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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岡壩位於大甲溪下游，為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中最下游的水庫，其功

能為調節尖峰發電水與河流水資源。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 921 大地震，

地層抬升使左右岸高差達約 10 公尺，復建修復營運以來，常於洪水過後對

於靜水池及副壩下游護坦，皆發生嚴重之沖刷現象。此外，下游河道因下

切嚴重，而發生河床面之向源侵蝕現象，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 

水利署中水局（以下簡稱為中水局）於 103 年進行「石岡壩水理三維數

值不確定性分析」，提出建議於副壩下游設置 1 號消能池，可協助副壩下

游消能，並搭配設置 1 號固床工，可作為河道向源侵蝕之最後防線；同時

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 號固床工，亦可調整水流法線方向能將水流

導向中間，降低左岸沖刷機率。 

現有消能池尾檻高度的最佳化，以及新增消能池的寬度、深度、長度及

工程預算等最佳化，是本計畫的研究重點之一。本計畫將引進微分梯度法

之最佳化模式，並將最佳化模式與三維數值模式進行耦合演算，此演算流

程藉由即時的三維模擬結果，即可進行消能池尺寸的最佳化調整，如此一

來，可大量減少模擬案例數目，又可滿足最佳化分析。 

因此，本計畫可分析消能池尺寸大小與能量水頭的最佳關係，並利用三

維水理模式模擬分析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的流速場、能量水頭、流體

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及探討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能否減緩河道沖刷，以期

進一步保障壩體之安全，並藉由本計畫所提出的建議方案，提供後續改善

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一、三維數值模擬驗證 

三維數值模擬驗證案例採用水規所水工模型試驗，底床為 104 年地形量

測資料，入流量為重現期距 20 年之流量(6200cms)。數值模擬與水工試驗在

斷面 17 的水位高程比較，如摘圖 1 所示，兩者水位高約在 272-276 公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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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且距左岸 100 公尺之後，兩者結果幾乎重疊，顯示三維數值模擬結

果可充分掌握水工模型試驗的結果。 

 

摘圖 1 斷面 17 之數值模擬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結果（Q=6200cms） 

二、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計模擬 

由於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如果加高，雖然可增加水躍消能

的效果，但又會增加水位抬高後的總能量增加，因此，尾檻高度的決定，

必須結合最佳化分析軟體與三維數值求解器（Sover），採用最大的能量削

減量為目標函數，以尋找最佳的尾檻高度。 

當流量 9100cms 的條件下，計算結果顯示尾檻增加 3.08 公尺時，目標

值（能量差）為最大的 17.45 公尺，尾檻未增加的情況下，能量差為 17.15

公尺。也就是說尾檻增加 3.08 公尺後，能量消減增加 0.3 公尺，相當於可

減少最大的流速值為 2.43 公尺/秒。分析結果如摘表 1 所示，當數值模擬結

果疊代 8 次後，求得最大的能量削減量。 

摘表 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設計變數(m)  目標值（m） 

0.00  2.0 17.41 

1.00  3.0 17.38 

2.00  4.0 16.78 

3.00  3.51 16.89 

4.00  3.32 17.30 

5.00  3.21 17.18 

6.00  3.1 17.38 

7.00  3.05 17.41 

8.00  3.08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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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方案模擬 

103 年新增消能池設計的初始尺寸，尾檻堰頂到底床高度為 4.1 公尺，

長度 33 公尺，但是消能池尺寸大小，會影響消能的效能，因此必須結合最

佳化分析軟體與三維數值求解器，採用最大的能量削減量為目標函數，以

尋找最佳的消能池長度與尾檻高度。 

摘表 2 為流量 9100cms 時的最佳疊代結果，表中顯示在流量 9100cms

時，當數值模擬結果疊代 9 次後，新增消能池尾檻高度往上加 0 公尺，也

就是尾檻高度 4.1 公尺，以及消能池長度 34.9 公尺，目標值（能量差）可

求得最大為 18.66 公尺。因此，消能池長度取整數值 35 公尺為最佳解。 

摘表 2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增加尾檻高度(m) 消能池長度(m) 目標值(m) 

0.00 0 30.0 18.62 

1.00 0 31.3 18.64 

2.00 4.0 50.0 15.64 

3.00 1.5 32.6 18.41 

4.00 2.2 35 18.78 

5.00 3.4 37.2 17.40 

6.00 0 32.0 18.61 

7.00 0 39.6 18.41 

8.00 0 34.0 18.45 

9.00 0 34.9 18.66 

四、建議方案模擬分析 

本計畫的建議方案有三個，建議方案一：尾檻增高 3.08 公尺；建議方

案二：新增消能；建議方案三：尾檻增高 3.08 公尺與新增消能池。 

摘圖2為9100cms作用下各建議方案在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之速度分

析圖，圖中顯示，本計畫的建議方案，對於三河局未來在埤豐橋上游新增

固床工的條件下，在埤豐橋及水資源回收廠位置的流速，都有減緩的趨勢，

可表現出各建議方案的消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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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2 流量 9100cms 各方案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速度分析 

五、改善策略方案建議 

為提高消能成效，增加副壩安全性及穩定副壩下游河道，以確保石岡壩

安全，本計畫除依據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數值模擬結果，研擬第二消能池

尾檻增高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適當方案，並進一步研擬短、中長期改

善策略方案建議如摘圖 3 及摘表 3 所示，以供後續改善執行之參考。 

 

摘圖 3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策略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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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3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短、中長期策略方案建議表 

期程 目標 策略 

短期策略 短期加強保護副

壩 

副壩下游沖刷坑及河床局部修補 

中長期策略 提升副壩安全度

及下游河道穩定 

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灘地增設

分洪道等 

六、工程經費與工期估算 

總工程費由直接工程費、工程管理費、委辦設計監造費及物價調整費等

四部份組成，建議方案二：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總工程費為 216,713,809 元，

建議方案三：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總工程費為 469,571,362 元。 

本工程屬於河川工程，河川工程之施工通常以避開夏季洪水期為原則，

但工程施工期間難免在某種程度河川流量下進行施工，河川斷面寬度小於

500 公尺時通常採用半施工法，利用枯水期施工為原則，首先完成左半圍

堰，圍堰完成後即進行左半部施工，施工期間右半部需保持足夠通水斷面；

左半部完工後即進行右半部圍堰及施工。 

圍堰之高度以考慮在減少斷面通水情況下，能通過 2 年頻率洪水為原

則，圍堰內設集水井配合抽水機以排除工作面積水，圍堰採填砂包及開挖

河床料填築。本工程施工期程預定為 2 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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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h-Gang Dam, located in the downstream of Dajia River, is the most 

downstream reservoir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of Dajia River, 

whose function is to adjust the peak power and river water resources. The 921 

earthquake is occurred on 21th Sep. 1999. The ground surface uplift makes the 

left bank higher than right one about 10 m. Since the restoration operation again, 

there is serious scouring phenomenon for the static pool and the apron at the 

downstream of the secondary dam often after the flood. Furthermore, the serious 

bed erosion is occurred in downstream dam. It will be a serious threat for the 

safety of dam while the rive 

The project entitled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on 

Shih-Gang Dam” is completed by Central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RWAO) in 2014. It 

proposes that the No.1 energy dissipation pool should be set in the downstream 

of the secondary dam to increase the energy dissipation. The No.1 ground sill 

can be used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for headward erosion. The No.3 ground is 

located at downstream of junction of Dajia River and Shi-Shui-Ke Creek can 

also adjust the normal direction of water flow and guide the flow to the center of 

width. It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erosion near the left bank.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optimization of the height of the end sill for the 

existing energy dissipation pool and one of width, depth, length and budget for 

the new energy dissipation pool after the secondary dam as well. The differential 

gradient method will be used in the optimization model. The 3D flow model can 

be coupl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model. For optimization analysis, it can reduce 

number of design cases and save a lot of simulation time.    

Therefore, the opti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energy diss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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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 and the total energy head can be analyzed in this project. The 3D flow 

simulation is used to compute the velocity, total energy head, and the force on 

hydraulic structures. The bed erosion issue will be discussed on the safety of 

dam by adding new energy dissipation pool at the downstream of secondary dam 

as well. The proposed plans can be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improvement 

project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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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及目的 

1.1.1 計畫緣起 

石岡壩位於大甲溪下游，行政區域隸屬台中市石岡區，為大甲溪綜合

開發計畫中最下游的水庫，其功能為調節尖峰發電水與河流水資源，供

應大台中地區 220萬人口之公共給水每日 90萬噸及 14,000餘公頃水田灌

溉用水，為大甲溪水源調度之總樞紐。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 921 大地震，地層抬升使左右岸高差達約

10 公尺，復建修復營運以來，常於洪水過後對於靜水池及副壩下游護坦，

皆發生嚴重之沖刷現象。此外，下游河道因下切嚴重，而發生河床面之

向源侵蝕現象，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近年來對於石岡壩下

游河道至埤豐橋間的沖刷，在埤豐橋下游已布設固床工，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已進入設計階段，對於河床穩定及流速降低有極大幫助，從歷年相

關資料顯示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必須布置固床工及消能池才能達到消

能效果，可防止向源侵蝕作用，但為避免於軟弱岩盤設置構造物時，因

岩盤擾動造成軟弱岩盤更易受洪水沖刷，故需再規劃研究可行之防制或

降低沖刷之相關地工技術，如地盤改良、消能池的設計等，確保新設構

造物之安全穩定及避免新設構造物造成另一沖刷問題。 

1.1.2 計畫背景 

近年來對於石岡壩下游河道至埤豐橋間的沖刷，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於 97 年至 100 年分四期之「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

究」[10,12,14,16]，第一年度計畫乃經由河道現況及斷面、河床質測量調

查，並透過數模分析，評估短期河道沖淤情形，研提短期河床穩定方案；

第二年度除河床穩定方案之模擬與評估外，並進行水工模型試驗之方案

研擬、規劃設計與建置；第三年度主要為水工模型短期模擬，數模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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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進行修正及檢討，並召開國內外專家學者研討會，

蒐集各方意見、凝聚共識，訂定大甲溪河床穩定最適方案；第四年度則

為水工模型河道穩定方案試驗，並與數模結果比較檢討後，研提河道穩

定計畫及工程規劃。該計畫針對石岡壩副壩下游河床整治提出四種方案 : 

(1)消能設施（副壩）下游 30 公尺範圍內以混凝土板及鑲補混凝土補強；

(2)洩槽下游面設置消能池及護床工，以降低低水河槽集中沖刷；(3)搬運

石岡壩上游淤積河段卵石料，堆置於消能設施（副壩）下游兩岸灘地，

以營造下游沖蝕溝槽護甲層；(4)輔以局部河道拓寬低水河槽降低流速。

另對於下游河床沖刷整治提出三種方案 : (1)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消能工

初步規劃三座全河寬之串聯消能工；(2)石岡壩下游樁基礎固床工一座；

(3)左岸高崁邊坡保護。 

水利署中水局於 99 年「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15]建議

之改善方案包括: (1)於副壩下游深槽段設置三座消能設施，間隔 30 公

尺，利用跌水消能，跌水工採用透水式堰，以利自然淤砂；(2)護坡採用

噴凝土及岩釘，以保護向源侵蝕之坡面；(3)另自第三座跌水堰起至埤豐

橋，再規劃設置四座消能設施，藉由此改變水流方向防止河道沖刷，並

利於淤砂，期能達河道穩定平衡之改善功效。該計畫中估算消能設施之

消能率的方法係利用一維 HEC-RAS 模式以標準步推法求取各斷面之水

位、流速等水理狀況，再輔以傳統的經驗公式及簡化模型進行推估。 

水利署中水局於 103 年進行「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21]，針對石岡壩之壩體、靜水池及副壩下游河道進行三維數值模擬，除

了透過三維水理數值獲得更細緻的流場能量分布之外，也提出建議以分

區消能方式的四個改善方案，並建議採改善方案三，於副壩下游設置 1

號消能池，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並搭配設置 1 號固床工，可作為河道

向源侵蝕之最後防線；同時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 號固床工，亦

可調整水流法線方向能將水流導向中間，降低左岸沖刷機率。 

 現況上，在埤豐橋下游已布設固床工，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已進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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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階段，而水利規劃試驗所 105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

工模型試驗研究（1/2）」[26]指出，以二維泥沙及河川水力學模式模擬石

岡壩上游約 250 公尺至埤豐橋下游約 250 公尺之河道現況(已在埤豐橋下

游布設之固床工)，由模型之流速及流場量測發現，高流度區主要分布於

石岡壩副壩下游及埤豐橋下游段，較大剪切力發生主要在副壩下游及靠

近埤豐橋上游處，建議除在埤豐橋上游石岡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護岸段

下游，設置ㄧ固床工，並進行河道整理，開挖右岸之高灘岩盤使水流流

路轉引至河道中央。 

 綜上，歷年相關資料顯示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必須布置固床工及

消能池才能達到消能效果，可防止向源侵蝕作用，確保新設構造物之安

全穩定及避免新設構造物造成另一沖刷問題。故針對石岡壩壩體至埤豐

橋之河道區域，利用三維水理模式，並搭配水工模型試驗，模擬分析副

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的流速場、能量水頭、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

探討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能否減緩河道沖刷，期能提出消能設施最佳化

設計與改善方案，提供後續改善工程之規劃與設計。本計畫模擬檢討範

圍界定於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之間區域，如圖 1-1 所示。石岡壩相關設施

概述如下：1.堰體：溢洪道、排砂道、右岸圍堰、閘墩、取水口。2.消能

池：第 1、第 2 號消能池、副壩、側牆。3.閘門機電設施：溢洪道及排砂

道閘門、取水口、魚道及埤頭山圳、南幹渠第一分水工閘門、林厝圍堤

三處閘門等。4.蓄水範圍周邊環境（含左右岸護岸及林厝圍堤）及南幹渠。

平面配置圖及剖面圖詳如圖 1-2~4 所示。主要工程設施 921 地震前、後之

主要基本數據如表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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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100 年 8 月。[17] 

圖 1-4 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 
 

 

 

圖 1-5 石岡壩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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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石岡壩主要設施數據（1/2） 

項目 921 地震前 921 地震後 

水 
 

 

 

庫 

位置 台中市 

水系 大甲溪流域 

壩型 混凝土重力壩 

壩身最大高度 21.40 m 

壩頂標高(溢流堰橋梁頂) 272.00 m 283.00 m 

壩頂長度 357.00 m 275.50 m 

集水區面積 1,061 km2 

滿水位標高 267.10 m 274.50 m 

計畫有效蓄水量 2,700,000 m3 

蓄水面積 
54.00 ha (蓄水位 267.10 m，第一次
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79 年) 

59.20 ha (蓄水位 274.50 m，98 年度石岡壩水
庫區域淤積測量報告，民國 98 年) 

實際有效蓄水量 2,100,000 m3 (267.10 m，石岡壩泥
砂淤積檢測報告，民國 78 年 4 月) 

1,184,000 m3 (274.50 m，98 年度石岡壩水庫區
域淤積測量測量報告，民國 98 年 10 月) 

淤積量 
639,000 m3 (267.10 m，石岡壩泥砂
淤積檢測報告，民國 78 年 4 月) 

2,016,000 m3 (98 年度石岡壩水庫區域淤積測
量測量報告，民國 98 年 10 月) 

溢 
洪 
道 

型式 閘門控制溢流堰 

壩頂標高(溢流堰頂) 259.50 m 平均 270.06~271.57m 

閘門數量及尺寸 
18@12.80 m (寬 )×8.00 m (高 ) 
(#1~#18) 

1@11.40 m (寬)×8.00 m (高) (#1) 
13@12.80 m (寬)×8.00 m (高) (#2~#14) 
1@11.70 m (寬)×8.00 m (高) (#15) 

設計排洪量 8,000 cms (Q200) 9,100 cms (Q200) 

排 
砂 
道 

堰頂標高 257.00 m (#1~#2) 
267.28 m (#1) 
267.41 m (#2) 

閘門數量及尺寸 2@8.00 m (寬)×6.00 m (高) (#1~#2) 2@8.00 m (寬)×6.00 m (高) (#1~#2) 

取 
水 
工 

第一取水口底檻標高 258.00 m 268.07 m 

第一取水口計畫取水量 45.167 cms 45.167 cms 

第二取水口底檻標高 261.00 m 272.70 m 

第二取水口計畫取水量 19.67 cms 19.67 cms (停用) 

消
能
池
及
下
游
副
壩 

溢洪道消能池長度 42.00 m 第一消能池長度 40.00 m 

溢洪道消能池底標高 248.20 m 第一消能池底標高 258.70 m 

溢洪道消能池尾檻標高 250.30 m 第一消能池尾檻標高 260.90 m 

排砂道消能池長度 40.00 m 第二消能池長度 20.00 m 

排砂道消能池底標高 248.20 m 第二消能池底標高 260.4 m (平均) 

排砂道消能池尾檻標高 250.80 m 第二消能池尾檻標高 261.90 m 

  副壩壩頂標高 263.0 m~263.5 m 

資料來源：1.石岡壩工程計畫設計報告，民國 66 年 6 月。 
             2.石岡壩工程施工報告書，民國 67 年 5 月。 

3.石岡壩安全評估設計總報告書，民國 79 年 7 月。 
4.石岡壩第二次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87 年 6 月。 
5.石岡壩九二一震災損害及功能修復成果評估報告，民國 90 年 7 月。 
6.九二一震災石岡壩復建緊急應變計畫書，民國 92 年 12 月。 
7.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民國 95 年 9 月。 
8.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100 年 8 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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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石岡壩主要設施數據（2/2） 

項目 
921 地震後 閘門更新後 

設備尺寸 數量 操作設備 設備尺寸 數量 操作設備 

溢
洪
道 

弧形閘門 

1@11.40 m (寬)×8.00 m 

(高) (#1) 
13@12.80 m (寬) ×8.00 

m (高) (#2~#14) 
1@11.70 m (寬)×8.00 m 

(高) (#15) 

15 門 鋼索捲揚式 
吊門機 15 組 

1@11.40 m (寬 )×6.303 

m (高) (#1) 
13@12.80 m (寬) ×6.308 
~7.125 m (高) (#2~#14) 
1@11.75 m (寬)×5.47 m 

(高) (#15) 

15 門 鋼索捲揚式 
吊門機 15 組 

擋水閘板 12.80 m (寬 )×1.00 m 

(高) 
8 片 - 12.80 m ( 寬 )×1.00 m 

(高) 
8 片 - 

排
砂
道 

弧形閘門 2@8.00 m (寬)×6.00 m 

(高) (#1~#2) 
2 門 

鋼索捲揚式 
吊門機 2 組 

2@8.00 m (寬)×6.10 m 

(高) (#1~#2) 
2 門 

鋼索捲揚式 
吊門機 2 組 

擋水閘板 8.00 m (寬)×1.00 m (高) 10 片 - 8.00 m (寬)×1.00 m (高) 10 片 - 
胸牆底部

標高 273.58 m   273.58 m   

第
一
取
水
口
閘
門 

調節閘門 3.50 m (寬)×3.00 m (高) 2 門 
梯桿式 

吊門機 2 組 3.50 m (寬)×3.00 m (高) 2 門 
梯桿式 

吊門機 2 組 

緊急閘門 4.00 m (寬)×4.00 m (高) 1 門 
螺桿式 

吊門機 1 組 3.40 m (寬)×3.37 m (高) 1 門 
螺桿式 

吊門機 1 組 

門檻標高 267.68 m - - 267.68 m - - 

第
二
取
水
口
閘
門 

調節閘門 2.60 m (寬)×2.60 m (高) 1 門 
梯桿式 

吊門機 1 組 2.60 m (寬)×2.60 m (高) 1 門 
梯桿式 

吊門機 1 組 

緊急閘門 4.00 m (寬)×5.30 m (高) 1 門 
螺桿式 

吊門機 1 組 4.00 m (寬)×5.30 m (高) 1 門 
螺桿式 

吊門機 1 組 

門檻標高 272.12 m - - 272.12 m - - 

第
一
分
水
工
閘
門 

調節閘門

(灌溉) 1.60 m (寬)×2.45 m (高) 5 門 
油壓式 

吊門機 5 組 1.60 m (寬)×2.45 m (高) 5 門 
油壓式 

吊門機 5 組 

緊急閘門

(自來水) 
1.40 m (寬)×1.00 m (高) 2 門 

油壓式 
吊門機 2 組 1.40 m (寬)×1.00 m (高) 2 門 

油壓式 
吊門機 2 組 

南
幹
線(
輸
水
管
渠) 

鋼管 3.40 m ，長度 216.60 m 1 道 - 3.40 m ，長度 216.60 m 1 道 - 

暗渠 
(內襯鋼管) 

3.20 m ，長度 420.90 m 1 道 - 3.20 m ，長度 420.90 m 1 道 - 

緊急柴油發電機 125KVA、80KVA 各 1 組 - 125KVA、80KVA 各 1 組 - 

資料來源：1.石岡壩九二一震災損害及功能修復成果評估報告，民國 90 年 7 月。 
2.九二一震災石岡壩復建緊急應變計畫書，民國 92 年 12 月。 
3.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民國 95 年 9 月。 
4.石岡壩閘門更新工程竣工圖（初稿），民國 99 年 8 月。 
5.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100 年 8 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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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石岡壩溢洪道剖面圖(A-A`) 

 

圖 1-7 石岡壩排砂道剖面圖(B-B`) 

1.1.3 計畫目的 

921 地震後石岡壩底床高程約抬高 10 公尺，因此總能量水頭也增加約

10 公尺，如此一來勢必要增加消能設施，才能提高河床的穩定能力。根據

水規所 96~100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

[10,12,14,16]所建議的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示意圖如圖 2-36 所示，及中水

局 103 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21]所建議採改善方案三如

圖 2-33 所示，在副壩下游新增一座消能工，這兩個計畫有一致的結論；此

外，提高現有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以增加消能能力，也是可行的方案之

一。 

由於消能設施如副壩下游消能工大小及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等變化，將

副壩 

第二消能池 

護坦 第一消能池 

副壩 

第二消能池 

護坦 
第一消能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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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消能能力與工程經費，因此需要進行最佳化設計的探討。所以，本計

畫採用三維水理模式，藉由能量水頭的積分概念，進一步探討消能設施之

消能效果，數值模擬範圍從石岡壩壩體至埤豐橋，透過三維水理數值模擬

與最佳化模組整合運算，期能提出消能設施最佳化設計與改善方案，提供

後續改善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1.2 工作範圍 

本計畫模擬檢討範圍界定於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之間區域，如圖 1-1 所

示。石岡壩相關設施概述如下：1.堰體：溢洪道、排砂道、右岸圍堰、閘墩、

取水口。2.消能池：第 1、第 2 號消能池、副壩、側牆。3.閘門機電設施：溢

洪道及排砂道閘門、取水口、魚道及埤頭山圳、南幹渠第一分水工閘門、林

厝圍堤三處閘門等。4.蓄水範圍周邊環境（含左右岸護岸及林厝圍堤）及南幹

渠。 

 

1.2.1 工作項目 

本計畫之整體工作項目與要完成的項目, 概述如下: 

1. 資料蒐集分析與調查： 

包含以往相關數值方式研究、石岡壩相關圖說、改善建議相關圖說

之資料蒐集與水文分析等以及河道地形現地調查作業。 

2. 石岡壩流場、水理特性等問題之簡化與分析： 

依據現場條件與數值模式的限制，進行模式合理的假設與簡化。 

3. 三維流力數值模擬計算網格系統之建立： 

根據中水局提供工程計畫圖說尺寸，建置三維數值模型，包含溢洪

道、排砂道、消能池、副壩及河道地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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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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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4. 三維數值模擬之檢定與驗證： 

根據針對建置後之三維數值模型，與 105年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進行

數值模擬之檢定與驗證。 

5. 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計模擬 

(1) 三維流速場分析： 

模擬不同之流量(流量範圍為 1,500cms 至 8,500 cms，每 1,000 cms

作區格)，模擬對現有靜水池及副壩之水躍水理及造成河道沖刷等分析

(其範圍由壩體至埤豐橋)。 

(2) 能量水頭分析： 

透過不同的流量條件(流量範圍為 1,500cms 至 8,500 cms，每 1,000 

cms 作區格)，計算能量水頭的計算結果分析消能情況。  

(3)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  

第二消能池的流場對底床及結構物的作用力分析，作用力包括流

體對底床、河床護坡及消能設施等的的壓力及應力分析。 

6.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方案模擬(包含消能池長度、深度等)。 

(1) 三維流速場分析： 

模擬不同之流量(流量範圍為 500 cms 以下及 1,500cms 至 8,500 

cms，每 1,000 cms 作區格)，模擬對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水躍水理分

