface velocity

2. 現地沖刷觀測結果
本研究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完成兩處沖刷觀
測站建置，成功於 2016 年 6 月 13 日觀測到 0610 豪雨事件之
河道沖刷過程，0610 豪雨事件時河道之水文條件詳列如表 10，
表中之底床與河道斷面坡降為洪水前現場調查之成果，水流相
關資訊則透過現場架設之水位計與流速計獲得，觀測站建置完
成後至該年汛期結束之水位資訊及流速歷線分別繪製如圖 23

圖 21 訊號強度與距離關係圖
Fig.2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als and distances

及圖 24 所示。

表 10 研究區於 0610 豪雨事件時之水文及現地條件
Table 10 Field and flow conditions of the 0610 flood event in Mei River
觀測河段
南豐橋
豐林橋

洪峰
發生時間
2016
06/13 09:00
2016
06/13 09:00

水位上升至
最大沖刷
洪峰所經過
深度 (m)
之時間 (hr)

水深
(m)

流速
(m/s)

流量
(cms)

河寬
(m)

單寬流量
(m2/s)

通水
斷面積
(m2)

4

0.895

1.626

3.101

67.46

25.24

2.67

25.6

30.78

2.23

5.05

4

0.645

1.548

2.89

71.94

25.24

2.85

24.8

18.33

0.79

6.15

圖 23 眉溪水位歷線
Fig.23

中質粒徑 底床坡降 粒徑分佈
(mm)
(%)
因子σg

The water stage hydrograph of Me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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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眉溪流速歷線
Fig.24

The velocity hydrograph of Mei River

由水位歷線可知，在 2016 年間之降雨事件中，試驗測站

號，梅姬颱風時卻未接收到粒子訊號，經颱風豪雨事件後現場

之水位顯著變化者僅 0610 豪雨事件及梅姬颱風兩個降雨事件，

勘查佐證與即時接收之沖刷資料均顯示現地河道僅 0610 豪雨

流速歷線亦顯示兩場降雨事件均出現河道流速顯著增加，而監

發生沖刷，故針對 0610 豪雨事件進行沖刷觀測資料進一步說

測端接收器於 0610 豪雨事件中接收到無線追蹤粒子發出之訊

明，0610 豪雨事件之流量歷線如圖 25 所示。

圖 25 0610 豪雨事件流量歷線
Fig.25

The discharge hydrograph of the 0610 flood event in the Mei River

0610 豪雨退水後，於 2016 年 7 月 4 日至眉溪南豐橋及豐

屬底床高程較高處，需較大洪水急遽沖刷深槽，河道橫斷面側

林橋兩處觀測站進行經緯儀定位、河床開挖沖淤調查，開挖調

向崩塌或沖刷才能產生淘刷現象，在 0610 豪雨事件時測站於

查結果說明如後：

近岸並無明顯沖刷情形發生；而河心處測點 N2 開挖後發現 9

1. 南豐橋觀測站

號無線追蹤粒子 (埋設深度 0.895 m) 之保護塑膠外殼遺留現

南豐橋觀測站開挖調查過程如圖 26 所示，本測站設置有
兩個觀測點位，靠近護岸處測點 N1 開挖約 5 cm，即發現埋設
於原本底床最上層之 18 號粒子，由於此設置位置接近兩岸，

場，且外殼內部已充滿床砂，故監測端接收之沖刷深度恰為最
大沖刷深度，比對水位歷線與接收之粒子訊號可知測點於洪水
洪峰 (6/13 9:00 am) 後之退水段仍持續淘刷河床，洪峰後約 9
小時 (18:02 pm) 刷開河床而 9 號無線追蹤粒子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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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6 0704 南豐橋觀測站沖淤調查開挖
測點 N1(近護岸)：(a) 經緯儀定位 (b) 開挖發現埋設於頂端之 18 號粒子
測點 N2(河心)：(c) 經緯儀定位 (d) 開挖發現 9 號無線追蹤粒子之保護外殼
Fig.26

The field survey of Nanfung Bridge station on 4 July 2016

形；河心處測點 F2 則發現 11 號粒子 (埋設深度 0.645 m) 暴

2. 豐林橋觀測站
豐林橋觀測站開挖過程如圖 27 所示，豐林橋近護岸處測

露床面。經現場勘查與研判可知，豐林橋觀測站河道底床無明

點 F1 發現 14 號粒子暴露床面，砂罐頂有片頁岩覆蓋，並經徒

顯深槽，洪水運動過程對河心與河岸附近之底床同時進行沖刷

手開挖後發現其下方之 13 號粒子尚未被沖刷出床面，得知沖

作用，兩處之無線追蹤粒子均於洪水上昇段至洪峰附近被沖刷

刷深度達到 14 號粒子 (埋設深度 0.645 m)，而該處無回淤情

帶出，洪水退水後現場開挖調查結果顯示，豐林橋兩測點最大
沖刷深度相近，均為 0.645 m。

(a)