析及造成河道沖刷分析(其範圍由壩體至埤豐橋)。 

(2) 能量水頭分析： 

透過不同的流量條件(流量範圍為 500 cms 以下及 1,500cms 至

8,500 cms，每 1,000 cms 作區格)，計算能量水頭的計算結果分析消能

情況。 

(3)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的流場對底床及結構物的作用力分析，作用

力包括流體對底床、河床護坡及消能設施等的的壓力及應力分析。 

7. 改善方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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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次最佳化模擬並依據石岡壩歷年改善方案，進行最佳化方案

評估。 

8. 成果教育訓練： 

辦理 12 小時以上之成果發表教育訓練(規模至少 50 人以上，免費)，

以辦理講習方式實施，俾利中水局同仁及國內各水庫管理單位、專業機

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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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計畫進度甘特圖 

本委託服務計畫預定辦理工作執行計畫書、1 次期中報告及 1 次期末報

告，並視需要召開工作會議，各項工作進度及報告時間點如下表 1-3： 

表 1-6 工作預定進度表 

工作項目  
第 1 月  

106/7 

第 2 月  

106/8 

第 3 月  

106/9 

第 4 月  

106/10 

第 5 月  

106/11 

第 6 月  

106/12 

第 7 月  

107/1 

第 8 月  

107/2 

1.資料蒐集分析

與調查 

        

2.石岡壩流場、

水理特性等問

題之簡化與分

析 

        

3.三維流力數值

模擬計算網格

系統之建立 

        

4.三維數值模擬

之檢定驗證 

        

5.副壩上游現況

第二消能池尾

檻高度最佳化

設計模擬 

        

6.副壩下游新增

消能池最佳化

設計方案模擬 

        

7.改善方案評估

分析 

        

8.成果教育訓練 

        

9.工作報告及成

果報告編撰印

製 

 

 

 

 

  
 

  

  

 

 

計畫查核點 

 

工作執

行計畫

書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1.簽約日起 10 日曆天內，須送達工作執行計畫書至機關審查。 

  2.簽約日起 105 個日曆天內，須送達期中報告書至機關審查。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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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簽約日起 210 個日曆天內，須送達成果報告書初稿至機關審核，並依規

定辦理驗收程序。 

  4.於委託工作執行期間，雙方得視實際工作需要，不定時召開特定主題之

討論或工作會報，其時間地點由中水局另行通知。 

 

1.2.3 計畫案例說明 

根據上節工作項目訂定模擬案例，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

最佳化設計的方式為固定流量，針對不同的尾檻高度進行分析，找出最佳

消能的尾檻高度，本計畫採取流量 2500cms及 8500cms(低及高流量)進行分

析，如表 1-4 所示。計算出最佳消能高度後，再依照不同流量進行三維數

值模擬分析，檢討尾檻高度的影響，如表 1-5 所示。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的最佳化設計與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

度最佳化設計相同，以兩種流量(低及高流量)找出最佳的消能設計，如表

1-6 所示。找出消能池最佳設計後，再依照不同流量進行三維數值模擬分

析，探討新增消能池以後，下游河道的水理現象。如表 1-7 所示。 

表 1-7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最佳化模擬案例表 

流量（cms） 尾檻高度(m) 模擬狀況 

2500 

0.5~3 
針對不同的尾檻高度進行分

析，找出最佳消能的尾檻高度。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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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不同流量於消能池最佳尾檻高度模擬案例表 

流量

（cms） 

溢流堰 排砂道 模擬狀況 

500 全部開啟 開啟 

模擬最佳消能之尾檻尺寸之三

維數值模擬分析 

1500 全部開啟 開啟 

2500 全部開啟 開啟 

3500 全部開啟 開啟 

4500 全部開啟 開啟 

5500 全部開啟 開啟 

6500 全部開啟 開啟 

7500 全部開啟 開啟 

8500 全部開啟 開啟 

9100 全部開啟 開啟 

 

表 1-9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模擬案例表 

流量

（cms） 
最佳化參數 模擬狀況 

2500 
消能池

長度 

消能池

深度 

尾檻

高度 

工程

經費 

針對不同設計參

數，找出最佳消能的

消能池尺寸 
9100 

 

表 1-10 不同流量於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模擬案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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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cms） 

溢流堰 排砂道 模擬狀況 

500 全部開啟 開啟 

模擬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

設計之三維數值模擬分析 

1500 全部開啟 開啟 

2500 全部開啟 開啟 

3500 全部開啟 開啟 

4500 全部開啟 開啟 

5500 全部開啟 開啟 

6500 全部開啟 開啟 

7500 全部開啟 開啟 

8500 全部開啟 開啟 

9100 全部開啟 開啟 

 

1.2.4 計畫工作流程 

計畫工作流程示意圖如圖 1-5 所示。根據水利署中水局於 103 年進行

「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21]，針對石岡壩之壩體、靜水池及

副壩下游河道進行三維數值模擬，建議於副壩下游設置 1 號消能池，可協

助副壩下游消能，並搭配設置 1 號固床工，可作為河道向源侵蝕之最後防

線；同時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 號固床工，亦可調整水流法線方向

能將水流導向中間，降低左岸沖刷機率。所以本計畫針對石岡壩水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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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理機制作充分的文獻蒐集與瞭解，然後建立分析方法與步驟。對於所

採用流體力學之相關理論，說明其對於本計畫內容之適用性與限制條件，

透過嚴謹的案例設計與現場問題簡化，再根據石岡壩相關圖資，建置從石

岡壩至下游靜水池及護坦之數值模型，並參考上述計畫消能池的設計，以

進行流場模擬與受力分析模擬。模擬幾何外型及網格建置是採用 ANSYS 

ICEMCFD 進階網格建置軟體進行製作。使用三維數值模擬分析軟體

ANSYS CFX 進行流場模擬與受力分析模擬，數值模擬所獲得之數據資

料，可針對現有靜水池及副壩之水躍水理及造成河道沖刷進行分析。且避

免新設構造物造成另一沖刷問題，也會針對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作最佳化

的分析。最後，藉由最佳化模擬並配合石岡壩歷年改善方案，使用

SmartDo 最佳化軟體進行最佳化方案的模擬設計，進而提出改善工程之相

關建議，有助於後續改善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圖 1-8 計畫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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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分析與調查 

2.1 背景現況資料蒐集分析 

2.1.1 水文資料 

一、大甲溪流域概況 

大甲溪上游發源於雪山山脈之次高山及中央山脈之南湖大山

等群嶽，幹流由東往西橫貫台中縣境，於大甲與清水間注入臺灣

海峽。本流域位處台灣島中西部，面積 1,244 平方公里，全長 124

公里。流域下游是由馬鞍寮以下至河口間之溪段，幹流流出馬鞍

寮後，河谷開始展寬、河床內汊道分歧，幹流再轉向北流經過東

勢、石岡後轉向西流，始進入平原地帶，詳如圖 2-1 所示。 

二、洪峰流量 

大甲溪流域各分析控制點之重現期距洪峰流量[6]，如表 2-1

所示，石岡壩下游河道現況水理因素及各重現期洪水位計算表如

表 2-2 所示，流域計畫流量分配採「石岡壩」之控制點，如圖 2-2

所示[6]。 

三、石岡壩歷年年最大流量 

本計畫試驗範圍為石岡壩下游區域，蒐集石岡壩集水區歷年

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表如表 2-3 所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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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大甲溪流域各分析控制點之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重現 

期距 

(年) 

控制點 

河口 石岡壩 天冷 
橫流溪匯

流前 

東卯溪匯

流前 

裡冷溪匯

流前 

十文溪匯

流前 

1244.1km2 1095.4km2 955.5km2 907.4km2 877.6km2 848.4km2 784.8km2 

200 
11,500 9,800 8,840 8,490 7,850 7,590 7,560 

(9.24) (8.95) (9.25) (9.36) (8.95) (8.95) (9.63) 

100 
10,300 8,800 8,000 7,630 7,050 6,820 6,790 

(8.28) (8.03) (8.37) (8.41) (8.03) (8.03) (8.65) 

50 
8,900 7,600 6,900 6,590 6,090 5,890 5,870 

(7.15) (6.94) (7.22) (7.26) (6.94) (6.94) (7.48) 

25 
7570 6430 5820 5570 5160 4980 4960 

(6.08) (5.87) (6.09) (6.14) (5.88) (5.87) (6.32) 

20 
7,300 6,200 5,600 5,370 4,970 4,800 4,780 

(5.87) (5.66) (5.86) (5.92) (5.66) (5.66) (6.09) 

10 
5,900 5,000 4,500 4,330 4,010 3,870 3,850 

(4.74) (4.56) (4.71) (4.77) (4.56) (4.56) (4.91) 

5 
4,500 3,800 3,400 3,290 3,040 2,940 2,930 

(3.62) (3.47) (3.56) (3.63) (3.47) (3.47) (3.73) 

2 
2,600 2,200 1,980 1,910 1,760 1,710 1,700 

(2.09) (2.01) (2.07) (2.10) (2.01) (2.01) (2.17) 

註：單位為立方公尺/秒；( )內為相對比流量(立方公尺/秒/平方公里)。資料來源：水規所「大甲溪流域聯

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成果報告（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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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現況水理因素及各重現期洪水位計算表 

 

 

斷面 
河心距 

(m) 

洪水位（100 年）水理因素 各重現期水位（m） 

水位 

(m) 

通水面積 

(m2) 

水面寬 

(m) 

平均流速 

(m/s) 

能量坡降 

(m/m) 
200 年 50 年 20 年 10 年 5 年 2 年 

國道 1 號潛堰 15,555 173.69 2,097.94 882.1 5.08 0.01008 173.89 173.44 173.13 172.80 172.48 171.82 

23-1（下） 15,655 174.37 1,845.66 819.7 5.68 0.01554 174.58 174.13 174.33 174.10 173.76 173.20 

國道 1 號公路橋  175.90 2,978.63 922.8 3.67 0.00357 176.15 175.59 175.23 174.81 174.36 173.65 

24 15,907 177.88 1,482.48 665.7 6.97 0.01767 178.08 177.50 177.01 176.67 176.42 175.91 

25 16,491 185.13 1,993.09 672.1 6.28 0.00712 185.41 184.84 184.45 183.93 183.22 182.16 

26 17,067 189.80 1,843.66 587.4 5.59 0.01089 190.09 189.43 189.06 188.83 188.59 187.95 

27 17,653 195.88 1,508.02 560.8 6.83 0.02017 195.94 196.05 195.75 195.42 194.69 193.85 

28 18,153 201.75 1,461.92 332.2 7.17 0.00792 202.42 200.86 200.33 199.86 198.90 197.22 

28-1（下） 18,575 204.16 1,260.16 216.7 8.17 0.01048 204.66 203.58 202.89 202.21 201.49 199.73 

后豐大橋（上）  208.29 2,030.76 330.5 5.34 0.00287 208.86 207.48 206.41 205.47 204.50 202.93 

29 18,776 209.31 1,362.47 265.0 7.70 0.00851 209.78 208.73 208.02 207.33 206.47 205.11 

30 19,340 216.28 1,692.29 293.6 6.09 0.00550 216.76 215.69 215.01 214.15 212.97 211.36 

30-1（下） 19,781 217.76 1,088.00 305.8 9.47 0.02777 218.02 217.42 218.05 217.36 215.49 214.35 

新山線鐵路橋（上）  222.02 1,917.43 325.1 5.41 0.00313 222.62 221.28 220.39 219.55 218.64 216.89 

31 20,016 225.10 1,543.43 340.1 6.69 0.00956 225.45 224.67 224.14 223.62 223.07 220.74 

31.1 20,211 227.89 2,667.63 327.6 3.86 0.00150 228.37 227.30 226.58 225.88 225.09 223.59 

32 20,601 229.30 1,338.50 313.5 8.50 0.01163 229.82 228.62 228.00 227.23 226.54 225.01 

32-1（下） 20,943 233.46 1,690.16 357.1 6.09 0.00842 233.46 233.06 232.44 231.60 230.46 228.55 

舊山線鐵路橋（上）  235.66 2,386.97 365.3 4.99 0.00248 236.17 234.96 235.19 234.33 232.89 231.01 

33 21,217 236.11 2,294.33 524.5 4.53 0.00377 236.88 235.44 235.47 234.61 233.61 231.81 

34 21,824 241.26 1,836.42 540.0 6.29 0.00666 241.39 240.80 240.05 239.43 238.62 236.81 

34-1（下） 22,516 245.41 1,060.02 186.4 9.84 0.01442 245.90 244.82 244.04 243.37 242.63 241.40 

埤豐橋（上）  249.81 2,370.86 341.3 5.02 0.00187 251.63 249.16 248.25 246.87 245.46 243.38 

35.1 22,610 246.10 777.70 136.2 13.38 0.02962 246.76 245.29 244.33 243.49 242.59 241.18 

石岡壩副壩（下） 23,156 263.29 840.81 258.0 10.47 0.03726 263.57 262.94 262.51 262.12 261.71 261.09 

36 石岡壩 23,356 279.22 2,682.38 256.7 3.35 0.00078 279.83 278.46 277.51 276.63 275.66 2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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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規所「大甲溪流域聯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成果報告（94 年）」 

圖 2-1 大甲溪流域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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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大甲溪流域計畫流量分配圖 

 

表 2-3 石岡壩集水區歷年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表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cms)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cms) 

52 9/11 5,520 76 7/27,16:00 973 

53 - 350 77 5/23,20:00 304 

54 - 1,570 78 9/13,00:00 3,062 

55 6/9 2,990 79 6/24,00:00 2,788 

56 7/12 1,400 80 6/24,20:00 823 

57 6/11 1,100 81 8/30,14:00 1,409 

58 9/27 2,710 82 6/02,12:00 1,537 

59 9/7 2,710 83 8/08,08:00 4,133 

60 9/23 2,030 84 6/09,20:00 643 

61 8/17 4,540 85 8/01,07:00 3,466 

62 7/18 1,120 86 6/11,06:00 2,100 

63 8/24 2,040 87 10/16,19:00 933 

64 6/12 927 88 - 484 

65 8/10 2,940 89 - 790 

66 8/1 2,290 90 - 3,837 

67 5/23,10:00 634 91 - 712 

68 8/24,22:00 1,262 92 - 824 

69 8/28,08:00 3,110 93 7/03,13:00 5,815 

70 6/21,12:00 3,185 94 8/05,10:00 3,535 

71 8/16,14:00 1,527 95 6/10,15:00 3,200 

72 6/03,16:00 2,428 96 10/07,05:00 3,303 

73 5/28,19:00 877 97 9/14,18:00 4,225 

74 8/23,15:00 2,412 98 8/09,16:00 5,410 

75 8/22,15:00 983    

資料來源：1.民國 52~66 年之最大流量紀錄引自 87 年第二次水庫安全評估 
2.民國67~87年之最大洩洪量摘自「石岡壩九二一震災損害及功能修復成果評估報告」 
3.民國 88~94 年之最大洩洪量由石管中心及水利署網站取得 
4.民國 95~98 年之最大洩洪量由石管中心營運日報取得 
5.「-」表示無發生日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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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岡壩單位歷線 

蒐集石岡壩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歷線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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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石岡壩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歷線圖 

2.2.2 地形及地質 

一、地形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境內，屬大甲溪之下游河段。在台灣

地形分區上屬西部斷層山地，由一連串覆瓦狀斷層構造所組成。大

甲溪河道呈東西走向之橫谷，下游河道形成沖積扇，沖積扇位於東

勢區附近，石岡壩位於東勢鎮之西方，大甲溪由石岡壩流出丘陵後，

經台中盆地北緣由大甲、清水間出海，此河段平均坡降約 1/90，呈

網狀流路，沖積大量砂礫於河口，形成龐大之沖積扇。 

二、地質 

（一）區域地質 

石岡壩在台灣地質區上屬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其出露地層主

要為中新世以後沉積岩所組成，出露之地質主要為中新世時期之

桂竹林層、上新世錦水頁岩層，更新世頭嵙山層等，其地質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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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4 所示，在地質構造上有三義斷層、埤頭山斷層、車籠埔

斷層、及梅子斷層等(圖 2-4)。[19] 

表 2-4 石岡壩區域地質之地層及岩性 

時代 地層 主要岩性 

現代 沖積層 未固結之礫石、砂、粉砂及黏土等 

更新世 

階地堆積層 未受紅土化之礫石、砂、粉砂及泥等 

紅土台地堆積層 膠結疏鬆、淘選不良之紅土、礫石、砂及泥等 

頭嵙山層 礫岩(火炎山段)、砂岩、粉砂岩及泥岩(香山段) 

上新世 
卓蘭層 膠結疏鬆之砂岩、粉砂岩、泥岩及其互層 

錦水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中新世 

魚藤坪砂岩 中至厚層之泥質砂岩夾砂頁岩互層 

十六份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關刀山砂岩 青灰色細至中粒之泥質砂岩 

上福基砂岩 厚層至塊狀之白色疏鬆砂岩，並夾有砂頁岩薄互層或泥岩 

東坑層 淺灰色細至中粒砂岩與深灰色頁岩之互層 

資料來源：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101 年 12 月。[19] 

 
資料來源：大甲溪流域地質圖，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2-4 石岡壩附近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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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區地質 

  1.石岡壩副壩下游 

石岡副壩下游地層可分為上新世錦水頁岩、卓蘭層，以及

第四紀更新世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錦水頁岩分布於埤豐

橋上游數公尺，顏色呈暗灰色，風化後呈黃褐色，岩層中挾帶

不規則砂質條帶。卓蘭層合於頁岩之上，岩性為砂岩、粉砂岩、

泥岩、及頁岩之互層組成，以細粒為主，局部具交錯偽層構造

及波痕(圖 2-5)，生痕化石頗豐富。階地堆積層分布於大甲溪兩

岸，全為礫石、砂、及泥土所組成，沖積層分布在各主要河流

河床上，堆積材料為礫石、砂及泥土。[19] 

 
資料來源：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101 年 12 月。 

圖 2-5 石岡壩下游河道岩層分布圖 

下游河道大致以食水嵙溪為界劃分東西側，食水嵙溪以東岩

層位態約為 N38°~56°E/30°~52°SE，普遍有兩組主要節理切割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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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塊狀，食水嵙溪以西岩層位態約為 N30°~66°E/38°~66°SE，除了

一組傾向節理外尚可發現兩組共軛節理，節理平均位態約為

N40°W/87°SW，共軛節理平均位態分別為 N73°W/49°N 及

N5°W/66°°W，推斷應由食水嵙溪以西之地層靠近埤豐橋上游處之

車籠埔斷層地表破裂帶應力集中造成該區域共軛節理發達。節理

之間距於砂岩與頁岩層差異甚大，通常於砂岩層中節理間距較頁

岩層節理間距短，最短者可自 10 公分至 50 公分，頁岩層中節理

間距長者可達 5 公尺，主要係因新鮮砂岩強度高且堅實，受大地

應力或河谷解壓易發生脆性破壞而發育出發達的節理。 

石岡壩副壩下游至食水嵙溪匯流口河流深槽偏向左岸，經過

食水嵙溪匯流口後流向與岩層走向斜交，明顯可見砂頁岩差異侵

蝕情形，此段河道受層面傾斜方向影響，易向左岸泥質砂岩趾部

側蝕，目前可見此砂岩層頂部露空明顯有平行水流方向之裂隙，

河道順岩層走向流向左岸，深槽遂轉變為偏向左岸沿階地崖流向

下游，並對左岸階地崖趾部軟弱岩層淘刷造成污水處理廠兩處崩

塌，石岡壩下游埤豐橋河道範圍並無明顯地震造成的地表破裂

線，比對前人研究與調查，地表破裂線範圍僅出現在埤豐橋上游

小段距離內，現今已無岩盤出露，皆已被沖蝕殆盡。 

2. 石岡壩區 

地層屬第三紀卓蘭層底部及錦水頁岩及現代河床沖積層。砂

岩於壩址附近分布極廣，接近覆蓋層底部，泥岩主要分布於左岸

壩墩之河床覆蓋下。第四紀更新世之古沖積層分布於兩岸高台地

帶，左岸覆蓋較薄。現代河床沖積層分布整個河床，主要為大卵

石、礫石及砂土等組成，河床中間覆蓋較厚，兩岸覆蓋較薄，係

受沖積影響。壩址地層走向左岸呈 N55°~60°E，向東南傾斜

32°~45°；右岸走向為 N22°E，向東南傾斜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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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水文 

依「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17]，相關水文資料說明如后。 

一、各重現期距洪水 

石岡壩各重現期距洪水量如表 2-5 所示。 

表2-5 石岡壩各重現期距洪水 

重現
期距 

Q2 Q5 Q10 Q25 Q50 Q100 Q200 Q1,000 Q10,000 

洪峰
流量
(cms) 

1,845 3,327 4,405 5,825 6,903 7,987 9,076 11,620 15,269 

二、可能最大洪水(PMF) 

以瞬時單位歷線搭配暴雨移位與露點調整法所得之可能最大

洪水為 16,896cms，其值皆與水資會經驗公式及世界洪水記錄包絡

線法所推估結果相近，因此可能最大洪水採用 16,900cms。 

三、設計洪水 

依民國 97 年「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水、引

水建造物篇」規範規定，石岡壩設計洪水標準為 1/2 可能最大洪水

～可能最大洪水。而石岡壩原規劃設計洪水採 200 年重現期洪水

(8,000cms)，且營運迄今已完成三次安全評估，均以 8,000cms 作為

設計洪水。第四次次安全評估依規範規定設計洪水標準為 1/2 可能

最大洪水～可能最大洪水，即應介於 8,450cms～16,900cms 間，建

議採用 9,100cms 為設計洪水，其值合乎規範要求，並約為 200 年

重現期洪水量，可與原設計及歷次評估基準一致。 

2.2.4 歷年河道沖淤變化 

為瞭解石岡壩下游河道之高程變化(斷層破裂線位於約為埤豐

橋上游 94m 處)，茲摘錄石岡壩下游至后豐橋歷年河道各斷面平均河

床高程成果如圖 2-6 所示[18]。圖中顯示在石岡壩(斷面 36)與埤豐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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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35)之間，從民國 89 年到 94 年間雖然呈現河床淤積，但是在

河床坡降方面卻沒有太大變化，仍然是維持 921 地震後較高的河床

坡降；接著民國 94 年到 97 年的河床變化呈現沖刷，97 年底床高度

與坡降約與 89 年相似；然後從民國 99 年到 101 年這段期間，石岡

壩下游呈現嚴重的沖刷，但接著從民國 101 年到 103 年來看，石岡

壩下游河床的變化幾乎不再變動，而且石岡壩與埤豐橋間的河床坡

降，已經與埤豐橋下游的河床坡降一致。 

依據「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25]內容，副壩

下游至埤豐橋之間各斷面之平面位置如圖 2-7 及圖 2-8 所示，其中副

壩下游透水固床工附近約於斷面第 00-3 至第 00-5 之間，其歷年橫斷

面(由上游至下游)則如圖 2-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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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大甲溪河道(石岡壩至后豐橋)歷年平均河床高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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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測量斷面位置圖(食水嵙溪以東) 

 

圖 2-8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測量斷面位置圖(食水嵙溪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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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9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5 號橫面 



30 

 

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10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4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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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 2-11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3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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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12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2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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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13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6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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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14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7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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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測量報告 

 

圖2-15 石岡壩歷年橫斷面圖第 00-8 號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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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歷年相關工作果 

一、 石岡壩副壩歷年修復工程 

石岡壩於 921 地震後因應地盤抬升，已於 89 年 11 月完成下游副

壩及消能池修復。民國 93 年 7 月 2 日敏督利颱風降雨量重現期距超

過 200 年，當時石岡壩實測流量達 5,817cms，致下游副壩部分混凝土

塊流失，故辦理下游副壩修復工程。日後根據年度檢查結果分別辦理

不同程度之修復工程，以維持副壩安定，歷年修復工程彙整如表 2-6。 

表2-6 石岡壩歷年副壩下游修復工程彙整 

修復時間 工程名稱 修復內容 

民國 94 年 10 月 
石岡壩下游副壩 

修復工程 

1. 副壩中段新設一排水路，底座寬 6.5m 及頂寬
14.5m，坡度為 1 比 2 之階梯式渠道流路。 

2. 副壩左側末端增設一連續混凝土塊，尺寸
146m×3m×5m。 

3. 排砂道及溢洪道射檻修補。 

民國 96 年 8 月 
石岡壩副壩下游 

加強改善工程 

1. 設立階梯式消能工。 

2. 副壩左側末排增設一排截牆。 

3. 左岸護床工及排水路下游消能池施工。 

民國 97 年 6 月 
石岡壩堰體及消能池修

補改善工程 

1. 副壩固床工下游混凝土修補，採用
210kgf/cm2之混凝土。 

2. 消能池尾檻鋼筋裸露破損及底板破損修補。 

3. 堰面收縮縫破損修補。 

民國 98 年 4 月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

刷修復工程 

1. 副壩下游河床改善，於沖刷坑鑲補混凝土。 

2. 副壩下游右岸護岸鑲補混凝土。 

3. 副壩排水路河床面改善工程，採用上游河床
料近運堆置，厚約 1m。 

民國 99 年 4 月 

石岡壩壩頂橋梁堰體消
能池及副壩下游沖刷改

善工程 

1. 副壩下游沖刷坑以塊石混凝土鑲補。 

民國 100 年 7 月 
石岡壩副壩下游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1. 副壩排水路填補工程。 

2. 新設透水式固床工工程。 

民國 101 年 8 月 
石岡壩副壩下游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1. 20T 異形塊製作及吊放。 

2. 10T 異形塊製作及吊放。 

3. 混凝土尾堰。 

4. 混凝土鑲補。 

民國 105 年 12 月 
石岡壩 105 年度轄區河

床沖刷改善工程 

1. 副壩下游右側固床工改善 

2. 副壩下游右側護坦及排砂道堰面修補 

3. 副壩下游左側固床工改善 

4. 副壩下游左側蝕溝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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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 

近年來大甲溪下游河段河床持續下降，石岡壩下游河床岩盤出露

處河道明顯有持續刷深趨勢，故水規所於民國 96~100 年分四期辦理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16]，期望透過數值、

模型試驗研究，研提如何穩定河床之相關措施。針對石岡壩下游河

段，經分析屬沖刷河段，擬定之治理原則為：以優先穩定長期性一般

沖刷情況為主，輔以各項防制局部沖刷對策，對於一般沖刷河段，因

其原因包括砂源遭攔阻、921 地震之地盤抬升增加水流能量及岩盤出

露段之坡降調整等，故以採補充砂源、建置消能及固床設施等治理對

策。石岡壩下游岩盤出露河段沖刷控制工程，則包括石岡壩至埤豐橋

間二座 plunge pool 消能池及一座固床工，與埤豐橋下游新建一座作為

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相關工程規劃詳表 2-7 及

圖 2-16~圖 2-20。 

表2-7 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 

工程項目 數量 功能 保護目標 備註 

埤豐橋下游固床
工 

一座 
營造埤豐橋至石岡壩
間岩盤沖刷基準面 

石岡壩、埤豐
橋 

1.配合地質改良 

2.約 2,400 萬元 

埤豐橋至石岡壩
跌水消能工 

二座 
消減由石岡壩出流水
流能量 

石岡壩及下
游左岸邊
坡、埤豐橋 

1.配合右岸灘地開挖 

2.配合地質改良 

3.約 3 億 5,000 萬元/一座 

埤豐橋至石岡壩
固床工 

一座 
固定埤豐橋~石岡壩
間之河床高程 

石岡壩、埤豐
橋 

1.配合右岸灘地開挖 

2.配合地質改良 

3.約 2,400 萬元 

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

國 100 年 6 月。 

 

消能工及固床工建置時，亦需進行右岸灘地開挖。與石岡壩相關

之近程河道穩定措施(需於 105 年以前辦理)，包括：后豐橋至新山線

鐵路橋間護甲層料源補充(配合石岡壩疏浚泥砂轉運)、埤豐橋下游固

床工新建工程等，中長程措施於近程措施施作後觀察其效果，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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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辦理時程，包括：后豐橋至新山線鐵路橋間護甲層料源補充(配合

石岡壩疏浚泥砂轉運)、埤豐橋至石岡壩間消能工及固床工新建工程

等。 

 
資料來源：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

國 100 年 6 月。[16] 

圖 2-16 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6 月。 

圖 2-17 石岡壩下游河段第一座消能工（No.1）平縱斷面圖 



39 

 
資料來源：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6 月。 

圖 2-18 石岡壩下游河段第二座消能工（No.2）平縱斷面圖 

 
資料來源：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6 月。 

圖 2-19 石岡壩至埤豐橋河段固床工（No.3）平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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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6 月。 

圖 2-20 埤豐橋下游河段固床工（No.4）平縱斷面圖 

三、 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 

中區水資源局於民國 99 年 7 月完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

工程檢討」[15]，針對石岡壩下游河道部分，以透水堰佈置，期能達

到消能效果，以及防止向源侵蝕河床沖刷，並回補填高河床及河道常

時水流情況。其短期計畫分為第一期工程及第二期工程，第一期工程

為副壩下游深槽佈設三座透水堰，相距 30m，以改善上游面之消能功

能及控制下游面深槽段向源侵蝕之威脅為主要目標；第二期工程自第

一期至埤豐橋段，佈設五座透水堰，以穏定上、下游河床面之沖蝕為

目標，消能設施工程平面如圖 2-21。 

消能設施採用 1m×1m×1m×之鋼柵籠內填放卵礫石，具消能及降

低水流速度之功效，於低水流時利於淤砂，其消能設施平、剖面詳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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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1 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平面圖 

 
  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2 消能設施工程檢討案之透水堰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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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水資源局於 94 年開始陸續針對石岡壩下游副壩或河道進行

相關修復工程，其中與該消能設施工程檢討案相關為 99 年 4 月石岡

壩堰體橋樑及副壩下游沖刷改善工程中，於第一座固床位置上進行混

凝土鑲補；100 年 7 月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改善工程，完成第二

座透水固床工(包含副壩中央排水路封堵)；102 年 12 月副壩下游河道

沖刷改善工程，完成第四座透水固床工。 

上述固床工設置基本上係依該消能設施工程檢討案之設計理念

設置，惟現況固床工型式皆採用階梯式混凝土內埋 30cm PVC 管及

50、70cm 混凝土管，與該消能設施工程檢討案之鋼柵籠內填放卵礫

石形式不同，上述固床工工程剖面詳圖 2-23~圖 2-25，工程位置空拍

如圖 2-26。惟石岡壩下游河道透水固床工部分因岩盤遭受洪水沖蝕及

淘刷作用，近而產生弱面，連帶影響固床工之安定性。 

 
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3 石岡壩堰體橋樑及副壩下游沖刷改善工程混凝土鑲補剖面圖 

 

 
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4 第二座透水固床工改善工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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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5 第四座透水固床工改善工程縱、橫剖面圖 

 
資料來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9

年 7 月。 

圖 2-26 消能設施位置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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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 

以 CCHE-2D 模式模擬石岡壩於常流量及颱洪事件下之沖刷情

形，並於多次於颱風或洪水事件期間至石岡壩現勘輔以照片驗證模擬

成果。經檢討後在常流量情形下，興建固床工可降低水流對河床沖刷

之能量，有助於此河段之消能，惟在颱洪事件流量下，副壩下游與河

床交界處流速大且屬全斷面溢流，消能效果並不明顯，而於高流速下

易造成透水固床工上、下游處之岩盤局部沖刷現象，故目前石岡壩至

埤豐橋段仍有深槽化現象並逐漸向上游延伸危及副壩尾檻基礎，故改

善方案建議以「控制深槽、恢復護甲層」的方式進行[23]。 

初步擬於 S00-2、S00-9 及 S00-12 三處斷面分別設置乙座固床工

及其護坦，使河床質於退水後回淤形成護甲層，以控制深槽發展。固

床工頂部高程分別為 EL.253m、EL.248m 及 EL.245m(詳圖 2-27 及圖

2-28)。「基樁串疊異型塊固床工」具透水性，在低流量時允許水流通

過，可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且異型塊可增加河床粗糙度減緩流

速，施工及維修均較為簡便等優點，建議採用。 

 
資料來源：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

源局，民國 101 年。 

圖 2-27 下游河道短期改善方案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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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101 年。 

圖 2-28 下游河道工程配置縱斷面圖 

五、 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石岡壩之土木設施歷年來均有定期之檢查與維護，設施之損毀也

編列費用修復，但對於損毀可能發生的原因，並沒有進一步的力學分

析與計算。因此，對石岡壩之壩體、靜水池及副壩下游河道進行三維

數值模擬分析，希望進一步了解水工結構物之複雜流場及作用力，並

研提可行改善方案，期有助於後續改善工程之規劃與設計。該計畫研

擬四個改善方案進行探討，其中方案一係於石岡壩副壩下游設置 1 號

消能池，銜接河道刷深處最上游與副壩下游，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

補足消能池的消能不足，降低高能量水流繼續淘刷下游深槽，並可作

為河道向源侵蝕之最後防線，防止副壩以上構造物淘刷受損，工程佈

置如圖 2-29 所示。方案二係承方案一再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2

號消能池，目前該處河道於石岡壩斷面 9 至 10 間深槽受匯流水流影

響刷深嚴重，因此可藉消能池減緩高速且紊亂之流況，調整水流方

向，降低對河道左岸沖刷，工程佈置如圖 2-30 所示。改善方案一和

及二的 1 及 2 號消能池的設計圖如圖 2-31 和圖 2-32。方案三係承方

案一於 1 號消能池下游設置 1 號固床工，並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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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 號固床工，目前該處河道於石岡壩斷面 6 至 2 和斷面 9 至 10 間

深槽受水流影響刷深嚴重，可藉由固床工增厚深槽區之護甲層以控制

深槽區發展，可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工程佈置如圖 2-33 所示。

方案四係承方案三另於石岡壩斷面 9 至 10 間設置 2 號固床工，目前

該處河道深槽受水流影響刷深嚴重，可藉由固床工增厚深槽區之護甲

層以控制深槽區發展，可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工程佈置如圖

2-34 所示[21]。 

依據模擬成果可知石岡壩下游沖刷集中於斷面 2 與斷面 S00-3 之

間，與河道轉彎處(斷面 11 置斷面 12 之間)，此計畫建議於石岡壩下

游分階段設置消能池及固床工，以改善沖刷問題，降低河床向源侵蝕

對石岡壩的危脅。惟考量設施對水理條件改善效果之差異，建議分階

段辦理相關工程，其中第一階段優先針對副壩下游消能不足問題，設

置 1 號消能池及其配合之 1 號固床工；其後第二階段再視河道沖淤變

化情形，適時檢討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 號固床工。 

 
圖 2-29 改善方案一工程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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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改善方案二工程佈置圖 

 
圖 2-31 改善方案 1 號消能池工程設計斷面圖 

 
圖 2-32 改善方案 2 號消能池工程設計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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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改善方案四工程佈置圖 

 

圖 2-34 改善方案三之工程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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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具有三大目的：一為建立本河段沖刷基準面，

二為保護埤豐護岸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安全，三為減緩石岡壩下

游沖刷潛能[24]。 

固床工施設位置位於埤豐橋下游河段約斷面編號 34~35 位置之

間(埤豐橋下游約 170 公尺)，採用大甲溪 100 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之

洪峰流量 8,800cms 為設計洪水，並以混凝土塊及異形塊護坦組成，

混凝土塊頂標高 EL.237m ， 每階落差 50 公分並順接護坦至現有河

床 EL235.0m，最下游一階並打設微型樁，混凝土塊間隔 50 公分，在

低流量時具透水性，可減少下游沖刷並兼顧河道生態。工程內容如表

2-8，平面布置、橫剖面及標準斷面詳圖 2-35~圖 2-36。 

表2-8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內容 

項目 說明 

固床工頂部
高程 

1.中央深槽區：237.0m，長度約120m 

2.兩側高灘地：237.0m逐階升高至現有高灘地（約EL.241.0m），每階高差
0.5m，長度配合現地調整。 

3.固床工總長度（垂直水流方向）：41.5m 

固床工型式 1.2m×2m×3m混凝土塊(247塊)，下方打25mmφ灌漿錨筋L=3.8m，兩混凝土塊
間隔50cm，於底部澆置(30~50cm以上)140kgf/cm2混凝土，上方再填河床料
(塊卵石)。 

2.從上游至下游擺設4階混凝土塊，前兩階高程EL.237.0m，第三階開始逐階下 

降，每階落差0.5m。 

3.每兩排混凝土塊除間隔0.5m外，均採交錯排列 

4.混凝土塊與岩盤交界處澆置30~50cm以上140kgf/cm2混凝土。基礎埋設 

25mmφ灌漿錨筋，L=3.8m。 

護坦設計 1.採異型塊20T異型塊(338塊)。 

2.異型塊與岩盤交界處澆置30~50cm以上140kgf/cm2混凝土。 

3.最下游異型塊終點處，沿異型塊設置左右方向3×2m混凝土條，順接現有河
床（最下游一階頂部高程236.0m，底部基礎埋設25mmφ灌漿錨筋，L=3.8m）。 

左岸擋土牆
設計 

1.擋土牆頂高程EL.242.0m，高5.5m，長27.1m，銜接上游計設異形塊。 

2.擋土牆前設置3塊20T異型塊。 

截水牆設計 1.截水牆頂高程EL.241.0m，高3m，寬3.28m，長70m。 

2.上、下游方向開挖處，沿開挖面澆置140kgf/cm2混凝土，需置入新鮮岩盤面
以下至少1.0m。 

3.開挖處上方回填河床料(塊卵石)。 

資料來源：「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細部設計報告，

103 年 10 月，第三河川局。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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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細部設計報告，

103 年 10 月，第三河川局 

圖 2-35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平面佈置及標準縱斷面圖 

 
資料來源：「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細部設計報

告，103 年 10 月，第三河川局 

圖 2-36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橫斷面佈置圖 



51 

七、 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 

因石岡壩下游河床岩盤出露處河道明顯有持續刷深趨勢，且流路

不穩定，危及堤防基礎，恐影響河防安全，另埤豐橋因橋墩鄰近局部

沖刷，恐將危及橋梁安全，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於埤豐橋下游 170

公尺處已完成固床工施設，初步達成穩定河道功效，降低水流偏岸持

續局部刷深風險。而第三河川局持續辦理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

災減災工程，預計於埤豐橋上游設置安定河床之固床工，以因應地層

抬昇水流之沖刷能量，進而保護埤豐護岸沖刷及減緩石岡壩下游沖刷

潛能。 

依第三河川局所完成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細

部設計成果，固床工位置於埤豐橋上游河段約 200m 處，整體工程佈

置詳圖 2-37~圖 2-40，說明如下：  

1. 固床工 

(1) 固床工頂部標高為EL.240.0m，寬度約為120m。  

(2) 固床工型式採混凝土階梯式固床工，從上游至下游共分10階，

每階長度3m，每階落差0.5m。 

(3) 固床工兩側以開挖回填混凝土方式形成之側牆與現地岩盤連

接，基礎埋設25mmφ灌漿錨筋，L=3.8m。 

(4) 固床工左岸設置一座瀑布式魚道，長度47.5m。 

2.河道整理  

(1) 上游河道整理需考量未來No.2消能工施做所需高程，自固床工

EL.240m起，採以約1/40向上游修坡至現地高程EL.250.75m。 

(2) 下游側開挖至高程EL.240m，並於埤豐橋處於P5、P6橋墩處逐

漸修坡至現況高程。  

(3) 河道整理開挖岩方均平攤於既有河道深槽內，及埤豐橋下游河

道與高灘中，若有剩餘岩方，則補充於鄰近大甲溪河道內，河

道整理之挖岩方一律不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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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平面佈置圖 

 

圖 2-38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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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魚道平縱斷面圖 

 

圖 2-40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河道整理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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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試驗研究[26]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05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

理布置水工模型試驗研究（1/2）」，其內容係以SRH2D二維泥

砂及河川水力學模式，模擬石岡壩上游約 250 公尺至埤豐橋下

游約 250 公尺之河道現況(含埤豐橋下游已布設之固床工)，並

探討現況的水位、流速以及流場分布。其模擬數值之相關資

料，包含：(1)原始地形採用 104 年石岡壩庫區淤積測量成果；

(2)粗糙係數採用 0.04、石岡壩溢洪道及副壩採用 0.02；(3)入流

量以 2200 與 6200 以及 8800 cms等 3 種、(4)下游邊界則以所有

流場變數，於下游邊界處法向梯度為零之開放邊界。主要成果

為：(1)由模型之流速及流場量測發現，高流度區主要分布於石

岡壩副壩下游及埤豐橋下游段。(2)左岸及右岸兩道主深槽於食

水嵙溪匯流口下游匯流，其流路對該處之階梯護岸形成斜向流

之衝擊。(3)由數值模擬結果，較大剪切力發生主要在副壩下游

及靠近埤豐橋上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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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岡壩水理特性問題分析 

三維數值模擬可模擬水深高度的流速變化，並能呈現出水面下的

二次流現象，而二次流現象導致設施下層沖刷，如副壩下游被沖刷淘

空。石岡壩內的流場三維數值分析為多相流的範疇，參與計算的流體

有水和空氣二相，多相流理論裡有三個基本假設，簡述如下： 

1. 所有不同相的流體性質，必須具有不可壓縮或微可壓的性質。 

2. 不考慮不同相間的輻射熱轉換。 

3. 所有不同相的流體的紊流模擬，採用相同的紊流模式。 

3.1 物理及數值條件 

在本計畫中，水庫自由液面屬於水與空氣之二相流體，因此可適

用第 1、2 項的假設，此外，其流體差異主要在密度與黏滯性不同，但

其流體運動特性相同，因此可以採用相同的紊流模式，滿足第3項的假

設。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的物理數值條件如下:(可參考圖 3-1) 

1. 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1.273 kg/m3）和水（密

度為997 kg/m3）的交界面即河道自由液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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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上方及模擬區域周圍邊界條件設為opening， P=1大氣壓。  

5. 河道下游邊界條件設為opening， P=1大氣壓。  

6. 討論水理特性，宜採用穩態模擬。  

7. 入口邊界條件假設為閘門延長100公尺，使其流場發展為完全擴

展層流，入口流量隨每個案例狀況不同，由其章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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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三維數值模擬邊界條件示意圖 

3.2 上游邊界條件 

壩體及護坦等結構配置則可以利用工程設計圖的尺寸來建立進行

整合，則可以獲得完整之三維模擬計算幾何模型。計算邊界條件設定

因應服務建議書中要求，本計畫將以水位與流量律定曲線為參考設定

庫區水位高度作為流量控制。因 921 地震過後下游河道平均坡降已達

1/33，整體流況應屬超臨界流；因此，本計畫下游出口邊界將採用超臨

界出口邊界條件設定。 

上游邊界條件設定參考既有之水庫水位與流量率定曲線，利用固

定水頭的方式來獲得相當的水庫出流量。出口模式將採用 open 的邊界

形式，由模式自行反映其流場變化情形。根據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

報告[17]第五章所列之溢洪道各閘門之水位-開度-流量表，如表 3-1 第

1 號閘門之水位 -開度 -流量表所示。自由流時採用堰流公式 

Q=CLH1.5 ，閘門寬分別為 11.4 公尺(第 1 號)、12.8 公尺(2-13 號)及

11.75 公尺(第 15 號)，反推各閘門的堰流係數 C=1.5368 (第 1 號)、

1.5382(2-14 號)及 1.5372(第 15 號)。排砂道堰流係數 C=1.5314。 計算

出來後，入口條件為表 3-2 庫區頭箱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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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第 1 號閘門之水位-開度-流量表 

開度(m)

水位(m)

271.0 1.5

272.0 22.8 29.4

273.0 31.2 55.7 74.7

274.0 37.7 67.3 101.0 132.1

274.5 40.6 72.5 108.7 144.9 164.7

275.0 43.3 77.2 115.9 154.5 199.6

275.5 45.8 81.8 122.6 163.5 236.6

276.0 48.2 86.0 129.0 172.1 258.1 275.7

276.5 50.5 90.1 135.1 180.2 270.3 315.3 316.7

277.0 52.6 94.0 141.0 188.0 282.0 329.0 359.6

278.0 56.7 101.3 152.0 202.7 304.0 354.7 405.4 439.1 450.6

279.0 60.6 108.2 162.3 216.4 324.6 378.6 432.7 468.8 548.2

280.0 64.2 114.6 171.9 229.2 343.9 401.2 458.5 496.7 596.0 599.1 652.0

7 8 自由流

單位：cms

0.5 1 1.5 2 3 3.5 4 5 6

第1號堰頂標高 270.84m

 
 

表 3-2 數值模擬計算入口水位高 

總流量(cms) 
溢洪道全開，排砂道全開

水庫水位(m) 

500 271.274 

1500 272.576 

2500 273.540 

3500 274.372 

4500 275.123 

5500 275.819 

6500 276.472 

7500 277.092 

8500 27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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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式理論與數值方法 

4.1 三維數值模式之發展與應用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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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處理複雜的三維流場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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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針對軟體功能的延展性，一般泛用型商

業版軟體也提供了相當多且具彈性的使用者副程式（ Users 

Subroutines），可供使用者動態改變所需的物理參數與邊界條件設

定，以符合實際的物理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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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水理之三維流場與壓力場。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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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所示。基本上，各家軟體可適用的範圍都相當廣泛，因此

軟體的選擇將取決於建模的難易度以及使用者的熟悉程度，在水利

計算中常用的軟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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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出的二階線性斜上游差分法及物理移位校正法，該方

法為 Raithby 的斜上游差分法的改進，採用此方法的好處是有明確的

物理意義，積分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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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差，如此不僅可增快收斂速度，準確

度也可提高。ANSYS Fluent 是美國Fluent 公司所發展的三維計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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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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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軟體的優缺點比較表

如表 4-2 所示。 

本計畫採用 CFX 軟體，其具有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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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當適合用在多相流體水理分析中有自由液面（氣液兩

相）及其它水理相關議題的數值模擬。CFX 也應用於國內的水庫模擬

領域，如德基水庫淤積模擬、翡翠水庫泥沙運移特性解析、曾文水

庫集區漂流木潛勢分析、石門水庫的各項水工設施及後池的場分析

等。 

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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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開發的計算流體力學軟體，其強大的圖形界

面功能可節省傳統 CFD 計算條件設定的時間，搭配新的外型與網格建

立模組 ICEM CFD，可快速建立複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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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液面等特徵的流場。 

ANSYS Fluent 

FLUENT 是美國 Fluent 公司所發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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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最新的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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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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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問題的擬真與計算結果

有極高的準確度。其特別的 FAVOR 技巧更是針對自由液面（Free 

surface）如常見的金屬壓鑄(Metal Casting)與大地水利學等複雜問題提

供了高精度、高效率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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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商業版泛用型三維計算流體力學軟體簡介 

軟體 CFX Flow3D Fluent 

軟體介紹 CFX 是由英國 AEA 公司所開發的計
算流體力學軟體，其強大的圖形界面
功能可節省傳統CFD計算條件設定的

時間，搭配新的外型與網格建立模組
ICEM CFD4. CFX，可快速建立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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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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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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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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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便利性 簡單 簡單 稍難 

優點 1. ANSYS CFX 的計算核心是耦合代
數多格點求解器，它提供了求解穩
定且收斂快速的優點。 

2. CFX 提供了交換資料的介面功
能，可處理介面兩邊網格不連續的

問題，可快速處理水庫內複雜結構
的網格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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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不同網格
相交時，交換資料的介面功能，可處
理介面兩邊網格不連續的問題，快速

處理水庫內複雜結構的網格製作。 

3.可與 ANSYS 結構模組耦合完成流
固耦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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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CFX Flow3D Fluent 

缺點 1. 邊界的網格需要品質較好的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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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該模組僅能對結構進行靜
分析。  

1. 邊界的網格需要品質較好的網格。 

2. 模型與網格建置較花時間。 

3. ANSYS FLUENT 的後處理介面不
易操作且顯示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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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流力三維數值模式 

本計畫採用計算流體軟體 ANSYS CF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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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of Fraction, 

VOF)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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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界面，屬於連體對連體狀態

(Continue-Continue Phase)，適用於處理具自由液面的問題；另一類

則是多相流體不具有清楚的交界面，屬於載體對被載體狀態之連續

延散相體(Continue-Disperse Phase)的處理方式，每一相均有各自的連

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然後考慮各相之間的質量交換、動量交換

與能量交換。本案中有關自由液面之處理應隸屬於連體對連體狀態

之處理方式。 

4.2.1 控制方程式 

多相流之主要控制方程式如下表示： 

連續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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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動量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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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式中，  為第α相的體積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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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的阻力交換係數， 



m 為兩相之間的質量交換率， p 為第 α相之

壓力。而體積分率需滿足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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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1

.1


  (4-3) 

式中，壓力則假設每一個相均是同一壓力，即： 

ppp  1     pN2  (4-4) 

當多相流體為均質(Homogeneous)時，其每相的速度相同 

UU          pN1  (4-5) 

其動量方程式可改寫成 

SpBUUUUU
t

T 



)()))((()(   (4-6) 

其中密度與粘滯係數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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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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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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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時的物理量分為長時間平均的物理量與瞬時紊動的物理量之和，

如(4-3)、(4-4)式所示。 

iii uUu   
(4-8) 

pPp   
(4-9) 

其中 為 i 方向之長時間平均的速度，P 為長時間平均的壓力，

為 i 方向之瞬時紊動的速度， 為瞬時紊動的壓力。 

將(4-8)(4-9)式代回(4-1)和(4-6)式，即可得到不可壓縮流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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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諾平均連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如(4-10)(4-11)式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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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雷諾應力(Reynolds Stresses)。 