(b)

(c)

(d)

圖 27 0704 豐林橋觀測站沖淤調查開挖：
測點 F1(近護岸)：(a) 於河床調查發現 14 號沖刷砂罐 (b) 經開挖確認 13 號粒子尚未被沖刷
測點 F2(河心)：(c) 退水後河道狀況 (低水位且灘地裸露) (d) 目視發現 11 號粒子
Fig.27

The field survey of Fenglin Bridge station on 4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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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無線追蹤粒子沖刷觀測技術」進行室內檢測
與現地即時河床沖刷觀測測試，獲得實測資料，藉以測試無線
追蹤粒子應用於野溪河道沖刷監測之可行性，將研究結果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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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Conservation Bureau. (2015).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of Sand Controling in Mei River and Alishan River” Nantou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in Chinese))
[3] 林呈、高明哲、蔡榮峻、何鴻文 (2007)，「橋基沖刷災害

為以下數點結論與建議。

與相關之維護管理(2)-橋梁沖刷監測預警系統及其功能評

1. 本研究嘗試採用無線追蹤粒子進行現地野溪河道沖刷觀測，

析」，台灣公路工程，33，2-38。(Lin, C., Gau, M.J., Tsai,

2. 由分析與室內檢測結果可知，無線追蹤粒子外殼大約可承

R.J., and Ho, H.W. (2007). “Bridge Foundation Scouring Disaster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2), Evaluation of Bridge
Scour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Taiwan Highway Engineering, 33, 2-38. (in Chinese))
[4] 林其穎 (2011)，「橋梁沖刷監測預警系統建置之試驗研

受約 1150 g/cm2 之壓力，可安全埋設於 4.3 m 深之溪床中，

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Lin, C.Y.

保存期限約為 5-7 年，透過中性矽利康作為粒子接縫黏合

3. 經測試發現本研究使用之粒子與接收器距離在 40 公尺時，

(2011). Experimental Study on Bridge Scour Early Warning
System,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5] 林穎志、朱木壽、詹勳全、高昇敬、呂珍謀 (2011)，「利

粒子發出之訊號強度變化明顯，超過 50 公尺後訊號強度減

用實測表面流速推估高流量之研究」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

弱幅度減小，超過約 100 公尺後則大致維持相同之訊號強

42(1)，23-36。(Lin, Y. C., Chu, M. S., Chan, H. C., Kao, S.

度，但仍可順利接收訊號，訊號接收距離符合一般野溪觀測

C., and Leu, J. M. (2011). “Estimation of High Discharge Using Measured Surface Velocity”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2(1), 23-26. (in Chinese))
[6] 陳永康 (2015)，「河道一般沖刷動態量測技術之研究」，

經室內檢測與現地即時河床沖刷觀測測試，結果顯示無線
追蹤粒子可用於野溪河道進行動態沖刷觀測，即時獲知河
床一般沖刷過程。

材料，可承受 14 kg/cm2 的水壓，並提供抗腐蝕能力，有效
防水並確保儀器順利運作於現地環境。

之需求。另經測試發現，透過設置多個監測端接收器，以監
測站之距離配合接收到粒子訊號之時間與強度，可有效推
估水流之表面流速，進行粒子之加值應用。
4. 現地即時河床沖刷觀測測試發現，粒子觀測與現場開挖調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碩士論文。(Chen, Y. K.

充觀測不同河段以獲得不同河道之沖刷資料，透過觀測樣

(2015). Dynamic Measuring Techniques of Riverbed General
Scour,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Conservation, Feng Chia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7] 盧昭堯、王傳益、楊翰宗、蘇志強、徐偉碩 (2014)，「颱

區及觀測資料數量的提升，增加改進沖刷估算公式，進而發

洪河道短期一般沖刷之觀測研究」，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

展本土化之預估方法，回饋於現地沖刷監測與防災預警使

劃試驗所。(Lu, J.Y., Wang, C.Y., Yang, H.Z., Su, J.C., and

查結果相符，透過粒子埋設之區位不同，可獲得河道內不同
區位 (深槽與灘地) 沖刷發生之時間與深度差異。
5. 本研究僅對儀器特性與觀測進行初步測試，建議未來可擴

用。

本研究沖刷觀測設備、現地埋設及颱洪沖刷觀測承蒙國立

Hsu, W.S. (2014). “Field Study of Short-term Riverbed General Scour for Typhoon-induced Floods”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ROC. (in Chinese))
[8] 羅乃維 (2009)，「RFID 介紹與應用」(台灣科技大學資訊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蘇志強博士，以及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

管理系課程內容)。(Lo, N.W. (2009). “The Introduction and

觀光管理系楊翰宗教授協助，而研究部分經費承蒙行政院農業

Application of RFI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aching material.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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