本研究為探討三維的紊流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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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法解得此紊流場的流場型態。為了要解得此紊流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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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解得紊流場的流場型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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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 紊流模式。

紊流模式中，使用Boussinesq假說(Boussinesq Hypothesis)，則

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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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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

2

1
wvuk   (4-13) 

紊流模式中， 表示如下: 

    





2kC
t   (4-14) 

其中 為常數， 代表紊流動能的消耗率(Dissip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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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的傳輸方程式(Transport Equation)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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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常數。 

的傳輸方程式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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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和 為常數。 

k 和 傳輸方程式中的 P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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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模式中使用到的常數如后。 

3.1,0.1,92.1,44.1,09.0
21

   kCCC  (4-17) 

透過連續方程式、三個動量方程式、k和 傳輸方程式以及(4-14)

式共七個方程式，可以解出七個未知數(U、V、W、P、vt、k、

ε)。因為搭配了 k-ε紊流模式，可使得紊流場變成為一個封閉問

題，且可解得此流場的流場型態。 

k-ε紊流模式適用於紊動較大的流場，但是在靠近通道的邊牆處，

因為有無滑移現象，所以會有一層受黏滯力影響較大的流場區域，

稱為黏滯次層(Viscous Sublayer)，此流場區域內並不適用於 k-ε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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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式，因此需要使用其他方式來處理此區域內的流場。 

本計算模擬在靠近通道的邊牆處使用Ciofalo et al. (1989)所提出

的近牆函數(Wall Function)來處理近邊牆處的流場。其原理為讓計

算模擬中離壁面的第一層網格之離壁距離大於黏滯次層的高度，並

在此層網格內使用近牆函數來處理此區域內的流場，而其他區域則

還是使用 紊流模式來計算其流場型態。近邊牆處的流場可描述

如下: 

  
  yu   

  yy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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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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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離壁距離 ( )，此區域為流場受黏滯力影響

較大的區域，即為黏滯次層，所以必須要讓離壁面第一層網格的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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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近牆函數如(4-21)、(4-22)式。 

   
y

u

u

u
u

y

u
u

y

u
P w












 


 2
,  (4-21) 

y

kCuu

y

uu
2/13










 (4-22) 

代入傳輸方程式中即可計算出近壁面處的流場型態。 

 

4.2.2 流場之計算流程 

三維流場數值模式的模擬分析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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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器與後處理。ANSYS CFX 為例，前處理部份目前係採用 ICEM 

CFD 軟體（使用介面如圖 4-1 所示）作為建立幾何、區塊、格網與邊

界條件面之工具。建立幾何可利用座標方式、向量方式以及點、線、

面及體的方式來建立模擬所需的幾何模型，建構順序為建構點、由點

建構成曲線、由曲線(邊)建構成面以及由面自動長成體，接下來再利

用 Block 及 O-Grid 的方式，依照不同區域格網的疏密進行切割與建

立，其具有建立不均勻網格的功能，可依據幾何形狀及流場的複雜

度，在需要探討模擬的區域中建立較密的網格。建立邊界條件面的部

分，則可設定各個面的屬性，包括出、入流的面、壓力面以及牆面等

部分，作為邊界條件或是控制面的設定區域。當完成幾何模型與格網

後，需輸出適當的檔案格式以供 ANSYS CFX 進行模擬時使用。 

 
圖 4-1 ICEM CFD 數值模式前處理介面 

ANSYS CFX 參數與模式設定部份（其介面如圖 4-2 所示），包含

邊界條件的給定(譬如上、下游邊界條件的給定)、物理參數的給定(譬

如假設空氣為 1 大氣壓)、計算模式與算則的選定(譬如使用紊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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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解析數值算則)以及模擬結束的收斂條件(譬如假設收斂數值為

0.0001 或是疊代次數 50000 次)等等。此外，在模式計算過程中，

ANSYS CFX 可以即時輸出整個計算過程的殘值收斂情況（如圖 4-3 所

示），使用者若發現其殘值收斂情況不佳時，可立即停止計算以選擇

更適當的數值算則或參數條件，並配合 hot start 的演算功能，讓使用

者不需要等待長久的時間或是模擬演算整個結束以後才知道模擬的結

果，因此可有效節省整個案例模擬過程的時間。 

ANSYS CFD Post 後處理部份則提供多種流場可視化分析（包括向

量圖、等值圖、流線圖等等），可依據使用者的需要，製作流場、流

速或是其他可視化資料的圖片檔或是影片檔。而且透過箭頭或顏色色

階以及影片方式的呈現，讓使用者對於模擬結果不管是點的資料呈

現，或是線及面的資料呈現，均能淺顯易懂的進行分析研判。

ANSYS CFD Post 後處理的使用介面如圖 4-4 所示。 

 
圖4-2 ANSYS CFX前處理參數與模式設定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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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ANSYS CFX即時輸出殘值收斂情況的畫面 

 

 

 
圖 4-4 ANSYS CFD Post 後處理的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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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佳化理論分析 

傳統電腦輔助設計(CAD)應用在水工建物之建置上，主要是檢驗

規劃之消能設施能否降低能量水頭以至於減緩河道沖刷。然而，規劃

消能設施之幾何尺寸是否能將消能池中之水頭能量降至最低？或者

在有限成本下，可使水頭能量降至最低之消能設施幾何尺寸為何？這

是一個很典型之最佳化問題。傳統上估算最佳化設計幾何尺寸方法為

田口式法。田口式方法主要作法為對於設計空間先建立樣本點，再依

據這些樣本數據對設計空間作推斷(例如使用函數擬合)，所以越多變

異參數，樣本數會越多。建立擬合函數後，即可對可變參數進行變分，

以求得該函數之極值，也就是最佳解。 

以石岡壩壩體為例，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的可能需要調整之設計

參數約為 5~10 個，如消能池長度、深度、寬度、尾檻高度及工程預

算等設計參數。若以 10 個參數，二次函數擬合為例，總共至少須要

59,049 (3^10)個計算樣本。如果以每次計算約一小時內，計算時間甚

為龐大，在本計畫時程內將不可能產生有意義之改善設計。並且田口

式方法之結果僅能推測設計變數對設計之影響，並無法得到工程真正

之最優化解。 

本計畫針對石岡壩壩體至埤豐橋之河道區域，利用三維水理模式

模擬分析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的流速場、能量水頭、流體對結構

物之作用力，並探討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能否減緩河道沖刷，並進一

步引入最佳化分析方法，提出消能設施最佳化設計與改善方案，提供

後續改善工程之規劃與設計。而計畫中消能池最佳化設計將採用最佳

化設計軟體 SmartDo 進行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及下游新增消能池之

幾何最佳設計，以進出消能池之能量變化，當作最佳化設計的標準，

利用最佳化分析演算法沿梯度方向收斂之特性減少計算樣本數，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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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最佳化。最佳化分析之理論、SmartDo 之應用案例與操作程序

以下將一一說明。 

4.3.1 SmartDo 分析理論 

SmartDo 使用之方法為 Recursive Conjugate Feasible Direction 

Method (RCFDM)[13]。RCFDM 為一種微分梯度法，源自於非線性

規劃(Nonlinear Programming, NLP)，其一般數學模式如下 

find          N D Vxxx ......, 21x           Design Variables 

to minimize    xf                           Objective Function 

subjected to    NINEQCi 1,......,01
g

)(g
)(G

0

i

i
i 

x
x  

(Inequality) Constraints 

NDVkxxx U

kk

L

k ,.......,1  Lower/Upper Bounds 

一般而言，傳統之梯度法 NLP 皆為局部最佳化 (Local 

Optimization)。且搜尋過程會因數值雜訊(Numerical Noise)[14]。為

了克服這些困難，SmartDo 的 RCFDM 使用修正之數學模式如下 

find          NDVxxx ......, 21x         Design Variables 

to minimize    )f(xw                   Objective Function 

subjected to    NINEQCii 1,......, 0,1
g

)(g
)(G

0

i

i*

i  
x

x     

(Inequality) Constraints 

NDVkxxx U

kk

L

k ,.......,1  Lower/Upper B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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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及 i  為一特別開發之數學公式，會隨著目標函

數，束制函數之演化歷史而自行調整。RCFDM 之特色為可跳脫出

局部最小值，且可克服部份數值雜訊問題，儘可能進行總域最佳

值(global optimum) 之搜尋。SmartDo 目前已在許多領域有應用實

例，被證明是可靠穩定之演算法與軟體[3]。 

4.3.2 SmartDo 最佳化程序 

本計畫使用 ANSYS分析軟體配合 SmartDo 軟體進行消能池之

最佳化分析計算，分析流程如下： 

1. 在 ANSYS Workbench/CFD 中建立參數模型，建立網格並完成

分析設定。 

2. 將 CFD 計算所得的目標值(objective value)以及束制函數值

(constraint value)連結到 Workbench 的參數表(Parameters Set)。 

3. 在 SmartDo 中設定最佳化問題求解器與模型大小，如圖 4-5 所

示。 

4. 在 SmartDo 中指定 ANSYS Workbench 的執行檔和模型檔。 

5. 在SmartDo中匯入ANSYS Workbench模型檔以及其相對應的參

數表(Parameters Set)，並將ANSYS Workbench與 SmartDo下列

參數做指定聯結及設定，如圖 4-6 所示。 

 設計變數 Design Variables  

 目標函數 Objective Function 

 束制函數 Constraints 

6. 儲存/寫出 SmartDo 模型。 

7. 執行最佳化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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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SmartDo 設定的使用介面 

 

圖 4-6 SmartDo 參數指定聯結及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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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SmartDo 最佳化應用案例 

在水利工程的領域中使用最佳化分析的案例不多，如在 2010 年

楊[5]的海洋垃圾攔截研究研究中，使用海洋垃圾攔截索類型之裝置，

在進行實海域測試前以動力模式模擬在風浪條件作用下攔截索的動

力行為，本文採用 ANSYS AQWA 模組進行水動力計算，再以

SmartDO 軟體進行系統最佳化調配。 

但在其他工業領域應用卻非常多，例如核電廠的重型吊鉤，負責

運輸工作，由於發電廠內的操作空間有限，某些起重機不可能在內部

運行，所以吊鉤的總重量應盡可能要輕，以降低成本且操作的安全

性。但在在減輕重量的同時，吊鉤必須與原始設計一樣堅固。因此吊

鉤的設計就可透過最佳化設計，才能實現目標。再例如，在化學製品

的製程中，噴射式攪拌機是基本的設備，其效率直接影響製程的質量

及成本。利用 SmartDo 的最佳化模擬改變噴嘴及部分尺寸，成功的增

加抽吸比率的 50％，如圖 4-7 所示，詳細案例可參閱文獻[39]。 

 
 

圖 4-7 最佳化模擬改變噴嘴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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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葉片的最佳化案例也非常多，渦輪葉片外型最佳化設計仍然是

個非常困難的問題，特別是在同時考慮氣體動力與結構力學行為時。過

去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單方面由氣體動力行為探討最佳翼型設計，然而在

實際應用時可以發現，當葉片效率越高時，往往其結構強度與可靠度則

越低，因此建構一個能同時整合參數化 CAD、計算流體力學與結構分

析的系統有其必要，且通常要耗費相當的資源。SmartDo 整合 ANSYS 

進行渦輪葉片流固耦合最佳化設計，成功使用 DesignModeler 建立參數

化模型、使用 CFX 與 Mechanical 建立流體力學與結構分析；再藉由 

SmartDO 與 ANSYS Workbench 之間的整合，將原本設計的葉片提昇 

14 % 的流量，並同時減少葉片在流體與機械運轉作用下的最大應力值。

如圖 4-8為等效應力分布圖 (左圖現有產品；右圖為最佳化結果)，其逕向

變形也從原本的 3.5 mm 減少至 3.0 mm。 

 

 

圖 4-8 葉片最佳化等效應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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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網格系統建立 

本計畫之三維數值模擬的範圍著重於壩體、消能池、護坦、副壩

與下游河道等，所以三維計算格網建置所需的幾何資料有包含斷面位

置量測資料、地形圖資料以及壩體結構配置資料等。河道三維計算幾

何模型，主要是依據各斷面底床高程資料逐步建立底床幾何，並利用

地形圖資料來建置計算模擬區域範圍；另一方面，壩體及護坦等結構

配置則可以利用工程設計圖的尺寸來建立進行整合，則可以獲得完整

之三維模擬計算網格，以進行後續的水理與力學分析。圖 5-1 為本計畫

模擬範圍區域圖。 

 

圖 5-1 計畫模擬範圍區域圖 

5.1 石岡壩體幾何外型建立 

根據水利署於民國 95 年完成的「石岡壩安全資料-主要設施平面

佈置及相關設計圖篇」中，可得石岡壩大壩工程的工程設計圖，依照

工程設計圖，利用 ICEMCFD 建立模擬所需之三維數值模型。圖 5-2

為石岡壩溢洪道原設計工程圖，圖 5-3 為石岡壩壩體三維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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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石岡壩溢洪道原設計工程圖 

 

圖 5-3 石岡壩壩體三維模型圖 

5.2 下游河道幾何外型建置 

石岡壩下游的地形圖資採用最新的量測資料，即中水局「105 年度

石岡壩設施監測及安全檢查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的地形量

測資料，製作各斷面底床高程資料逐步建立底床幾何，並利用地形圖資

料來建置計算模擬區域範圍。由於石岡壩從副壩下游開始之地形觀測

資料，多以 CAD 檔形式存放，此資料格式必須透過適當的資料格式處

理，才能直接匯入三維 CFX 流力模式產生三維計算網格。地形資料處

理流程圖如圖 5-4 所示。 

SMS（Surface-water Modeling System）軟體為多種河川模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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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介面（GUI），例如水利署與美國墾務局合作發展的 SRH-2D 河川輸

砂模式，也是使用 SMS 的前處理使用者介面來建立計算網格。由於

SMS 軟體支援 CAD 檔案，因此本計畫採用 SMS 軟體作為地形圖資轉

換的工具。在 SMS 軟體將地形圖 CAD 匯入後，如圖 5-5 所示。 

開啟SMS軟體
進行計算網格處理

讀入地形圖資料
*.DWG

SMS CAD模組：

只開啟等高線

圖層其餘圖層則關閉

SMS Scatter模組：

將等高線之

線值資料轉成點值資料

SMS Map模組：

劃定計算網格

建置範圍及網格形式

SMS Mesh模組：

產生計算網格

並將點值高程資料

內插至計算網格上

關閉SMS軟體
將內建網格資料格式
轉換成STL格式  

圖 5-4 地形資料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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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SMS 軟體匯入石岡壩下游地形圖 

由於原始地形圖 CAD 檔的圖資，以圖層的方式套疊副壩、道路、

橋樑等圖資，所以在這些圖層中只有 CONT-MNR 及 CONT-MJR 是地

形等高線的圖資，因此關閉其他圖層後如圖 5-6 所示。 

 
圖 5-6 SMS CAD 模組只開啟等高線圖層 

由於等高線圖資屬於線值資料，也就是在同一條等高線上，帶有 1

個高程的數值，因此需要將此線值資料轉換成點值資料，也就是將原

本的等高線分割成點狀，這樣才能執行後續的高程內插功能。SMS 

Scatter 模組可將地形圖等高線的線值資料轉成點值資料，如圖 5-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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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 5-7 SMS Scatter 模組將線值資料轉成點值資料圖 

本計畫地形資料模擬範圍從石岡壩副壩下游一直到埤豐橋為止。

因此，要將模擬範圍的計算網格建立起來，可利用 SMS Map 模組沿著

模擬範圍的邊界，建立 4 條封閉的曲線如圖 5-8 所示。再開啟計算網格

編輯視窗，輸入邊界的點數，即可預覽計算網格的配置情形，如圖 5-9

所示。 

 
圖 5-8 SMS Map 模組沿著模擬範圍建立 4 條封閉的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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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SMS Map 模組在計算網格編輯視窗預覽配置成果圖 

接著，利用 SMS Mesh 模組依據 Map 模組的設定及 Scatter 的點狀

高程值，經過地形高程內插程序，點狀高程資料，內插至計算網格的

高程值，展示 3D 的計算網格如圖 5-10 所示。最後，SMS 的計算網格

資料格式可透過轉換程式，轉成 3D流力建模常用的 STL格式。STL檔

案包括一序列的面資料，每一個面以一個單位法向量(Normal vector)及

三個頂點(vertices)座標來表示，所以可用 12 個數字來代表一個面。 

 
圖 5-10 計算網格呈現 3D 高程資料圖 

壩體結構配置利用大地座標進行定位，並按照每座閘門的堰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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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進行修正，再將壩體結構結合地形組成三維模擬範圍幾何外型。如

圖 5-11 所示。圖 5-12 為模擬的完整幾何外型圖 

 

圖 5-11 石岡壩大壩與河道幾何外型修正流程 

 

圖 5-12 石岡壩大壩與河道幾何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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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道整理布置方案之幾何外型建置 

依據民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本案召開之期中報告第二項決議，加入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下游固床工最後定案的地形進行流場模擬分

析。第三河川局於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召開之「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基本設計原則審查會議，原則同意於石岡水資源回

收中心階梯護岸段下游，設置一固床工，並進行河道整理，開挖右岸

之高灘岩盤使水流流路由偏向左岸，轉引至河道中央。本計畫參考民國

97 年至 100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成果及第

三河川局之河道布置整理方案之設計，進行模擬所需幾何外型的建置。

河道整理設計圖如圖 2-37~40 所示。圖 5-13 為河道整理布置方案之三維

模擬幾何外型圖。 

 

圖 5-13 河道整理布置方案之三維模擬幾何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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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計算網格建置 

石岡壩三維數值模擬計算網格，使用 ICEMCFD建置六面體、五面

體與四面體非結構性網格，單一網格尺寸 0.2 到 5 公尺左右。壩體有細

小特徵部分，用較小的網格(0.2 公分至 2 公尺) 。建置河道底部會有邊

界層效應，所以底部使用五面體角柱網格(1 公尺至 3 公尺)增加網格計

算精度。河道上方大部分為空氣，計算上不需要太細的網格，故佈六

面體較粗的網格(5 公尺*5 公尺)，以節省計算時間，可參考表 5-1 及圖

5-14 所示，此網格規劃為參考”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計

畫的數據[35]，本計畫大致原則不改變，些微部分會隨著現況地形和模

擬案例而改變。圖 5-15 為表面網格圖及體網格分布圖。在入口邊界的

地方，配合邊界條件的設定，在入口處建構五面角柱網格，尺寸為1公

尺，總長100公尺。副壩上游和下游消能池的最佳化設計模擬比照D區

的網格尺寸進行模擬網格的建置。本計畫在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尾檻

的最佳化設計及副壩下游消能池的最佳化設計案例中，只有採用斷面 3

之前的區域，以減省計算時間，如圖 5-16 所示。本案所有案例皆遵守

以上描述的網格建立原則，例如圖 5-17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案例網格布

置圖所示。 

表 5-1 石岡壩分析整體網格尺寸表 

Location Mesh size(m) 

Surface mesh 

A 1 

B 5 

C 0.8 

D 0.2-2 

Volume mesh 

Max. size 5 

Min. size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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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計算網格尺寸示意圖 

 

圖 5-15 表面網格圖及體網格分布圖 

 

圖 5-16 尾檻增高最佳化案例網格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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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案例網格布置圖 

三維數值模式每一個案例都要利用網格獨立性去檢定計算結果，計

算網格的大小與數目會影響三維數值分析的正確性，為了兼顧計算時間

與結果的正確性，我們必須進行網格的獨立性測試。分別建構不同數目

的四面體三維非結構性網格進行網格測試，舉例入口流量為 100cms，

三維數值模擬條件如下節（5.5 節）所示，圖示與量測位置如圖 5-16 所

示。結果如表 5-2 所示。網格數於 600 萬時，河床底部位置網格數目不

夠解析水流情形，導致流量不守恆。網格數於 1200 萬與 2400 萬時，流

量差異不大，所以我們選擇大約 1200 萬為我們的計算網格數目。 

 

圖 5-18 網格測試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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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網格獨立性測試計算結果表 

網格數目 600 萬 1200 萬 2400 萬 

A 位置流量 89.0 cms 98.9 cms 99.1 cms 

B 位置流量 91.2cms 98.7 cms 99.3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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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維數值模擬之檢定與驗證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受到地層抬升影響造成河道下刷能量

增強，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岩盤露出，河道有持續刷深之趨勢，堤防護

岸亦受到水流沖擊造成部份河段損壞，以及大甲溪下游段橋梁因受淘

刷恐將危及橋梁安全，可能導致橋梁部份損毀無法通行。為減少下游

橋梁、取水構造物及堤防等因持續刷深而受破壞，造成下游公共建設

及居民財產損失，亟需探討大甲溪由辮狀流河川轉為深槽河川，在建

槽流量及高洪水流量下施設固床工後，如何調整河床縱向坡度變化及

減緩沖刷等課題之模型試驗研究，研提穩定固床工之相關措施，減緩

河床持續下降之趨勢。近年來許多不同單位於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

因使用目的不同而設置不同方式之固床工，水工模型試驗以水規所於民

國 97 年至 100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成果

為設計基準，進行相關之固床工穩定水工模型試驗。 

本計畫根據工程計畫圖說尺寸，建置三維數值模型並分析不同網

格模型對計算所得的結果的影響，並找出適當網格對求解之準確度、

合理性及可靠度與效率，以確認數值模擬結果能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

相吻合。經由前述網格、邊界及初始條件評析後，與水利規劃試驗所

105 年「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試驗研究（1/2）」之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進行數值模擬各項參數校核、驗證，以確保往案

例的計算模擬分析有其合理性與可靠性。 

6.1 水工模型試驗 

本水工模型試驗範圍自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至中山高大甲溪

橋間之重要且水理複雜河段作為水工模型試驗建置範圍。主要結構

物有石岡壩、埤豐橋及下游固床工等。 

考量試驗目的、模型試驗範圍、試驗場地限制、供(量、迴)水設

施、上下游水頭落差、儀器量測最小水深、模型用砂及模型場地大

小與模型流量等因素，本計畫選擇採用比例尺(Lr)為 之等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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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特性為明渠流，故以福祿律相似為主要控制參數。模型與原體

各項比例尺關係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原體與模型間各物理量之比例關係 

模型比例 長 度 流 速 時 間 流 量 糙 率 河床質粒徑 

關係式 Lr Lr1/2 Lr1/2 Lr5/2 Lr1/6 Lr 

比  例 
80

1
 

944.8

1
 

944.8

1
 

57243

1
 

08.2

1
 

80

1
 

大甲溪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計畫流量如表 6-2 所示，本計畫採用石

岡壩控制點重現期距分別為 2年、20年及 100年之流量，做為模型之試

驗流量。 

表 6-2 大甲溪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計畫流量採用值表 

 

 

 

重現 

期距 

(年) 

控制點                     單位：立方公尺/秒 

河口 石岡壩 天冷 
橫流溪 
匯流前 

東卯溪 
匯流前 

裡冷溪 
匯流前 

十文溪 
匯流前 

1244.1 km
2

 1095.4 km
2

 955.5 km
2

 907.4 km
2

 877.6 km
2

 848.4 km
2

 784.8 km
2

 

200 11,500 9,800 8,840 8,490 8,210 7,940 7,560 

100 10,300 8,800 8,000 7,630 7,380 7,130 6,790 

50 8,900 7,600 6,900 6,590 6,370 6,160 5,870 

25 7,570 6,430 5,820 5,570 5,380 5,210 4960 

20 7,300 6,200 5,600 5,370 5,190 5,020 4,780 

10 5,900 5,000 4,500 4,330 4,180 4040 3,850 

5 4,500 3,800 3,400 3,290 3,180 3,080 2,930 

2 2,600 2,200 1,980 1,910 1,840 1,78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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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三維模擬結果 

三維數值模擬參考水規所採用石岡壩控制點重現期距 20年之流量

(6200cms)，做為模型試驗與模擬比對之入口流量。三維數值模擬模式

經由前述網格、邊界及初始條件評析後， 計算結果如圖 6-1 及 6-3。

圖 6-1 為水面上的速度分布，速度最高發生在主流場深槽處，約在斷

面 1 的位置，高達 9.27 公尺/秒，在河道彎道處斷面 6-9 處，也出現較

高的流速，約 7.5 公尺/秒。圖 6-2 為水工模型試驗流速分布圖。 

 

圖 6-1 三維數值模擬流場速度分布圖（Q=6200cms） 

 

圖 6-2 水工模型試驗流速分布圖(Q=6200cms，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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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床剪應力分布不易以儀器量測，經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進行檢

定驗證後，以數值模式來檢視各流量下之剪切力分布。可發現較大剪

切力發生位置，主要位於石岡壩副壩下游及河道轉彎處。如圖 6-3 三

維數值模擬底床剪應力分布圖所示。 

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結果，如圖 6-4 和 6-5 水位高的比對所示，紅

色的線段為水工模型試驗的結果，綠色線段為三維模擬結果，在河道

上游斷面 6 的地方，流場還屬複雜的變化，數值模式計算出來的水位

高與水工模型試驗有一點差距，上游地形變化大，流況較複雜，物模

量測也較困難，導致數模和物模量測出來的數據有點差距。但是在下

游，地形變化較小，流況較平和的，斷面 17 的比對就很相似了，水位

高約在 272-276 公尺左右，數模和和物模的水位高在河道右方幾乎重

疊，如圖 6-5 所示。 

 

圖 6-3 三維數值模擬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62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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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斷面 6 之數值模擬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結果（Q=6200cms） 

 

圖 6-5 斷面 17 之數值模擬與水工模型試驗比對結果（Q=62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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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河道整理布置方案模擬分析 

依據民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本案召開之期中報告第二項決議，本計

畫加入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下游固床工最後定案的地形進行流場

模擬分析，並參考河道布置整理方案之設計，進行案例模擬分析。圖 6-6

為現況地形(黑線)與河道整理地形(紅線)中心現剖面高程分析圖，河道

整裡範圍，坡度為 1:40。 

圖 6-6 現況地形(黑線)與河道整理地形(紅線)分析 

圖 6-7 為現況地形與河道整理地形模擬速度比較圖，左邊為流量

2500cms 案例，右邊為流量 9100cms 案例，上方為河道整理地形，下方

為現況地形，從速度分布圖來看，河道整理後，行水面積增加，但因坡

度(1:40)關係，水流速度往下游持續增加，在河道整裡範圍到埤豐橋上

游的固床工(S-006~S-014 斷面)，流速增加，最高在流量 9100cms 時，

達到 10.2 公尺/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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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現況地形與河道整理地形模擬比較分析



95 
 

 

第七章 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
設計模擬 

從水利署中水局於103年進行「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計畫得知大流量的情況下，水流過第一消能池及第二消能池後，除了

流量 1500 cms 外，其餘流量案例都有消能不夠的情形，現況消能池不

足於讓高流量水流產生水躍並消能。消能池為第一道且最主要的消能

設施，若消能池無法有效消能，對於下游河床穩定性勢必形成威脅，

下游河床軟岩的持續侵蝕終將造成結構物本身的破壞。所以改善現有

消能池，將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的尾檻增高，增加消能池裡的水墊高

度，消能功用就會提高。 

7.1 最佳化模擬設計流程 

傳統的分析做法為增加尾檻增高 1、2 及 3 公尺後，再利用三維數

值模擬所計算出來的能量水頭變化做比較，圖 7-1 顯示副壩上游第二消

能池尾檻增高模型圖，紫色的部分為尾檻增高的區域。表 7-1 顯示尾檻

增加 1、2 及 3 公尺後計算出來的能量水頭變化，表中顯示尾檻增加 2

公尺後消能較好。但這種做法需要大量的案例數的計算，本計畫引進最

佳化設計模式 SmartDo 軟體，來分析尾檻高度與能量水頭的最佳關

係，以節省案例數計算的時間與最佳消能情形。 

 

圖 7-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增加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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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與能量水頭變化比較表 

尾檻增高 第二消能池 副壩下游 消能 

1 m 266.45 m 258 m 8.45 m 

2 m 266.20 m 257.1 m 9.1 m 

3 m 266.18 m 257.1 m 9.08 m 

 

SmartDo 軟體可與三維數值模擬軟體 ANSYS CFX 作鏈結，操作流

程圖如圖 7-2 所示。一般標準做法為利用 ANSYS DesignModeler 設計幾

何外型，並與軟體內設定設計變數，鏈結 ANSYS Mesh 做計算網格，再

使用 CFX 進行三維計算，產生結果後再於後處理軟體 CFD-Post 進行目

標函數與束制函數的設定，於本計畫中，目標函數為消能的大小，能量

的計算使用總水頭（total head）的方法，來分析石岡壩及河道的消能情

形，總水頭的計算方式是從伯努力方程式而來，如 7-1 式所示： 

                                  (7-1) 

v 為流動速度，g 為重力加速度，h 為水面高度，P 為流體壓力，ρ

為流體密度。 

設定完目標函數與束制函數後就可以進行最佳化的計算。 

 

圖 7-2 最佳化軟體 SmartDo 一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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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本計畫的壩體與消能池等設施是使用 CAD 軟體繪製，

相接點資料地形，並無法單純使用 DesignModeler 來設定設計變數，所

以，使用 ICEMCFD 網格建構軟體建置幾何外型與設計變數，與最佳化

軟體 SmartDo 鏈結，如圖 7-3 所示。 

 

圖 7-3 尾檻增高最佳化操作流程 

在 ANSYS Workbench 三維數值模擬平台建立好分析案例後，如圖

7-4 所示，就可開啟最佳化軟體 SmartDo 進行最佳化分析。首先，設定

分析的模式與變數的數量，尾檻高度的最佳化設計較簡單，只有一個設

計變數，也就是尾檻的高度，如圖 7-5 所示。一個目標函數，石岡壩壩

頂上的平均能量與斷面 S-001 與水面交界上的平均能量的差值，這個差

值也就是能量的消減值，請參考圖 7-6 所示能量量測示意圖。最佳化設

定的部分最後就給定設計變數的範圍值就可以做計算了。本計畫執行高

流量(9100cms)及低流量(2500cms)兩個流量條件下的現況第二消能池尾

檻增高最佳化設計分析，低流量的設計變數為尾檻高度為 0.1 到 3 公尺

之間，初始值為 1 公尺。如圖 7-7 所示。低流量的設計變數為尾檻高度

為 2 到 4 公尺之間，初始值為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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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ANSYS Workbench 三維數值模擬平台 

 

圖 7-5 最佳化函數設定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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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能量量測示意圖 

 

 

圖 7-7 最佳化函數範圍值設定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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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尾檻高度最佳化結果 

本計畫希望在現有消能池裡做修正改善，將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的

尾檻增高，增加消能池裡的水墊高度，以期消能池增加消能功用。先以

小流量 2500cms 來進行初步測試，以上節描述之程序，用 SmartDo 最佳

化軟體進行尾檻增高的最佳化分析，在流量 2500cms 的條件中，尾檻增

加 2.21 公尺時，目標值（能量差）為最大的 18.22 公尺，分析結果如表

7-2 所示。圖 7-8 到 7-9 分別為尾檻增加 2.21 公尺時，水面能量分布圖

與速度分布圖。尾檻未增加的情況下，能量差為 17.48 公尺，也就是說

尾檻增加 2.21 公尺後，能量消減增加 0.74 公尺。 

表 7-2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計結果表(2500cms) 

疊代次數 設計變數(m) 目標值（m） 

0 1.00 17.38 

1 1.23 17.67 

2 1.68 17.72 

3 1.81 17.82 

4 1.89 18.04 

5 2.02 18.14 

6 2.28 18.25 

7 2.15 18.18 

8 2.21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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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尾檻增加 2.21 公尺水面能量分布圖(2500cms) 

 

 

圖 7-9 尾檻增加 2.21 公尺水面速度分布圖(2500cms) 

 

當流量 9100cms 的條件下，計算結果顯示尾檻增加 3.08 公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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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能量差）為最大的 17.45 公尺，尾檻未增加的情況下，能量差

為 17.15 公尺。也就是說尾檻增加 3.08 公尺後，能量消減增加 0.3 公尺。

分析結果如表 7-3 所示。圖 7-10~11 分別為尾檻增加 3.08 公尺時，水面

能量分布圖與速度分布圖。 

表 7-3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設計變數(m)  目標值（m） 

0.00  2.0 17.41 

1.00  3.0 17.38 

2.00  4.0 16.78 

3.00  3.51 16.89 

4.00  3.32 17.30 

5.00  3.21 17.18 

6.00  3.1 17.38 

7.00  3.05 17.41 

8.00  3.08  17.45 

 

 

圖 7-10 尾檻增加 3.08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91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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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水面速度分布圖(9100cms) 

 

7.3 最佳尾檻高度流場模擬分析 

根據上節計算出來的尾檻增加高度，進行整體河道的三維數值模擬

分析，以瞭解在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增加後，流場的水理現象。參考高

流量(9100cms)的最佳化分析結果(尾檻增加 3.08 公尺)進行水理分析，以

下小節分述流場現象: 

7.3.1 三維流速場分析 

本節透過不同流量之三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可以獲得現況第二消

能池尾檻增高 3.08 公尺後，石岡壩體到埤豐橋河道間更細緻的流場資

訊，包含水流能量於平面空間的分布情形、水深方向的流速變化。本計

畫針對流量 500 cms 到 8500cms，每隔 1000cms 流量進行分析以及最大

設計流量 9100cms，共執行九個流量的分析。按照「石岡壩水理三維數

值不確定性分析」計畫分析結果，當出流量為於 500cms 時開左邊 5 道

閘門可以達到最佳的消能成效。本計畫在 500cms 的模擬採用開左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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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閘門為入口條件。 

因為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 3.08 公尺後，在副壩上游形成一

個水墊，所以速度偏低，可參考圖 7-12 到 7-21 尾檻增加 3.08 公尺

後，各流量速度分布圖。所以低流量的時候，副壩下游的水流慢慢

溢流。但在流量較高時(約 4500cms)以上，流量增加，副壩下游流近

深槽的水流速度就增加，在 9100cms時，流速最高來到 9.9公尺/秒。

水流經過河道整裡範圍後，因為坡度(1:40)造成水流速度增加，在河

道整裡範圍到埤豐橋上游的固床工(S-006~S-014 斷面)，流速增加，

最高在流量 9100cms 時，達到 10.2 公尺/秒左右。在石岡壩水資源回

收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約為 S-012~S-014 斷面處)水流速度會加

速，在流量 1500cms 時，流速約為 4.08 公尺/秒，流量 9100cms 時，

流速約為 6.4 公尺/秒。埤豐橋處（S-017 斷面後）的流速在流量

2500cms 時，約為 3.06 到 4.08 公尺/秒之間。流量 9100cms 時，約為

8.16 到 9.0 公尺/秒之間。 

比較尾檻增加 3.08 公尺與未增加尾檻的情形流速的變化情形，

如圖 7-22 尾檻增加 3.08 公尺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所示，上圖

為尾檻增加 3.08 公尺的模擬結果，下圖為未增加尾檻的模擬結果。

在低流量（2500cms）時，尾檻增加 3.08 公尺後，現況第一及第二消

能池產生水墊，速度降低，能量消除，能量較低的流場經過河道整

理範圍與固床工後，速度就降低了，在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

護岸之彎道處(約為 S-012~S-014 斷面處)和埤豐橋處（S-017 斷面後）

的流速都降低。目前石岡壩洪水流量大約為 4500cmscms 左右，圖

7-23 為流量 4500cms 時的速度分布比較，水位被提高後，副壩下游水

流速度提高，不過在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速度卻

明顯的低於尾檻未增加的案例。高流量（9100cms）時，也是一樣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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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尾檻增加 3.08 公尺速度分布圖(Q=500cms) 

 

圖 7-13 尾檻增加 3.08 公尺速度分布圖(Q=1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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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尾檻增加 3.08 公尺速度分布圖(Q=2500cms) 

 

圖 7-15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3500 cms 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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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4500 cms 速度分布圖 

 

圖 7-17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5500 cms 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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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8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6500 cms 速度分布圖 

 

圖 7-19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7500 cms 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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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8500 cms 速度分布圖 

 

圖 7-21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9100 cms 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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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尾檻增加 3.08 公尺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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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尾檻增加 3.08 公尺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4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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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能量水頭分析 

從消能的情形來看，本計畫用總水頭（total head）的方法，來分析

在現況第二消能池增高 3.08 公尺後，石岡壩河道的能量變化，總水頭的

計算方式是從伯努力方程式 7-1 式而來。 

圖 7-24 到 7-33 為各個流量之三維數值模擬水面上 total head 分布

圖，流量越大，水位高越高，速度也越大，所以水面上的能量也越高。

水流經過溢洪道後，能量總水頭是水面高度、流體壓力及速度能量的總

和。所以，能量總體來說，越下游能量值會越低。為了要局部觀察整體

河道消能情形，本計畫採用近似中心線(C 線)的方式，截取線上的水位

高及能量水頭來分析，如圖 7-34 所示。藉由中心線的能量水頭和水位

來分析整個河道的消能情形。 

 

圖 7-24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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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5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1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圖 7-26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2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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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7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3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圖 7-28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4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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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9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5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圖 7-30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6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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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1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7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圖 7-32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85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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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3 尾檻增加 3.08 公尺，流量 9100 cms 能量總水頭分布圖 

圖 7-35 及 7-36 為尾檻增加 3.08 公尺，各流量中心線水位高分布

圖，圖 7-37 及 7-38 為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從水位高及能量

水頭分布圖來看，在尾檻增加後，從水流從堰頂往下流，衝擊因尾檻增

高形成的水墊，形成水躍，能量大幅減少。流量 6500cms 以上，尾檻前

的水流動能在尾檻增高後，轉換成位能，抬高水位，在副壩下游到 S-001

斷面間將位能又轉換成動能，所以水位突然下降，但能量卻增高。圖 7-39

為有無增加尾檻高度的 C 線能量分布比較，黑線代表增加第二消能池尾

檻高度 3.08 公尺後的底床高程，上方圖為水位高程分布，下方圖為能量

水頭(total head)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在第二消能池尾檻的地方，因

為抬高尾檻，明顯形成一個水墊，流量在 2500cms 時還不是很明顯消

能，但在流量 9100cms 時，第二消能池尾檻前形成一個很高的水墊，但

在 S-001 斷面位置時，能量水頭卻比未增高尾檻時還低，這表示第二消

能池尾檻前的水墊產生了消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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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4 中心線位置圖 

 

圖 7-35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各流量中心線水位高分布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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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6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各流量中心線水位高分布圖(2/2) 

 

圖 7-37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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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8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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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9 有無增加尾檻高度分析(C 線能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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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  

第二消能池的流場對底床及結構物的作用力分析，水流對於河床

表面的作用力可分為沖擊力與剪應力兩種形式，造成河床面破壞與河

床質沖刷的物理機制也不相同，可透過數值計算方法來進行河床表面

的受力分析，另外跌水可能會在臨近結構物表面形成低壓區，其壓力

分布也可以透過三維數值模擬來求得細部流場的資訊。當然，造成河

床面破壞與河床質沖刷的因素，除了水流作用之外，尚與岩盤本身的

地質特性與河床質的粒徑大小有關，因此若要推估確切的沖刷量，必

須要搭配現場地質與床質試驗來獲得相關的材料變數，以建立沖刷量

與作用力的關係。相關研究頗多，但實際應用上也確實隱含諸多的不

確定因素而難以準確地建立沖刷量與水流作用力的量化關係，況且現

場存在岩盤與護甲條件的空間不均質特性，實際沖刷量更是難以推

估。 

由於沖刷量甚難推估且隱含太多的影響因素與不確定性，加上動

床數值模式的功能限制，現階段若堅持從量化的觀點來評估改善方

案，就現場實際工程問題而言並不符合現實，反倒可以單純從流體力

學的角度，針對各種改善方案來進行結構物或河床表面的受力分析，

找出主要的受力區與受力形式，為損壞修復及表層強化提供科學參考

數據，本計畫利用流體給於底床的剪應力來觀察不同流量對河道的作用

力之影響。 

圖 7-40 到 7-49 三維數值模擬各個流量案例中，剪應力分布圖，底

床剪應力與水流速度有關。入口流量越大，水流速度越快，剪應力值也

相對越大。所以從圖中可以看出，除了水流的區域外，大部分的區域都

呈現藍色的圖示，藍色代表剪應力為 0。流量為 1500cms 時，剪應力大

約為 70pa～210pa 左右。流量越大，剪應力超過 140pa 的區域就越大。

可以從圖中看出副霸(S-001 斷面以上游)前的底床剪應力因為第二消能

池尾檻增加形成一個水墊，減緩水流對底床的剪切力。但在河道整裡範

圍到埤豐橋上游的固床工(S-006~S-014 斷面)，底床剪應力逐漸升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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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流量 9100cms 時，達到 490pa 左右。 

 

圖 7-40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500cms) 

 

 

圖 7-41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1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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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2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2500cms) 

 

圖 7-43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3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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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4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4500cms) 

 

 

圖 7-45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5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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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6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6500cms) 

 

圖 7-47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7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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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8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8500cms) 

 

圖 7-49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91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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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方案模擬 

如第七章內容所述，因原有消能池消能不足，導致副壩下游地形落

差處造成水流流速增加，下游河道刷深，加重下游副壩淘刷規模。同

時石岡壩副壩下游至食水嵙溪匯流口河流深槽偏向左岸，經過食水嵙

溪匯流口後流向與岩層走向斜交，明顯可見砂頁岩差異侵蝕情形，此

段河道受層面傾斜方向影響，易向左岸泥質砂岩趾部側蝕，目前可見

此砂岩層頂部露空明顯有平行水流方向之裂隙，河道順岩層走向流向

左岸，深槽遂轉變為偏向左岸沿階地崖流向下游，造成水流速度加速。 

所以「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計畫中，建議以分區消

能方式的四個改善方案，並建議採改善方案三，於副壩下游設置1號消

能池，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並搭配設置1號固床工，可作為河道向源

侵蝕之最後防線；同時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3號固床工，亦可調

整水流法線方向能將水流導向中間，降低左岸沖刷機率。但是如果沒

有做好相關設施會導致新設構造物之安全穩定及新設構造物造成另一

沖刷問題。 

本計畫將利用三維水理模式模擬分析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的

流速場、能量水頭、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並探討副壩下游新增消

能池能否減緩河道沖刷，期能提出消能設施最佳化設計與改善方案，

提供後續改善工程之規劃與設計。消能池的尺寸會影響消能的效果，

所以可以透過三維數值模擬針對不同尺寸的消能池進行分析，進而得

知不同情形的水理與流場特性，來判斷此消能池是否發揮消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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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最佳化模擬設計流程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將採用最佳化設計軟體 SmartDo 進行副壩

上游消能池尾檻及下游新增消能池的最佳設計，SmartDo軟體可與三維

數值模擬軟體 ANSYS CFX 作鏈結，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操

作流程請參考圖 7-3 所示。設計變數有二個，一個目標函數，目標函數

為石岡壩壩頂上的能量與大約斷面 S-003的相對位置與水面交界上流線

交叉點能量的差值，這個差值也就是能量的消減值，請參考圖 8-1 所示

能量量測示意圖。能量的計算方式如方程式 7-1 所示。設計參數為尾檻

高度及消能池長度，請參考圖 8-2 所示。設定完目標函數與束制函數後

就可以進行最佳化的計算。新增消能池的設計初始高度尾檻堰頂到底床

高度為 4.1 公尺，長度 33 公尺，設計變數為尾檻高度在原有的高度下往

上增加，消能池長度為上游堰軸為基準，向下游計算長度。本計畫執行

高流量(9100cms)及低流量(2500cms)兩個流量條件下的新增消能池之最

佳化設計分析，尾檻高度增加為 0.05 到 4 公尺之間，初始值為 2 公尺。

消能池長度為 30 公尺到 50 公尺，初始值為 40 公尺，最佳化設計的介

面和流程請參考圖 8-3 到 8-5 所示。 

 

 

圖 8-1 能量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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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變數示意圖 

 

圖 8-3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 ANSYS Workbench 三維數值模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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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函數設定模式圖 

 

 

圖 8-5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函數範圍值設定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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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結果 

本計畫參考「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計畫中建議之改

善方案三，於副壩下游設置 1 號消能池，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作為河

道向源侵蝕之最後防線。以低流量 2500cms 及高流量 9100cms 來進行新

增消能池的最佳化設計，以上節描述之程序，用 SmartDo 最佳化軟體進

行尾檻增高的最佳化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8-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

最佳化設計結果表所示。表中顯示在流量 2500cms 時，新增消能池尾檻

高度往上加 0 公尺，也就是尾檻高度 4.1 公尺及消能池長度 30 公尺，目

標值（能量差）為最大的 18.61 公尺，未新增消能池的情況下，能量差

為 17.48 公尺，也就是說新增消能池後，能量消減增加 1.13 公尺。圖 8-6

到 8-7 分別為流量為 9100cms 時，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水面能量分布

圖與速度分布圖。表 8-2 為流量 9100cms 時，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

最佳化設計結果。表中顯示在流量 9100cms 時，新增消能池尾檻高度往

上加 0 公尺，也就是尾檻高度 4.1 公尺及消能池長度 34.9 公尺，目標值

（能量差）為最大的 18.66 公尺。消能池長度取整數值 35 公尺為最佳解。

流量 2500cms 及 9100cms 方案的目標能量差相差非常小，以較嚴謹的標

準分析，本計畫取尾檻高度 4.1 公尺及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為副霸下游新

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圖 8-8 和 8-9 分別為流量為 9100cms 時，新增消

能池最佳化設計之水面能量分布圖與速度分布圖。 

表 8-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2500cms) 

疊代次數 增加尾檻高度
(m) 

消能池長度 

(m) 
目標值 

（m） 
0.00  0 30.0 18.61 
1.00  0 50.0 17.98 
2.00  4.2 50.0 15.43 
3.00  1.1 40.2 18.21 
4.00  2.3 32.1 17.89 
5.00  0 35.6 18.42 
6.00  0 40.1 18.27 
7.00  0 30.1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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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水面能量分布圖(2500cms) 

 

圖 8-7 尾檻增加 2.21 公尺水面速度分布圖(2500cms) 

表 8-2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增加尾檻高度

(m) 

消能池長度 

(m) 

目標值 

（m） 

0.00 0 30.0 18.62 

1.00 0 31.3 18.64 

2.00 4.0 50.0 15.64 

3.00 1.5 32.6 18.41 

4.00 2.2 35 18.78 

5.00 3.4 37.2 17.40 

6.00 0 32.0 18.61 

7.00 0 39.6 18.41 

8.00 0 34.0 18.45 

9.00 0 34.9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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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水面能量分布圖(9100cms) 

 

圖 8-9 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水面能量分布圖(91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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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最佳消能池設計流場模擬分析 

8.3.1 三維流速場分析 

本節透過不同流量之三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可以獲得新增消

能池後，石岡壩體到埤豐橋河道間更細緻的流場資訊，包含水流能

量於平面空間的分布情形、水深方向的流速變化。本計畫針對流量

1500 cms 到 8500cms，每隔 1000cms 流量進行分析以及最大設計流

量 9100cms，共執行九個流量的分析。按照「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

確定性分析」計畫分析結果，當出流量為於 500cms 時開左邊 5 道閘

門可以達到最佳的消能成效。本計畫在 500cms 的模擬採用開左邊五

道閘門為入口條件。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後，水流速度偏低，可參考圖 8-10 到 8-19

新增消能池方案，各流量速度分布圖。所以低流量的時候，副壩下

游的水流進入消能池後速度降低。但在流量較高時(約 5500cms)以

上，流量增加，新增消能池容量飽和，水面速度加快，在 9100cms

時，流速最高來到 8.2 公尺/秒左右。水流經過河道整裡範圍後，因

為坡度(1:40)造成水流速度增加，在河道整裡範圍到埤豐橋上游的固

床工(S-006~S-014 斷面)，流速增加，最高在流量 9100cms 時，達到

10.2 公尺/秒左右。在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約為

S-012~S-014斷面處)水流速度會加速，在流量 1500cms時，流速約為

3.6 公尺/秒，流量 9100cms 時，流速約為 6.3 公尺/秒。埤豐橋處

（S-017 斷面後）的流速在流量 2500cms 時，約為 3.06 到 4.08 公尺/

秒之間。流量 9100cms 時，約為 8.16 到 9.18 公尺/秒之間。 

比較新增副壩下游消能池與未增加消能池的情形流速的變化情

形，如圖 8-20 新增副壩下游消能池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所

示，上圖為新增副壩下游消能池的模擬結果，下圖為未增加消能池

的模擬結果。在低流量（2500cms）時，新增副壩下游消能池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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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下游水流進入消能池，速度降低，能量消除，能量較低的流場經

過河道整理範圍與固床工後，速度就降低了，在石岡壩水資源回收

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約為 S-012~S-014 斷面處)和埤豐橋處（S-017

斷面後）的流速都降低。目前石岡壩洪水流量大約為 4500cmscms 左

右，圖 8-21 為流量 4500cms 時的速度分布比較，水位被提高後，動

能變大，水流有足夠的動能，越過消能池，加上坡度(1:40)的關係，

在河道整理範圍之固床工處水流加速。在高流量（9100cms）時，由

於動能更大，能量無法足夠被消能池消除，一樣在河道整理範圍之

固床工處水流加速，不過在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

速度卻低於尾檻未增加的案例。 

 

 

圖 8-10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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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1500cms) 

 

圖 8-12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2500cms) 



138 

 

 

圖 8-13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3500cms) 

 

圖 8-14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4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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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5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5500cms) 

 

圖 8-16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6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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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7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7500cms) 

 

圖 8-18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8500cms) 



141 

 

 

圖 8-19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速度分布圖(Q=91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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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 新增消能池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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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新增消能池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45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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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能量水頭分析 

從消能的情形來看，本計畫用總水頭（total head）的方法，來分析

在新增副壩下游消能池後，石岡壩河道的能量變化，總水頭的計算方式

是從伯努力方程式 7-1 式而來。 

圖 8-22 到 8-31 為各個流量之三維數值模擬水面上 total head 分布

圖，流量越大，水位高越高，速度也越大，所以水面上的能量也越高。

水流經過溢洪道後，能量總水頭是水面高度、流體壓力及速度能量的總

和。所以，能量總體來說，越下游能量值會越低。為了要局部觀察整體

河道消能情形，本計畫採用近似中心線(C 線)的方式，截取線上的水位

高及能量水頭來分析，如圖 7-34 所示。藉由中心線的能量水頭和水位

來分析整個河道的消能情形。 

 

圖 8-22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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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3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1500 cms) 

 

圖 8-24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2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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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5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3500 cms) 

 

圖 8-26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4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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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7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5500 cms) 

 

圖 8-28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6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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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9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7500 cms) 

 

圖 8-30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8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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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1 新增消能池長度 35 公尺能量水頭分布圖(Q=9100 cms) 

圖 8-32 及 8-33 為新增消能池後，各流量中心線水位高分布圖，圖

8-34 及 8-35 為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從水位高及能量水頭分

布圖來看，新增消能池時也會抬高副壩下游的高程，所以會形成兩個消

能池，一個是新增消能池（S-001 位置），另一個為副壩下游區域，能

量大幅減少。圖 8-36 為有無增加尾檻高度的 C 線能量分布比較，黑線

代表新增消能池後的底床高程，上方圖為水位高程分布，下方圖為能量

水頭(total head)分布，由於新增消能池的影響要河道下游才會較明顯呈

現，所以此圖 X 軸範圍從壩體到埤豐橋(X=0)。從圖中可以看出，在副

壩下游形成兩個消能池，消能效果不是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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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2 新增消能池各流量中心線水位線分布圖(2/2) 

 

圖 8-33 新增消能池各流量中心線水位線分布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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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4 新增消能池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1/2) 

 

圖 8-35 新增消能池各流量中心線能量水頭分布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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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6 有無增消能池分析(C 線能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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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流體對結構物之作用力分析:  

副霸下游新增消能池後的流場對底床及結構物的作用力分析，如

7.3.3 節所描述，本計畫從流體力學的角度，針對各種改善方案來進行結

構物或河床表面的受力分析，找出主要的受力區與受力形式，為損壞

修復及表層強化提供科學參考數據，利用流體給於底床的剪應力來觀察

不同流量對河道的作用力之影響。 

圖 8-37 到 8-46 三維數值模擬各個流量案例中，剪應力分布圖，底

床剪應力與水流速度有關。入口流量越大，水流速度越快，剪應力值也

相對越大。所以從圖中可以看出，除了水流的區域外，大部分的區域都

呈現藍色的圖示，藍色代表剪應力為 0。流量為 1500cms 時，剪應力大

約為 70pa～210pa 左右。流量越大，剪應力超過 140pa 的區域就越大。

可以從圖中看出副霸(S-001 斷面以上游)前的底床剪應力因為新增消能

池把水流速度都減緩了，水流對底床的剪切力就偏小。但在河道整裡範

圍到埤豐橋上游的固床工(S-006~S-014 斷面)，因為坡度(1:40)的關係，

流速增加，底床剪應力逐漸升高，最高在流量 9100cms 時，達到 490pa

左右。 

 

圖 8-37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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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8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1500 cms) 

 

 

圖 8-39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2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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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0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3500 cms) 

 

圖 8-41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4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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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2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5500 cms) 

 

圖 8-43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6500 cms) 



157 

 

 

圖 8-44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7500 cms) 

 

圖 8-45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8500 cms) 



158 

 

 

圖 8-46 新增消能池方案底床剪應力分布圖(Q=950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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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改善方案評析 

9.1 前期改善方案檢討 

石岡壩下游屬沖刷河段，擬定之治理原則以採補充砂源、建置消能

及固床設施等為治理對策，規劃方案係依據 100 年 6 月「大甲溪石岡壩

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成果，於石岡壩下游岩盤出露河段沖刷

控制工程，包括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二座 plunge pool 消能池及一座固床

工，與埤豐橋下游新建一座作為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沖刷基準面之固床

工。 

第一座跌水消能工(No.1)位置，位於石岡壩副壩下游；第二座跌水

消能工(No.2)位置，位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石岡壩至埤豐橋間固床

工(No.3)，位於埤豐橋上游約 200m 處；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No.4)，則

位於距埤豐橋下游約 100m 處，目前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No.4﹚已移至

埤豐橋下游約 170m 處，並於 104 年 6 月完工。消能工採跌水水頭為 5m、

尾水高為 2m 方式設計，固床工則建議採不突出現況河床平均高程形式

設計。整體工程規劃如圖 9-1 及圖 9-2 所示。 

 

圖 9-1 石岡壩下游河段之消能工及固床工平面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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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石岡壩下游河段之消能工及固床工佈置剖面示意圖 

其中針對消能池之成效，依 103 年 12 月「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

確定性分析」成果，該計畫經由 2 組案例模擬以考慮不同的工程改善佈

置，再搭配不確定性分析以納入現場問題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素，做到方

案研選的最佳化，佈置方案布置如圖 9-3，水理模擬成果如圖 9-4。改善

方案建議以分區消能的方式進行，並研擬兩個改善方案。方案一為石岡

壩副壩下游設置消能池，藉由減少副壩出流後之能量水頭，以降低下游

河段之沖刷潛勢。方案二為食水嵙溪匯流口後之河段，於沖刷動能較大

之處增設一消能池，並將出流法線微調偏向右岸，以減緩目前流勢偏向

左岸沖刷之情況。 

分析結果顯示，採用改善方案一後，可大幅降低石岡壩副壩下游至

埤豐橋間河段之水流速度，底床剪應力大幅降低，明顯降低水流對副壩

下游的作用力。改善方案二對水理條件改善效果較不明顯，惟出流法線

可微調偏向右岸，可降低目前流勢偏向左岸之凹岸沖刷情勢，底床剪應

力也相對減低。 

 

圖 9-3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建議方案平面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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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12 月。 

圖 9-4 三維數值水面流速與底床剪應力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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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石岡壩消能設施水理特性分析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因 921 地震之地盤抬升產生溯源侵蝕作用，兼

以河段出露的岩層為砂岩、頁岩交替出現，抗風化侵蝕能力不ㄧ，形成

向頁岩侵蝕之局部深槽化現象。目前河道刷深及深槽走向受斷層隆起及

河道地質影響甚大，左岸食水嵙溪至埤豐橋間河岸沖刷嚴重，於污水處

理場下游邊坡已多次損壞與修復，並逐漸向上游延伸，導致目前副壩尾

檻基礎已有局部淘空情形，如圖 9-5 所示。 

 

圖 9-5 石岡壩下游空拍影像圖 

針對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問題，各有關單位已研擬包括消能

池、固床工等工程方案，其中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已完成，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已完成設計，而石岡壩管理中心每年亦針對副壩中間排水路及深槽

沖刷進行填補改善。為有效解決下游河道沖刷問題，本計畫應系統性綜

整相關工程方案，利用三維水理模式因應河道沖刷問題研提適切改善方

案，以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石岡壩溢洪道消能之設計係水流流經溢洪堰，於堰址處形成高速水

流，然後於靜水池產生水躍消能，以減低對下游河床沖刷。依民國 100

年「石岡壩第四次定期安全評估總報告」，於規劃設計流量Q200=9,100cms

時，由水理計算得福祿數 Fr=3.99，屬於不穩定水躍，其水躍長度由自

然水躍曲線求得為 56 公尺，較目前靜水池長度 62 公尺略小。同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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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0情況下之水躍後水深為 9.68 公尺，靜水池消能設施終點處(副壩)之

尾水位為 268.385 公尺，尾水深 6.17 公尺，尾水流速 7.78m/s，靜水池

底部高程亦符合要求。惟參考集集攔河堰基本設計報告，其於設計流量

Q200時屬不穩定水躍，對於波浪的消除為主要難題，建議應提高尾水深

至 1.1 倍水躍後水深。 

此外，亦依民國 100 年「石岡壩第四次定期安全評估總報告」，第

二消能池高程為 260.4 公尺，經分析結果，於設計洪水洪峰流量時，所

需高程為 258.825 公尺，在第二消能池至副壩間區域有呆水位深度不足

現象，未來可能對第二消能池底板及副壩至第二消能池間護坦造成下

刷。 

由歷次石岡壩安全評估檢討結果可知，堰面射檻、靜水池等消能設

施之佈置雖可確保於設計洪水流量條件下，其水躍均發生在靜水池內，

惟由於目前石岡壩下游河道已刷深，因護甲層流失造成天然尾水下降，

將加重下游副壩淘刷規模。因此，為因應下游河道沖刷潛勢，建議於副

壩上、下游增設其他消能保護措施，以維護石岡壩長期性之整體安全。

茲就石岡壩消能設施水理特性分析說明如下： 

一、水理條件 

依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滯洪演算(表 9-1)，石岡壩現況設計洪水為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洪水量為 9,100cms，其中溢洪道總排洪量為

7,736cms，排砂道排洪量為 1,173cms。 

表 9-1 石岡壩各重現期距滯洪演算結果表 

重現期距(年)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PMF

洪峰流量(cms) 1845 3327 4405 5479 5825 6903 7987 9100 16900

洪水位標高(m) 273.09 274.41 275.29 276.08 276.32 277.00 277.59 278.14 281.56

溢流堰排洪量(cms) 1356.3 2377.7 3397.7 4422.2 4755.0 5793.1 6772.6 7736.1 14025.4

排砂道排洪量(cms) 488.7 949.3 1007.3 1056.8 1070.0 1109.9 1143.5 1173.4 1350.7

右岸圍堰排洪量(cms) 0 0 0 0 0 0 70.9 190.5 1523.9  
資料來源：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報告，民國 100 年 8 月。 

二、溢洪道水理計算 

(一) 基本資料 

石岡壩溢流堰排洪量 Q200=7736.1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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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閘門：15 門 

閘門尺寸：寬 11.4m(#1)、寬 12.8m(#2~#14)、寬 11.7m(#15) 

單寬流量： m/cms82.40
5.189

1.7736

7.11138.124.11

1.7736



 

(二) 由比能公式求水躍前水深 

1. 洩水前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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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躍長度的推求：可知需要之靜水池長度範圍 

水躍後水深： 38.11)99.3811(
2

2.2
)F811(

2

y
y 22

1r
1

2   

水躍後速度： 59.3
)38.11(5.189

1.7736

By

Q
V

2

2   

34.0
38.1181.9

59.3

gy

V
F

2

2
2r 


  

水躍長度：4.0y2~6.2y2=4.011.38~6.211.38=45.52~70.56 



165 

 

消能池長度應在此範圍，若需確定水躍長度可設置尾檻提高尾水位 

(四) 尾檻高度檢核 

第一消能池長度 40m，第二消能池長度 20m，消能池總長度 60m。 

圖 9-6 為 Fr 與
2D

L
的關係圖，由 Fr1=3.99 及石岡壩淨水池長度

L=60m，查圖 9-6→ 6.3
D

L

2


共軛水深

淨水池所需長度
 

∵石岡壩淨水池總長 60→3.6=
2D

60
→D2=16.67(m) 

(五) 尾檻高度 

h：範圍 0.08D2~0.37D2=1.33~6.17(m) 

(六) 尾檻標高 

E=258.7+h=260.03~264.87(m) 

現況第二池尾檻若採用 0.2D2，EL.261.90m 尾檻高度相當，然而設

置尾檻可能提高共軛水深(墾務局經驗較理論公式推估高)，為保守計，

尾檻高度可擇定較高比例；若採用 0.25D2，尾檻需提高 1.0m；若採用

0.37D2，尾檻需提高 3.0m，與本計畫三維數值模擬結果相近，惟仍需考

量尾檻提高對副壩及副壩下游之影響。 

 
資料來源：農田水利會技術人員訓練教材-灌溉排水工程類，民國 85 年 12 月。 

圖 9-6 水平護坦上水躍長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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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砂道水理計算 

(一) 基本資料 

石岡壩排砂道排洪量 Q200=1173.4cms 

弧形閘門：2 門 

閘門尺寸：寬 8m 

單寬流量： m/cms34.73
16

4.1173

82

4.1173



 

(二) 由比能公式求水躍前水深 

1. 消能前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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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躍長度的推求：可知需要之靜水池長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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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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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躍長度範圍：4.0y2~6.2y2=4.014.19~6.214.19=56.76~87.98 

自然水躍長度超過消能池長度，需設尾檻提高尾水位，縮短水

躍長度。 

(四) 尾檻高度檢核 

第一消能池長度 40m，第二消能池長度 20m，消能池總長度 60m。 

圖 9-6 為 Fr 與
2D

L
的關係圖，由 Fr1=2.72 及石岡壩淨水池長度

L=60m，因第二種淨水池以 Fr=4 為最保守估算，故以 Fr=4 查圖。 

查圖 9-6→ 6.3
2


共軛水深

淨水池長度

D

L
 

∵石岡壩淨水池總長 60→3.6=
2D

60
→D2=16.67(m) 

(五) 尾檻高度 

h：範圍 0.08D2~0.37D2=1.33~6.17(m)；同溢洪道估算結果，一

般採用 0.2D2為 3.33m。 

(六) 尾檻標高 

E=258.7+h=260.03~264.87(m)；同溢洪道估算結果，一般採用

EL.262.03m。 

現況第二池尾檻 EL.261.90m，約略符合 0.2D2 高度；保守可採

用 0.37D2→尾檻需提高 3.0m，與本計畫三維數值模擬結果相近，惟

仍需考量尾檻提高對副壩及副壩下游之影響。 

9.3 工程規劃 

一、工程佈置 

依據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數值模擬結果，研擬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

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適當方案。經檢討與評估結果，工程規劃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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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如圖 9-7 所示，工程內容說明如下： 

 

圖 9-7 改善方案規劃平面圖 

(一)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 

依據數值模擬結果，在流量 9100cm 時，尾檻增高 3.08 公尺時消能

效果最佳，依此規劃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方案之斷面圖，如圖 9-8 所示，

說明如下： 

1. 設置位置：既有第二消能池尾檻位置。 

2. 型式：既有尾檻打除後新設尾檻，下游設置混凝土塊保護河床。尾

檻基礎採用樁徑 1.2 公尺切削樁 2 排，樁體以密排方式形成下方連

續牆體，可抵抗尾檻所受水流衝擊壓力，以及保護尾檻免於下游端

混凝土塊遭沖失後之基礎掏刷。 

3. 尾檻頂部高程：既有第二消能池尾檻頂部高程為 261.90 公尺，加高

3.08 公尺後，新建尾檻頂部高程為 264.98 公尺。第二消能池底高程

不變，仍為 260.4 公尺。尾檻全高為 4.58 公尺。 

4. 尾檻長度：規劃新設尾檻及護坦全長 1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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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尾檻寬度：依現場實際空間布置，尾檻寬度規劃為 240 公尺。 

6. 兩岸堰座：採斜倚式重力堰座。 

7.尾檻安定性：考量在流量 9100cm 時尾檻所受水流衝擊壓力，檢討尾

檻混凝土及切削樁混凝土承受之剪應力結果，均小於其混凝土容許

剪應力，尾檻屬安全。檢討內容說明如下： 

(1) 尾檻所受水流衝擊壓力： 

在流量 9100cm 時尾檻受水流衝擊最大壓力為 1.35kg/cm2，每

公尺寬度之水平衝擊力為 1.35*100*458=61,830kg。 

(2) 尾檻混凝土抗剪能力： 

剪應力=61,830/[100*0.925*(658-10)]=1.03kg/cm2，小於混凝

土容許剪應力 0.29√280=4.85kg/cm2，O.K。 

(3) 切削樁混凝土抗剪能力： 

剪應力=61,830/[2*100*0.925*(120-10)]=3.04kg/cm2，小於混

凝土容許剪應力 0.29√235=4.45kg/cm2，O.K。 

 

圖 9-8 石岡壩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方案規劃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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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 

依據數值模擬結果，在流量 9100cm 時，新增消能池長度 35.0 公尺

及尾檻高度 4.1 公尺時消能效果最佳，依此規劃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方

案之斷面圖，如圖 9-9 所示，說明如下： 

 

圖 9-9 石岡壩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方案規劃斷面圖 

1. 設置位置：設於副壩下游。 

2. 型式：設置上游堰體及下游尾檻，消能池底版採用鋼筋混凝土底版。

上游堰體基礎採用 2 排樁徑 1.2 公尺全套管基樁增加穩定性；下游

尾檻基礎採用樁徑 1.2 公尺切削樁，以增加尾檻受水流衝擊之抵抗

力，以及避免尾檻下游遭沖刷後之基礎掏刷。下游設置混凝土塊保

護河床。 

3. 消能池相關高程：上游堰頂高程配合銜接副壩、下游河道深槽及消

能需求，建議採標高 255 公尺，消能池底版高程採用 249 公尺；下

游尾檻高度 4.1 公尺，尾檻頂部高程為 253.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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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能池長度：規劃堰軸至副壩軸長 35 公尺。 

5. 消能池寬度：依現場實際空間布置，消能池寬度規劃為 235 公尺。  

6. 末端消能設施：尾檻下游設混凝土塊，以能與河道順接為原則，每

階約降 0.5 公尺。為避免混凝土塊間縫中之填縫料流失，間縫中之

填縫料表面置放易施工及穩定性佳之條型壓樑以固定填縫粒料。 

7. 防掏刷設施：下游副壩基礎採用樁徑 1.2 公尺切削樁，樁體以密排

方式形成下方連續牆體，可保護堰體，免於下游端混凝土塊遭沖失

後，基礎自下方掏刷而損及主結構。 

8. 兩岸堰座：採斜倚式重力堰座。 

二、工程經費與工期估算 

(一) 工程經費 

總工程費由直接工程費、工程管理費、委辦設計監造費及物價

調整費等四部份組成，茲參酌前節規劃內容與圖面資料，第二消能

池尾檻增高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估算數量及經費如如表 9-2~表

9-3 所示，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總工程費為 216,713,809 元，副壩下

游新增消能池總工程費為 469,571,362 元。 

 (二) 施工期程 

本工程屬於河川工程，河川工程之施工通常以避開夏季洪水期

為原則，但工程施工期間難免在某種程度河川流量下進行施工，河

川斷面寬度小於 500 公尺時通常採用半半施工法，利用枯水期施工

為原則，首先完成左半圍堰，圍堰完成後即進行左半部施工，施工

期間右半部需保持足夠通水斷面；左半部完工後即進行右半部圍堰

及施工。 

圍堰之高度以考慮在減少斷面通水情況下，能通過 2 年頻率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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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原則，圍堰內設集水井配合抽水機以排除工作面積水，圍堰採

填砂包及開挖河床料填築。 

本工程施工期程預定為 2 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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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經費估算表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元) 總  價(元)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工程

1 機械打除鋼筋混凝土 m
3 2,808 1,400 3,931,200            

2 回填方 m
3 4,800 75 360,000               

3 420kgf/cm
2
混凝土 m

3 864 3,800 3,283,200            

4 280kgf/cm
2混凝土 m

3 7,692 2,800 21,537,600          

5 混凝土塊3.5*4.5*3 塊 216 140,000 30,240,000          

6 壓樑 塊 432 4,400 1,900,800            

7 ∮1.2m切削樁 m 4,800 15,000 72,000,000          

8 鋼筋 T 428 28,000 11,984,000          

9 模板加工及組立 m
2 4,944 550 2,719,200            

小計 147,956,000        

二 雜項工程 約一項之和10% 全 1 14,795,600 14,795,600          

三 職業安全衛生費 約一~二項之和1.5% 全 1 2,441,274 2,441,274            

四 環境保護措施費 約一~二項之和1.5% 全 1 2,441,274           2,441,274            

五 品質管制作業費 約一~二項之和2.0% 全 1 3,255,032           3,255,032            

六 廠商管理費 約一~二項之和6.5% 全 1 10,578,854         10,578,854          

七 工程保險費 約一~三項之和2.0% 全 1 3,303,857           3,303,857            

八 營業稅 約一~七項之和5.0% 全 1 9,238,595           9,238,595            

合計(一~八項之合) 194,010,486        

貳 工程管理費 約1~六項之和1% 全 1 1,814,680           1,814,680            

參 委託設計監造費 約1~六項之和5% 全 1 9,073,402           9,073,402            

肆 物價調整費 按物價上漲年增率3.0% 全 1 11,815,241         11,815,241          

總工程費 全 1 216,713,809       216,713,809        

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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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經費估算表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元) 總  價(元)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新增消能池工程

1 機械打除鋼筋混凝土 m
3 19,583 1,400 27,416,200          

2 機械挖岩方 m
3 44,684 400 17,873,600          

3 回填方 m
3 1,278 75 95,850                 

4 420kgf/cm
2混凝土 m

3 3,502 3,800 13,307,600          

5 280kgf/cm
2混凝土 m

3 39,414 2,800 110,359,200        

6 混凝土塊3.5*4.5*3 塊 208 140,000 29,120,000          

7 壓樑 塊 416 4,400 1,830,400            

8 ∮1.2m全套管樁 m 1,560 12,000 18,720,000          

9 ∮1.2m切削樁 m 2,350 15,000 35,250,000          

10 鋼筋 T 2,146 28,000 60,088,000          

11 模板加工及組立 m
2 11,868 550 6,527,400            

小計 320,588,250        

二 雜項工程 約一項之和10% 全 1 32,058,825 32,058,825          

三 職業安全衛生費 約一~二項之和1.5% 全 1 5,289,706 5,289,706            

四 環境保護措施費 約一~二項之和1.5% 全 1 5,289,706            5,289,706            

五 品質管制作業費 約一~二項之和2.0% 全 1 7,052,942            7,052,942            

六 廠商管理費 約一~二項之和6.5% 全 1 22,922,060          22,922,060          

七 工程保險費 約一~三項之和2.0% 全 1 7,158,736            7,158,736            

八 營業稅 約一~七項之和5.0% 全 1 20,018,011          20,018,011          

合計(一~八項之合) 420,378,236        

貳 工程管理費 約1~七項之和1% 全 1 3,932,015            3,932,015            

參 委託設計監造費 約1~七項之和5% 全 1 19,660,074          19,660,074          

肆 物價調整費 按物價上漲年增率3.0% 全 1 25,601,037          25,601,037          

總工程費 全 1 469,571,362        469,571,362        

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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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建議方案模擬分析 

石岡壩除了流量 1500 cms 外，其餘流量案例都有消能不夠的情

形，現況消能池不足於讓高流量水流產生水躍並消能。消能池為第一

道且最主要的消能設施，若消能池無法有效消能，對於下游河床穩定

性勢必形成威脅，下游河床軟岩的持續侵蝕終將造成結構物本身的破

壞。所以改善現有消能池，將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的尾檻增高(方案

一)，增加消能池裡的水墊高度，消能功用就會提高，但是水位提高後，

水流會有一個向下衝的力道，所以需要在副壩下游新增一個消能池(方

案二)，本計畫建議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的尾檻增高及副壩下游消能池

一併建置(方案三)，以解決上述問題。 

圖 9-10 到 9-12 分別為方案三（尾檻增高 3.08 公尺與新增消能池）

之流量 2500 cms 水面速度分布圖、水面能量水頭分布圖及剪應力分布

圖。圖 9-13 到 9-15 分別為方案三（尾檻增高 3.08 公尺與新增消能池）

之流量 9100 cms 水面速度分布圖、水面能量水頭分布圖及剪應力分布

圖。流場大致與新增消能池方案類似，但現況第一及第二消能池和副壩

下游都有比較好的消能情形，速度降低，底床剪應力也會跟著降低。圖

9-16 為方案三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上圖為方案三的模擬結

果，下圖為未增水工設施的模擬結果。在低流量（2500cms）時，現況

第一及第二消能池產生水墊，速度降低，能量消除，能量較低的流場

經過河道整理範圍與固床工後，速度就降低了，在石岡壩水資源回收

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處(約為 S-012~S-014 斷面處)和埤豐橋處（S-017 斷

面後）的流速都降低。但是在高流量（9100cms）時，由於動能太大，

水位被提高後，副壩下游水流速度提高，不過在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

階梯護岸之彎道處速度卻明顯的低於尾檻未增加的案例。圖 9-17 及圖

9-18 分別為流量 2500cms 及 9100cms 之各方案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

速度分析圖，方案一、方案二與方案三，不管是埤豐橋或水資源回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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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計算的速度都比未增加設施的案例低。 

 

圖 9-10 方案三流量 2500 cms 速度分布圖 

 

圖 9-11 方案三流量 2500 cms 能量水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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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2 方案三流量 2500 cms 剪應力分布圖 

 

圖 9-13 方案三流量 9100 cms 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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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4 方案三流量 9100 cms 能量水頭分布圖 

 

圖 9-15 方案三流量 9100 cms 剪應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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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6 方案三與河道整理方案速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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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7 流量 2500cms 各方案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速度分析 

 

圖 9-18 流量 9100cms 各方案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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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改善策略方案建議 

為提高消能成效，增加副壩安全性及穩定副壩下游河道，以確保石

岡壩安全，本計畫除依據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數值模擬結果，研擬第二

消能池尾檻增高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適當方案，並研擬短、中長期

改善策略方案建議如圖 9-19 及表 9-4 所示，以供後續改善執行之參考。

茲說明如下： 

圖 9-19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策略路徑圖 

表 9-4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短、中長期策略方案建議表 

期程 目標 策略 

短期策略 短期加強保護副

壩 

副壩下游沖刷坑及河床局部修補 

中長期策略 提升副壩安全度

及下游河道穩定 

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灘地增

設分洪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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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策略： 

    由於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已設計完成辦理發包中，預期該工程完成後

對石岡壩下游河道沖刷有一定程度之控制效果，因此本河段短期策略為

加強保護石岡壩副壩，針對鄰近副壩下游沖刷部分進行改善。其中在 105 

~106 年度辦理之石岡壩轄區河床沖刷改善工程，已陸續針對副壩下游

採用階梯式固床工進行沖刷坑修補及蝕溝修補等，如圖 9-17 及圖 9-18

所示，相關改善工程建議持續納入石岡壩周邊設施改善之年度計畫內辦

理。 

 

 

圖 9-20 105 年度及 106 年度河床沖刷改善工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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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1 沖刷坑修補斷面圖 

二、 中長期策略： 

    中長期策略可視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完成後之成效，再進一步評估石

岡壩副壩下游增設防沖刷措施，如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灘地增

設分洪道等。本計畫於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有相當的消能作用，可提

升副壩的安全度。另外，右岸高灘地增設分洪道，分 2~3 階滯洪池消能，

分洪道上游入口約在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處，並於埤豐橋附近再匯入回

大甲溪河道，惟配合措施為檢討埤豐橋改建或橋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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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研究成果教育訓練 

本計畫分別於民國 107 年 3 月 16 與 23 日兩日舉辦兩梯次教育訓

練，共 54 人次參加。課程內容為下游河道沖刷問題及三維數值模擬成

果展現為主，輔以現場沖刷狀況說明之現勘調查。課程訓練目標為使

學員了解三維數值模式應用成果，以及如何協助工程實務的規劃與設

計。課堂上討論非常踴躍，陳主任與水利署同仁對於石岡壩水理分析

及改善方案都有精闢的說明與討論，上課情形與現場探勘照片如下： 

 
上課情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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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形（二） 

 

 
上課情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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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探勘情形（一） 

 

 
現場探勘情形（一） 



187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 

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辦理日期：民國 107 年 3 月 16 日及 23 日 

上課地點：石岡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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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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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日的課程內容相同，請擇日參加。每日報名人數上限 30 人，額滿為

止。 

-----------------------------------------------------------------------------------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
討教育訓練 

姓   名  電話 
（公） 

（手機） 

職   稱  傳真  

身份證字號  素食  葷食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E-mail  

參加日期 
 107/3/16（五）       107/3/23（五） 

兩日的課程內容相同，請擇日參加。 

請於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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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clien@nchc.narl.org.tw
mailto:hclien@nchc.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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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 

教育訓練課程表 

09:00~09: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30~10:00 
開幕致詞及計畫緣起簡介 

連和政博士 

10:00~10:50 
計畫成果分享 

連和政博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三維數值模擬理論介紹 

李明龍先生 

12:00~13:00 午 餐 

13:00~14:00 
石岡壩模擬案例分析 

李明龍先生 

14:00-14:10 休息 

14:10-16:00 
石岡壩下游河道現場勘查 

連和政博士 

16:00-16:30 
綜合討論 

連和政博士 

 

備註：3/16 及 3/23 兩日的課程內容相同，請擇日參加。每日報名人數

上限 30 人，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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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教育訓

練 

建議與會單位及人數表 

 

單位 人數 

水利署 2 人 

第一河川局 2 人 

第二河川局 2 人 

第三河川局 2 人 

第四河川局 2 人 

第五河川局 2 人 

第六河川局 2 人 

第七河川局 2 人 

第八河川局 2 人 

第九河川局 2 人 

第十河川局 2 人 

北區水資源局 8 人 

中區水資源局 12 人 

南區水資源局 8 人 

水利規劃試驗所 6 人 

 

與會人數估計：50～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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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上課地點：石岡壩管理中心 

 
公車： 

由豐原搭乘往東勢或卓蘭之豐原客運在石岡壩站下。  

 

開車： 

由豐原交道下，沿台三線省道往東勢谷關之方向約七公里，或者由台

中系統交流道下國道四號高速公路，接台三線省道往東勢、谷關方

向，即可在左側發現石岡壩之路標。 

 

 

地址：台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238 號 

電話：(04)25722830 

傳真：(04)2572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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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 

11.1 結論 

本計畫針對石岡壩相關設施及上下游河道進行三維水理數值模擬

分析，並針對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之尾檻及下游新增消能池進行最佳

化設計，期能對工程實務之規劃提供參考。 

一、 更新蒐集以往相關數值模擬成果、石岡壩相關工程圖說、改善

工程相關圖說及河道地形量測資料等。 

二、 完成利用 105 年地形量測資料及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及河道整理

方案地形，來建置模擬區域範圍的計算網格。 

三、 完成依據現場條件與數值模式的限制，進行模式合理的假設與

簡化。並完成三維數值模擬與 105 年水工模型試驗結果比對，

在 6200cms 作用下，斷面 17 之數值模擬水位高程約 242 公尺至

246 公尺，與水工模型試驗水位高程的變化一致。 

四、 建立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模式，計算結果在流量

2500cms 時，第二消能池之尾檻最佳抬高 2.21 公尺，能量消減

量為 0.74 公尺。流量在 9100cms 時，尾檻最佳抬高 3.08 公尺，

能量消減量為 0.3 公尺，可提升現有消能池消能效果。 

五、 建立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模式，計算結果在流量

2500cms 時，新增消能池尾檻最佳高度為 4.1 公尺、消能池最佳

長度為 30 公尺。流量在 9100cms 時，新增消能池尾檻最佳高度

為 4.1 公尺、消能池最佳長度為 35 公尺。 

六、 本計畫的建議方案一，係將副壩上游第二消能池的尾檻增高 3.08

公尺，藉由增加消能池裡的水墊高度，以提高消能成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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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為在副壩下游新增一座消能池，消能池之尾檻高度為 4.1

公尺及消能池長度為 35 公尺，協助副壩下游消能。方案三將上

述兩方案同時進行，以達到消能及增加副壩的安全性的效果。 

七、 本計畫建議的消能池方案，並不會提高埤豐橋及石岡壩水資中

心的流速，所以不會增加河道沖刷的風險。 

11.2 建議 

一、 石岡壩下游的應急措施，建議以「下移溯源沖刷遷急點」為目

標，副壩下游深槽的部分填塞及分階跌水工設施可以考量。長

遠來看，建議以橫向分散水流，右岸高灘地改建為滯洪地當作

目標。 

二、 本計畫建議的消能池方案，宜配合水規所水工模型試驗成果，

比較後以取得共識。所以建議後續水規所新增消能池水工模型

試驗。 

三、 埤豐橋之改建對上游河道穩定影響有利，宜後續與台中市政府

協商盡早辦理。 

四、 後續模式的應用，建議下游軟岩河段可採用二維模式進行動床

模擬，探討各消能固床方案河道沖刷行為，後再研議局部設施

三維模擬修正的必要性。 

五、 無論是固床工或消能設施只有延遲的作用，並無法抑制軟岩沖

蝕的現象；輔以上游來砂形成水力篩分及護甲層，是未來可考

量的方案之一。 

六、 右岸之高灘地高於設計洪水位，第二道尾檻之布設似無必要為

全河道，後續的驗證，宜配合水規所的水工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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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石岡壩下游防沖刷措施路徑建議訂定短、中長期策略，短期策

略可立即改善，如加強保護副壩，中長期策略為石岡壩副壩下

游防沖刷措施如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灘地增設分洪道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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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會議委員意見 

壹、計畫名稱：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 

貳、會議時間：106 年 7 月 11 日 

參、受託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肆、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工作執行計畫書請以受

託單位該如何執行本計

畫進行研擬，以呈現計畫

具體之目標。 

1. 遵照辦理，已於第一章緒

論中描述本計畫之背景、

目的、計畫範圍和工作流

程。並於第二章詳述工作

執行方法與相關理論論

述。最後以第三章陳述本

計畫之預期成果。 

 各章節  

2. 三維分析方式來呈現消

能設施功能，有其特別意

義嗎？建議在摘要及第

二章補述說明。另外，最

佳化設計的意義和標準

為何？亦請補充說明。 

2. 三維數值模擬可模擬水深

高度的流速變化，並能呈

現出水面下的二次流現

象，而二次流現象導致設

施下層沖刷，如副壩下游

被沖刷掏空。 

最佳化設計的意義和標準

已補充說明於 2.3.3 節中。 

摘要 

2.2 

2.3.3 

PII 

P24 

P40 

3. 第 11 頁工作流程，請補

充數值模型建置所採用

得相關軟體程式之說

明。第 12 頁流程圖中之

模型建置及模擬分析

欄，亦請增加說明所採用

的軟體程式。 

3. 遵照辦理，已在第 11 及 12

頁補充數值模型建置所採

用得相關軟體程式之說

明。 1.2.3 P11-12 

4. 改善方 案評 析中 ( 第

54~67 頁) ，建議增加相

關固床工及河床處置之

內容。 

4. 工作執行計畫書中方案評

析，分為兩部分，一部份

主要說明歷年來相關計畫

所探討下游河床沖刷改善

方案成果，各相關計畫中

所列消能設施設置考量原

則。第二部分，也就是 2.8.2

2.8.2 P63-67 



 207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節描述本計畫參考”石岡

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

分析”計畫中建議方案，於

後續執行計畫時綜整檢

討，已於 2.8.2 節中詳述整

體工程初步構想，包含固

床工及河床處置。未來本

計畫會據以研擬工程改善

方案，會再進一步針對固

床工及河床處置之內容，

於改善方案評析中加以具

體說明。 

5. 第 19 頁有關設計洪水為

9100cms，是已經模擬確

認了嗎？請補述。 

5. 此設計洪水 9100cms 為參

考中水局石岡壩第四次安

全評估報告中所定義 921

地震後的溢洪道設計排洪

量，如表 1-1 所示。本計畫

已加入模擬流量案例中。

如表 1-4 及表 1-6 所示。 

1.1.2 P4 

6. 第 20 頁之(四)有關「清淤

土砂回置石岡壩下游，建

議取較大粒徑」，請說明

是要多大粒徑、料源充足

程度以及是否列入案例

評估。另外，有無以往回

填案例之資料？ 

6. 第 20 頁有關於「清淤土砂

回置石岡壩下游，建議取

較大粒徑」的敘述為「石

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中

的防淤對策，本計畫為三

維數值模擬的清水模擬，

不針對淤積土砂進行分

析。文中字詞表達不佳造

成誤會的部分已做修改。

請見 P22 頁。 

2.1.1 P22 

7. 表 2-7 字體太小請更正。

第 30~31 頁及第 40 頁相

關數學式編排不正確及

格式錯置，建請按標準程

式編輯。 

7. 表 2-7 表格已經重製。並也

調整第 30~31 頁及第 40 頁

相關數學式編排不正確及

格式錯置。 

2.3.2 

2.3.3 

P32-36 

P40-41 

8. SmartDo 進行最佳化分

析，採樣大小是多少？ 

8. 引進最佳化模式的意義為

在考慮許多變異的參數

下，避免進行太多的計算

2.3.3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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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測試案例。以本計畫為

例，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

的可能需要調整之設計參

數約為 5~10 個。若以 10

個參數，二次函數擬合為

例，總共至少須要 59,049 

(3^10)個計算樣本。本計畫

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採用最

佳化設計軟體 SmartDo 進

行最佳化模擬可減少計算

案例的採樣，至少減少為

30 個案例為目標。 

9. 第 68 頁成果教育訓練課

程與第 9 頁辦理 12 小時

以上課程不一致，請修

正。 

9. 遵照辦理，已修正教育訓

練課程時數。 
2.9 P69 

10. 第 69 頁預期成果，由

於消能設施在水規所及

中水局各有其方向，該如

何融合，請加改善方向之

建議。 

10. 不管是水規所或是中水局

的方案中，副壩下游新增

一座消能池已經是共識。

透過三維數值模擬針對石

岡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的不

同尺寸進行分析，進而得

知不同情形的水理與流場

特性，來研判消能池是否

發揮消能作用。藉由本次

最佳化模擬，並針對歷年

改善方案（包含水規所及

中水局方案），進行最佳化

方案的評估。 

第三章 P70 

11. 計畫書附上附錄一，但

文章中未見放置何處，應

該在第 70 頁人力配置之

顧問及第 71 頁組織分工

之顧問中。請增補。 

11. 遵照辦理，已在 P72 捕述

人力配置與附錄一之位

置。 4.1 P71 

12. 本計畫有關巨廷公司

之角色為何？與本計畫

如何配合及操作，請補充

12. 本計畫中巨廷公司主要依

石岡壩下游河道沖刷情勢

研擬消能設施工程方案，

4.1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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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說明。 並配合三維數值模擬結

果，檢討調整消能設施佈

置方式，並辦理相關工程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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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工

作執行計畫書 

貳、會議時間：106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10 時 00 分 

參、會議地點：本局 2 樓第 1 會議室 

肆、主持人：汪主任工程司平洋 

伍、記錄人：楊舜行 

陸、出(列)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本局石管中心）報告：（略） 

玖、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簡報：

（略） 

拾、議題討論及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 藍委員振武 

1. 數值模式應用上，應對邊

界條件、起始條件之設

定，宜詳加說明。 

1. 謝謝委員提問，對應邊界

條件請參考第三章中的三

維數值模擬分析的物理數

值條件與上下游邊界條件

設定。 

第三章 
P52- 

P54 

2. 模式最佳化設計，何謂最

佳定義，宜明確說明。 

2. 本計畫消能池最佳化設計

將採用最佳化設計軟體

SmartDo 進行副壩上游消

能池尾檻及下游新增消能

池的最佳設計，以設施前

後的能量變化，當作最佳

化設計的標準，利用最佳

化模式減少計算樣本數，

達到設計的最佳化，詳細

最佳化模式的理論與程序

請參考報告中的 4.3 節所

4.3 
P67-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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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述。 

3. 對 3D 模式之網格設計，

在水氣交界面是變動或

是固定？ 

3. 謝謝委員的提問，本計畫

中計算網格都會經過網格

獨立性的測試，會在預測

水面位置做網格細化的處

理，所以不會在水氣交界

面做適應性網格的變動。 

  

4. SmartDo 模式最佳化求

解，設定之基本 sample 

size 為多少？ 

4.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的可

能需要調整之設計參數如

消能池長度、深度、長度、

尾檻高度及工程預算等 5

個設計參數，也包括束制

函數（最大值和最小值）

及目標函數（能量差），請

參閱表 1-5。 

表 1-6 P12 

5. 計畫書應將改善方案評

析一節放在前面，好讓讀

者真正了解整個計畫的

方向與目的。 

5. 謝謝委員的建議，改善方

案評析會包含本計畫建議

之方案與各方案綜合評

析，所以不宜放至文章前

面，但報告書的內容會在

第一章緒論中增加討論歷

年改善方案之內容，好讓

讀者真正了解整個計畫的

方向與目的。 

2.2 
P32- 

P51 

6. 計畫中摘述之斷面位

置、結構物位置等，宜繪

製清楚。 

6. 謝謝委員建議，將於往後

的報告中增加斷面位置。   

二、 程委員桂興 

1. 本計畫所採用之計算流

體軟體，請說明應用於國

內外之河川與本計畫類

似之案例，藉以了解其應

用之可操作性。 

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採用

之 ANSYS CFX 三維數值分

析模式在國內外有相當多

的應用，除了在機械工業、

生醫產業及能源工業等有

許多應用，在國內的水庫模

擬領域也相當多的應用，如

4.1 
P55-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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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德基水庫淤積模擬、翡翠水

庫泥沙運移特性解析、曾文

水庫集區漂流木潛勢分

析、石門水庫的各項水工設

施及後池的場分析等，詳細

文獻應用請參閱 2.3.1 節所

述。 

2. 請說明本三維模擬有哪

些參數需要率定？以哪

些量測結果作為驗證？

並說明檢定驗證之程序。 

2. 謝謝委員提問，三維數值模

擬模式為求解連續方程式

及動量方程式，原則上並沒

有參數需要律定，只有在紊

流模式上有一些經驗係數

需要依流況不同而改變，詳

細理論與推導請參閱 4.2 節

所述。本計畫與水工模型試

驗做驗證是以流速及水位

高作為驗證參數。 

4.2 
P59- 

P66 

3. 第 33 頁，敘述三維模擬

共有 13 個未知數，第 34

頁則表示有 7 個未知

數，建請將三維數模中各

方程式之符號與未知數

以及參數等，加以說明，

並說明本計算流體軟體

之功能。另本研究使用之

k-紊流模式係商用軟體

所採用或另外之數模分

析？ 

3. 謝謝委員提問，三維數值分

析模式求解連續方程式及

動量方程式，且考慮紊流效

應，三維的紊流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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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法解得

此紊流場的流場型態。為了

要解得此紊流場的流場型

態，必須要再額外搭配紊流

模式，這樣一來，就會變成

連續方程式、三個動量方程

式、k 和 傳輸方程式等共七

個方程式，就可以求解簡化

後的七個未知數，就可使得

此紊流場成為一個封閉問

題，順利求解。詳細推導過

程參閱 4.2 節。 

4.2 
P59- 

P66 

4. 第 41 頁，SmartDo 最佳

化設計軟體是否係商用

軟體？功能有哪些？

4. 謝謝委員提問，SmartDo

及 ANSYS 皆為商業化軟

體，分析功能、軟體內容

第四章 
P55-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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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ANSYS 分析軟體功能有

哪些？均請加以說明。另

目標函數與束制函數，本

計畫將如何採用？對於

軟體內容與應用請簡要

說明，俾以了解其內涵。 

與應已補述於第四章中，

請參閱。本計畫中目標函

數為設施前後的能量變

化，束制函數以設計參數

的最大值在最小值為基

準。 

5. 建請繪製歷年河道沖淤

變化圖，探討沖淤變化原

因，並評估檢討以往之改

善方案，提出可行改善方

案，再利用三維數模加以

模擬檢討。 

5.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 2.1

節增加歷年河道沖淤變化

一大項，描述 86-101 年之

河床高縱斷面圖及歷年橫

斷面圖，101 年至今之資料

會於往後報告中補足。 

2.1. 
P21- 

P31 

6. 本計畫改善方案之數值

模擬，邊界條件之採用，

請加以說明。另建請以 1

維或 2 維河道沖淤模

式，加以模擬評估。 

6. 謝謝委員建議，邊界條件

之採用已補述於 2.2 節

中。本計畫著重於消能池

的三維數值模擬最佳化分

析，暫不考慮 1 維或 2 維

河道沖淤模式。 

第三章 
P52- 

P54 

7. 有關靜水池消能設施，建

議可考量採用 dentoid 

baffle 或 baffle blocks 或

stepped 等方式消能。 

7. 有關消能設施之檢討，將

會配合河床坡降變化情

形，評估採用 dentoid baffle

或 baffle blocks 或 stepped

等方式消能。 

  

8. 因河道沖刷，礫石層已消

失，河道中之軟岩極易風

化變成泥質河床，其平衡

坡降已變得其為平緩，請

探討如何調整河道坡

降，以避免下游河道持續

沖刷。 

8. 由於消能池下游河道持續

刷深，主要受河道坡降改

變產生溯源侵蝕作用，及

食水嵙溪匯流口後流向與

岩層走向斜交，河道順岩

層走向沖擊左岸等因素控

制，本研究將先納入第三

河川局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之設計成果加以分析，再

檢討增加調整河道坡降及

控制流心設施之必要性。 

  

三、 黃委員添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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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有否類似本計畫相關國

內外研究成果，可供參

考。 

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採用

之 ANSYS CFX 三維數值分

析模式在國內外有相當多

的應用，除了在機械工業、

生醫產業及能源工業等有

許多應用，在國內的水庫模

擬領域也相當多的應用，如

德基水庫淤積模擬、翡翠水

庫泥沙運移特性解析、曾文

水庫集區漂流木潛勢分

析、石門水庫的各項水工設

施及後池的場分析等，詳細

文獻應用請參閱第四章所

述。 

第四章 
P55- 

P72 

2. 利用 SmartDo 進行最佳

化分析，是否針對局部影

響區域考慮，或整體範圍

一併納入。分析對象除消

能池外，固床工、護坦、

護 甲 層 是 否 也 納 入

SmartDo 最佳化分析，其

影響因子為何？可否以

簡單實例驗證 SmartDo

分析結果之可信度。 

2.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

著重於消能池的消能最佳

化分析，所以針對局部影

響區域考慮，由於要考慮

的參數有消能池長度、深

度、長度、尾檻高度及工

程預算等設計參數，計算

量非常大，所以暫不考慮

將固床工、護坦、護甲層

納入 SmartDo 最佳化分

析。實例驗證案例請見

4.3.3 節所述。 

4.3.3 
P71- 

P72 

3. 河床底部是岩盤或護甲

層，是否列入考慮？ 

3.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以

定床水理模擬為主，忽略

底床的沖淤模擬。 

  

4. 透水固床工與一般固床

工建構模型有何不同？

透水固床工成效如何？

就實務及分析層面考量。 

4. 透水固床工於模擬時可視

為多孔材料，並以給定滲

透係數方式進行分析。惟

過去針對石岡壩下游河道

沖刷所設計之透水固床

工，主要設置於局部深槽

斷面處，以減緩低水路於

深槽之沖刷深度，但於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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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圖/表 頁次 

水事件時之消能功用不明

顯，較屬短期應急工程性

質。而本研究所探討固床

工主要為調整河道坡降及

控制流心，較屬整體河道

消能設施之探討。 

5. 基樁疊異型塊如何在分

析中加以模擬？ 

5. 本計畫以定床水理模擬為

主，異型塊以固定構造物

加以考量，並以設計頂部

高程為其完成面加以模

擬。 

  

6. 固床工底部基樁設計是

否在分析中再加以考

慮，或只考慮固床工表面

實體結構而已？ 

6. 本計畫係檢討河道消能設

施水理特性，與河道及構

造物間之斷面、高程變化

較有關聯，因此模擬分析

只考量固床工表面實體結

構。 

  

7. 教育訓練內容為何？  7. 教育訓練目標為使學員了

解三維數值模式應用成

果，以及如何協助工程實

務的規劃與設計為主，以

本計畫研究方法及程序為

上課示範操作項目，詳細

內容請參閱 2.9 節所述。 

第十章 P105 

8. 除增加消能池尾檻之高

度外，在消能池部分有否

新消能方式之建議？ 

8. 除增加消能池尾檻之高度

外，一般另可檢討增加消

能池長度及深度對消能水

理之成效。惟考量現況第

二消能池上、下游尚分別

設有第一消能池及副壩，

增加第二消能池之長度及

深度將影響現有第一消能

池及副壩設施結構，故將

依委辦工作要求，僅辦理

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

最佳化設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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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圖/表 頁次 

四、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 石岡壩下游相關重要既

有建造物，包括石岡污水

場及埤豐橋，且具有現況

微小變動即可能造成災

損之危勢，爰建議本計畫

模擬之相關方案，皆能補

充考量方案布設後，對前

述二既有建物之安全影

響評估。 

1. 本計畫以水理模擬為主，相

關方案之分析均會說明流

速、能量水頭、底床剪應力

的水理特性之差異，據以評

估消能設施之成效，不涉及

探討石岡污水廠及埤豐橋

之安全影響評估。 

  

2. 本計畫布設方案，模擬結

果建議與歷年計畫(大甲

溪綱要計畫、河床穩定方

案計畫中建議之方案)之

布設方案比較。 

2. 本計畫佈設方案主要參採

大甲溪河床穩定方案計畫

中之建議方案，並納入第三

河川局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之設計成果。 

  

3. 不 同 流 量 模 擬 案 例

（500~9100 cms）約每增

1000 cms 模擬一案例，共

10 組，建議可考量改以

不同重現期距(Q2、Q5、

Q10、Q20、Q25、Q50、

Q100)減以為 7 組，亦較

合理。 

3.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不同

流量模擬案例（1500~9100 

cms）約每增 1000 cms 模

擬一案例為合約規定，為

符合合約精神，不宜更

改。但 1500~9100 cms 的

案例中大部份已包含不同

重現期距的流量。 

  

4. 大甲溪大斷面資料，本計

畫僅蒐集至 101 年，而目

前最新之大甲溪大斷面

測量成果為 103 年(第三

河川局)，建議更新。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

採用最新之斷面資料。 

  

五、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

最佳化設計方案模

擬，建議針對第 2 座消

能池布設位置加以模

擬，例如布置於食水嵙

溪之前等方案，並加探

1.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在

103 年的石岡壩水理三維數

值不確定性分析計畫中，已

經有詳述改善各方案的水

理分析，請詳閱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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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第 1座固床工消能

之間關係。 

2. 本計畫及本所模型試

驗，水利署納入台美八號

附錄工作成果諮詢及交

流，相關成果屆時請彙整

與美方交流。 

2. 遵照辦理 

  

3. 分析流量範圍為 1500 

cms~8500 cms 以 1000 

cms 為間隔，惟計畫河段

地形特性，在不同流量及

位置下，水理行為趨勢似

乎不一致，建議應確認模

擬目標流量。  

3.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最佳

化模擬，以 2500 及 9100cms

為目標流量，請參閱表 1-3

及 1-5 所示。 
表 1-4 

表 1-6 
P12 

4. 模式分析之 1.消能機制

(能量守恆、動量守恆)；

2.模擬範圍；3.初始地形

(104年淤積測量＋101年

River+Dam)； 4.分析標

的，除能量須坡降外，可

考慮其它水理因子變化。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特

別注意委員提及之問題，請

參閱報告各單元。 

  

5. 期望本研究能提出石岡

壩消能之法，以減緩對下

游影響。 

5. 謝謝委員的期許。 

  

6. 分析案例之流量有 10

組，其工作量不少，如酌

減著重在案例上較佳。但

消能工法配置(方案)究竟

是配置在何處，高度及長

度是能由最佳化尺寸模

擬分析來完成？最後，最

佳方案是否要再放入模

型中檢討其成效？ 

6.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最佳

化模擬，以 2500 及 9100cms

為目標流量。並用這兩個流

量去決定消能工法配置、高

度及長度。決定出最佳化消

能池後，再進行不同流量的

模擬案例。 

表 1-4 

表 1-6 
P12 

7. 模擬河段建議能往上、下 7.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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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延伸，以窺全貌，如下

游至少到埤豐橋下游固

床工以下，而若干區位之

網格尺寸不必到 0.2 或

0.5 公尺，以減少演算

量；以將多出來的網格用

在調大模擬範圍。 

於消能池的最佳化設計，並

且副壩附近的流場並不會

受到埤豐橋下游影響，所以

本計畫暫時不考慮將範圍

延伸到埤豐橋下游。 

六、 經濟部水利署中水局養護課 

1. 表 1-1石岡壩主要設施數

據中，921 地震後之設計

排洪量 9100 cms 係石

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之

校核洪水量，應非 921 地

震後設計排洪量，請查檢

修正。 

1. 謝謝委員指正，經查閱第四

次 安 全 評 估 報 告 後 ， 

9100cms 為設計排洪量。 

表 1-1 P5 

2. 第 19 頁泥砂相關資料引

用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

估，惟目前所列資料似與

本計畫分析參數無明顯

關聯？ 

2. 謝謝委員指正，會再重新修

正報告。 

2.1.1 P19 

3. 第 2.1.2 節相關工作成

果，宜補蒐集三河局近年

規劃設計及施工成果。 

3. 遵照辦理，請參閱 2.2 節所

述。 2.2 
P32- 

P51 

4. 第 2.4.1 節石岡壩壩體幾

何外型建立所需資料，有

關設計圖收集部分，建請

再蒐集 921 地震後修復

相關工程以符實需，另石

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有

針對壩體進行 LiDAR 3D

掃描測量，建議可收集參

考。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採

用最新之斷面資料。 

  

5. 第 2.4.2 節下游河道幾何

外型建置，目前採用 104

年地形圖資料，庫區淤積

5.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採

用最新之斷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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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101 年資料，因石岡

壩不論上、下游本局每年

皆有辦理測量，建請蒐集

更新。 

6. 第 2.8 節改善方案評析，

宜補蒐集三河局相關資

料，並依據目前規劃設計

及施工成果來檢討評析。 

6. 遵照辦理，請參閱 2.2 節所

述。 
2.1.2 

P32- 

P51 

七、 經濟部水利署中水局鯉管中心 

1. 第 65 頁有關石岡壩下游

固床工斷面示意圖，及第

66 頁副壩下游新增消能

池所設計異型塊及方形

混凝土塊，是否能承受最

大設計洪峰時達到穩定

要求，所有固床工破壞皆

會於本區發生而擴大災

害，建議這部分穩定應單

獨提出細部水理分析。 

1. 有關消能池及固床工下游

所設計之異型塊及方形混

凝土塊，均會依設計流量進

行水理分析，檢核掏刷深度

及消能設施長度，以達到穩

定要求。 
  

八、 經濟部水利署中水局石管中心 

1. 有關第三河川局建議改

以不同重現期距 Q2、

Q5、Q10、Q20、Q25、

Q50、Q100 共 7 組，模

擬不同之流量，建請討

論。 

1.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不同流

量模擬案例（ 1500~9100 

cms）約每增 1000 cms 模擬

一案例為合約規定，為符合

合約精神，不宜更改。但

1500~9100 cms 的案例中大

部份已包含不同重現期距

的流量。 

  

2. 計 畫 中 所 述 之

SmartDo ， 還 是

SmartDo，建請統一。另

文字中有「分布」與「分

布」之寫法，建請改為「分

布」。 

2. 謝謝委員指正，已經修改完

成。 

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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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圖/表 頁次 

3. 表 2-8 所列數據，是本計

畫所建置之網格嗎？請

補述。另表 2-9 請補資料

來源。 

3. 謝謝委員提問，表 5-1 所列

數據，為參考”石岡壩水理三

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計畫

的數據[35]，本計畫大致原

則不改變，些微部分會隨著

現況地形和模擬案例而改

變。表 2-9 為本計畫計算結

果，如 P50 頁說明。 

5.3 P80 

4. 計畫書內容文字誤繕部

分，如第 11 頁倒數第 5

行「下游靜水及池」應為

「下游靜水池及」、第 56

頁倒數第 4 行「EL.253、

EL.248、EL.253」，應為

「 EL.253 、 EL.248 、

EL.245」、第 61 頁表 2-11

「副壩中斷新設一排水

路」，應為「副壩中段」

等，請更正並再全面檢

視。 

4. 謝謝委員指正，已經修改完

成。 

各章節  

拾貳、綜合決議： 

1. 依據契約規定廠商須於

簽約日起 10 日內提出工

作執行計畫書，經查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於 106年 7月 6日提送工

作執行計畫書，提送期程

符合契約規定。 

1. 遵照辦理 

  

2. 模擬不同之流量在高流

量部分，原 8500 cms 改

為 9100 cms，以符合設計

洪水量。 

2. 遵照辦理 

  

3. 本計畫相關成果，請彙整

納入台美八號附錄工作

3.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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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成果諮詢及交流。 

4. 有關第三河川局提出改

以不同重現期距 Q2、

Q5、Q10、Q20、Q25、

Q50、Q100 共 7 組，模

擬不同之流量之建議，按

契約之規定，仍以不同之

流量（500~9100cms，每

1000 cms 作區隔）進行模

擬分析，並請執行單位將

三河局之建議，納入考

量。 

4.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不同流

量模擬案例（ 1500~9100 

cms）約每增 1000 cms 模擬

一案例為合約規定，為符合

合約精神，不宜更改。但

1500~9100 cms 的案例中大

部份已包含不同重現期距

的流量。 

  

5. 經研商本工作執行計畫

書原則認可，請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

中心參照與會單位相關

意見修正後，於 106 年 8

月 15 日前將修正計畫書

送達本局憑辦。 

5.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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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期

中報告書 

貳、會議時間：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14 時 00 分 

參、會議地點：本局 2 樓第 1 會議室 

肆、主持人：汪主任工程司平洋 

伍、記錄人：邱柏瑞代 

陸、出(列)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本局石管中心）報告：（略） 

玖、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簡報：

（略） 

拾、議題討論及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 黃委員添坤 

1. 斷面 S00-1~S00-17 與水

工構造物位置之對應關

係，請加以繪製呈現。 

1. 遵照辦理，會加強繪製斷面

S00-1~S00-17與埤豐橋上游

固床工位置之對應關係。 

  

2. 分析結果消能效果是否

除水位外，也有其他數據

加以檢視。 

2.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數值

模擬分析結果不只以水位

高來呈現消能結果，也有呈

現能量總水頭高，水面速

度、底床壓力及剪應力等來

檢視流場現象及消能效果。 

7.2 
P81- 

84 

3. 尾檻提高雖可消能，但落

差更大，下方之結構是否

有效提供抵抗？整體縱

斷面水位線及底部剪應

力及沖擊力也一併呈現。 

3. 依石岡壩現況第二消能池

設置方式，尾檻提高後可降

低下游護坦高度提供作為

水墊消能，後續改善方案評

析將進一步檢討下方結構

7.2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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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體之調整設置方式。 

4. 前述問題應一併於改善

方案評析，加以檢討工程

設計之安全性。 

 

4. 謝謝委員建議，謝謝委員建

議，後續改善方案評析將進

一步評估尾檻提高之工程

設計方式，並檢討其安定

性，以確保結構安全。 

  

二、 陳委員昶憲 

1. 以 SmartDo 進行最佳化

分析，決定副壩上游消能

尾檻高度，不同流量其值

不同，未來如何抉擇？其

評斷指標為何？ 

1. 本計畫進行副壩上游消能

尾檻高度最佳化模擬設計

時，考量低流量 (2500cms)

及高流量(9100cms) 當作設

計流量。完成最佳化設計

後，會進行各流量的案例分

析，並提供研究結果給業務

單位工程設計上的參考。 

1.2 
P12- 

13 

2. 未來副壩下游消能池最

佳化探討 4 參數，其目標

函數為何？另又進行不

同流量亦進行最佳化模

擬，其結果與前述的結果

如何評量。 

2. 本計畫的目標函數為能量

總水頭高的消能、水面速度

及底床剪應力。 
7-1 式 P77 

3. 三維數值模擬之檢定與

驗證係以質性說明，不知

以量化指標說明是否有

困難，又如何確認模式參

數設定是可接受的。 

3. 本計畫三維模式經水工試

驗模型比對水位接近，且三

維模式直接求解 Navier- 

Stokes 方程式，並無假設參

數可調整。 

4.2 P47 

4. 教育訓練在工作項目中

列出至少 50 人，然中心

電腦教室大小僅容納 30

人，是否需要再舉辦 1

場。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教育

訓練舉辦兩個梯次，每梯次

6 小時。 第十章 P95 

三、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及岩 1. 遵照辦理，在確認消能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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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盤挖除(河道整理)工程布

置，預計年底發包，建議

納入模擬網格建置。 

佳化設計後，各流量的模擬

即會將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及岩盤挖除(河道整理)工程

布置放入全流域的模擬中。 

2. 食水嵙溪排水匯流是否

考量納入數值模擬之入

流邊界條件？ 

2.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食水嵙

溪排水匯流量比起石岡壩

主流量相當小，所以本計畫

忽略不計。 

  

3. 簡報第 24 頁新增消能池

最佳化模擬案例，計採 2

組流量、4 個最佳化參

數。如工程經費不計，另

3 參數(長、深、高)假設

各採 3 組，則將需跑

2333=54 組案例，

遠多於 12 組案例？ 

3. 本計畫採用 SmartDo最佳化

軟體進行最佳化設計，可減

少需多案例的執行組數，實

際是不用執行到 54 組的。 
1.2 

 

P12- 

13 

4. 第 15 頁洪峰流量一節蒐

集之資料，建議補充資料

來源。 

4. 遵照辦理 

2.1 P17 

5. 第 24 頁歷年河道沖淤變

化一節，建議補充其變化

之分析說明。 

5. 圖2-6中顯示在石岡壩(斷面

36)與埤豐橋 (斷面 35)之

間，從民國 89 年到 94 年間

雖然呈現河床淤積，但是在

河床坡降方面卻沒有太大

變化，仍然是維持 921 地震

後較高的河床坡降。詳細內

容請見 2.2.4 節。  

2.2.4 P25 

6. 參考文獻請增加 103 年

大甲溪大斷面測量計畫。 

6. 遵照辦理 
參考文獻 P114 

7. 簡報第 70 頁數模檢定與

驗證，建議尋求模擬範圍

內之某特徵斷面或將徵

點之模擬成果值與物模

成果比較。 

7. 謝謝委員建議，三維數值模

擬與水工模型的比對主要

是確認三維模式的可行

性，本計畫已在流況複雜的

斷面 6與流況平緩的斷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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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的位置與模型試驗做比對。 

8. 各相關既有建造物之安

全影響程度？ 

8. 後續將以消能設施建議方

案，結合現況河道進行模

擬，再依模擬結果之水理特

性，進一步評估各相關既有

建造物之安全影響程度。 

  

四、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模擬尾檻高度最佳化結

果，建議配合三河局未來

興建第一座困床工高程

及河道整理地形做為模

擬情境，比較有連貫性。 

9. 遵照辦理 

  

2. 本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

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

究總報告」之河床穩定方

案，係於石岡壩下游規劃

2 座消能工及 2 座固床

工，今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業已完工，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已設計完成，雖設計

與規劃內容略有差異；為

符現場未來狀況，故建議

將現場實際狀況及預期

布置等，納入本次報告模

擬案例及後續改善方

案，以能與本次提出案

例，一併比較優劣，以符

本計畫目的。 

10.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

將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最

佳化設計模擬，與新增消能

池最佳化設計方案模擬，分

開做最佳化評析。待完成最

佳化設計後，兩者再放入全

域模擬中，檢定兩者的消能

效果。 
  

3. 第五章中請說明模擬範

圍，最好有張圖能說明並

標註斷面或跨河建造物

位置，並請說明模擬邊界

條件如地形採用年份等

資料。  

11. 遵照辦理，已補充內容。 

圖 5-1 P77 

五、 本局養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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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圖 6-1 三維模擬流場結

果，建議與圖 6-2 水工模

型試驗結果進行比較評

估與說明。另圖 6-4及 6-5

水位高比對結果，似僅說

明兩者水位差異，建議補

充說明差異可能原因，及

是否還須進行參數調整。  

12.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 P91

說明比較差異。 

6.2 P91 

2. 第 91 頁第一段敘及將副

壩上游第二消能池尾檻

增高，消能功用就會提高

之論述，是前次(103 年)

分析成果建議？還是契

約要求？ 

13. 本計畫預期將副壩上游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消能

池的消能就會增加，經過模

擬後，結果也顯示只要增加

尾檻高度，在第二消能池內

就會形成水躍，增加消能。 

7.2 P98 

3. 第 100 頁敘及前次(103

年)分析成果，建議採改

善方案三，為何第 103 頁

改善方案評析卻以方案

四來進行布置說明？ 

14. 謝謝委員提醒，已做些微

調整。本計畫評析以改善方

案三及方案四為主，改善方

案評析內容在期中報告僅

作預先規劃，在期末報告時

會將第八章模擬內容配合

改善方案規劃，再提出評析

方案。。 

第九章 P105 

4. 第九章改善方案評析第

106~107頁所述之第二消

能池新增尾檻及下游新

增消能池之方式，係已綜

整目前下游已完工及完

成設計設施之評估結

果？在未進行第八章最

佳化設計方案模擬前，就

可提出上述第九章改善

方案方式？ 

15. 第九章改善方案評析內

容在期中報告僅作預先規

劃，在期末報告時會將第八

章模擬內容配合改善方案

規劃，再提出評析方案。 
第九章 P105 

5. 第七章第二消能池尾檻

高度最佳化設計模擬，與

第八章新增消能池最佳

化設計方案模擬，兩者分

16. 本計畫第二消能池尾檻

高度最佳化設計模擬，與新

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方案

模擬，分開做最佳化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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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別模擬後，是否還須進行

兩者綜合之模擬？若須

綜合模擬是否也要做最

佳化模擬？ 

待完成最佳化設計後，兩者

再放入全域模擬中，檢定兩

者的消能效果。 

6. 第 120 頁評選會議審查

意見，建議名稱修正為評

選會議委員意見，審查時

間名稱建議修正為會議

時間，另審查人員欄位建

議刪除。 

17. 遵照辦理，已作修正。 

附錄二 p120 

六、 本局石管中心 

1. 請納入三河局下游固床

工最後定案的地形。 

1. 遵照辦理 
  

2. 本案仍須與水規所模型

試驗等成果，交互比對，

再行決定最佳方案。 

2. 遵照辦理 

  

3. 最佳化函數中，消能效果

可否比對至下游固床工

1、2 之消能效果。 

3. 個別設施的最佳化分析，應

以其設施附近為模擬範

圍，如果比對到太遠的地

方，會受到其他地形或設施

的影響，影響到設施的最佳

化效果。 

  

4. 建議以最新地形結果，再

進行本案模型驗證工作。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與模

型試驗比對的案例使用的

地形為 104 年的地形，與模

型試驗相同。 

  

5. 摘要部份，請將第十一章

之成果併入說明。 

5. 遵照辦理 
摘要  

6. 第 22頁及第 24頁所引用

101年度之石岡壩副壩下

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

告及淤積測量報告，請引

6. 遵照辦理，已更新。 

2.2.4 
P29-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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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用最新 105 年度之報告。 

7. 參考文獻統一格式。另中

文文獻請勿夾雜英文文

獻，請修正。 

7. 遵照辦理，已修正。 

參考文獻 P114 

8. 建議文中所引述之參考

資料能與「參考文獻」相

對應，俐如以上標方式加

入編號，有利於閱讀。 

8. 遵照辦理，用[ ]修正參考文

獻對應。 
各章節  

9. 文中所引用之參考資

料，有些遺漏並未列在參

考文獻中，請再檢視補

正。 

9. 遵照辦理，已修正。 

參考文獻 P114 

10. 第 84 頁圖 5-13 太黑導

致不清晰，建議調整色差

修正之。 

10. 謝謝委員建議，已作修

正。 5.3 P86 

11. 第 100頁研究成果教育

訓練，請依契約規定之時

程提出。 

11. 遵照辦理，先提出上課時

間，詳細時間在與業務單位

確認。 

第十章 P111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綜合決議：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依據契約規定廠商須於

簽約日起 105 日曆天(10

月 13日)內送達期中報告

書，經查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送達期中報告

書，提送期程符合契約規

定。 

1. 謝謝承辦單位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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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2. 請加入經濟部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下游固床工最

後定案的地形。 

2. 遵照辦理。 

  

3. 請在 12 月底提送本案初

步成果(簡報檔)並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 

3. 遵照辦理。 

  

4. 經研商本期中報告書原

則認可，請執行單位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參照與會單位相關意見

修正後，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前將修正報告書送

達本局憑辦。 

4. 謝謝委員們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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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委託服務

工作小組會議 

貳、會議時間：10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10 時 00 分 

參、會議地點：石管中心 2 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顏副局長詒星 

伍、記錄人：楊舜行 

陸、出(列)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本局石管中心）報告：（略） 

玖、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簡報：

（略） 

拾、議題討論及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 楊委員錦釧 

1. 若欲了解消能對石岡壩

下游河道的影響，應先了

解兩岸高灘及底床軟岩

的性質，及其分布與深

度。 

1. 謝謝委員建議，計畫的重點

著重於消能池的消能改

善，有關於兩岸高灘及底床

軟岩的性質，及其分布與深

度會在建議事項中建議另

案辦理。 

  

2. 欲消減多少能量方能達

到工程規劃的需求(無論

是穩定河床亦或構造物

作用力降低等)，建議應

予以定義清楚。不然依目

前分析的成果，可看出消

能增加得幅度不到 1

米，工程的效益有討論的

空間。 

2.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重點

在於討論消能池的尺寸設

計，使其消能效果達最大

化，若能量水頭降低 0.91 公

尺，則流速最大可減少 4.2

公尺/秒，可大幅減少底床沖

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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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3. 軟岩河床的沖蝕行為及

機制在上次 106 年 12 月

13 日水利署召開之會議

已大致說明，於此不再重

複，基本上並無所謂溯源

沖蝕亦或平衡坡度的概

念。因此，石岡壩的保護

措施應加強基礎的深度

與強度，以防未來持續沖

蝕的深度。 

3. 謝謝委員建議，副壩下游新

增消能池就是用來保護副

壩的安全，以防未來持續沖

蝕的深度。 

  

4. 無論是固床工或消能設

施只有延遲的作用，並無

法抑制軟岩沖蝕的現

象；輔以上游來砂形成水

力篩分及護甲層，是未來

可考量的方案之一。 

4. 謝謝委員建議，會將建議列

入建議事項，提供未來整治

之參考。 
  

5. 既然是模擬分析研究，建

議補充說明格網、CPU 

time、邊界條件、檢定驗

證等，最好能與水規所的

物模作比對，以茲佐證模

擬的可靠性。 

5. 謝謝委員建議，已經在報告

的第三~五章的內容說明格

網、CPU time、邊界條件、

檢定驗證等，並於第六章與

水規所的物模作比對，請參

考其內容。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6. 後續模式的應用，建議下

游軟岩河段可採用二維

模式進行動床模擬，探討

各消能固床方案河道沖

刷行為，後再研議局部設

施三維模擬修正的必要

性。 

6. 謝謝委員建議，會將此建議

列入後續計畫參考。 

  

二、 謝委員世傑 

1. 本計畫針對壩下游消能

河段做模擬，其成效及趨

勢不甚明顯，宜加長模擬

河段，對構造物及河段穩

定較明顯。 

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模擬

範圍為石岡壩壩體到埤豐

橋的河道段，消能池的改善

與新增消能池的最佳化設

計，以不提高埤豐橋位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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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速為目標，所以目前的模擬

河段可達到模擬檢討之需

求。 

2. 水規所原規劃方案，可否

納入與本次方案共同模

擬，做比較分析，其優劣

會較明確，方便做選擇。 

2.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有與

水規所方案做比對，請參考

報告中的第六章內容。 
第六章  

3. 下游固床工，第三河川局

已完成 1 座，第 2 座(埤

豐橋上游)準備施工，核

定方案已逐步施工，本計

畫研究應考慮既成條

件，全面考量。 

3.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模擬

範圍為石岡壩壩體到埤豐

橋的河道段，已包含第三河

川局準備施工的埤豐橋上

游固床工和整治河段。 

  

4. 仁義潭水庫竹山攔河堰

沖刷之經驗，經下游八掌

溪固床及堰體改造及消

能設施逐漸穩定，請列入

參考。 

4. 謝謝委員建議，八掌溪的河

床坡降與石岡壩的河床坡

降皆屬超臨界流河段，可藉

由一系列之固床工及消能

池，使下游河道逐漸穩定。 

  

三、 吳委員憲雄 

1. 跨河蓄水建造物不宜僅

顧及自身安全，而需兼顧

上 下 游 河 床 之 穩      

定，石岡壩之問題，不僅

自身安全，下游埤豐橋間

之河床軟岩下切對左岸

之安全問題亦屬同等重

要，石岡壩尾檻以下通水

斷面不足全河道之 1/5，

形成大單寬流量高流速

之下切能量，尾檻高度越

高，如未有再消能，對下

游河床形成更大下切能

量，故建議模式建立設計

時，能以埤豐橋之能量不

增加為限制條件。 

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

以埤豐橋位置之流速不增

加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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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2. 石岡壩無所謂溢洪道，而

係全閘門控制溢流堰。 

2. 謝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已將

溢洪道改為溢流堰。 
  

3. 右岸保留之二座破壞之

閘門，其保護程度僅有

5000cms，超過流量將溢

流。 

3. 本計畫模擬範圍不包含右

岸保留之二座破壞之閘門。 
  

4. 右岸之高灘地高於設計

洪水位，第二道尾檻之布

設似無必要為全河道，模

式設計之型式宜配合實

際之地形。 

4. 本計畫工作目標不在於工

程設計，著重於方案的模擬

檢討，目前模擬的案例以全

河道為考量，將建議未來工

程設計參考之。 

  

四、 簡委員俊彥 

1. 會前至現地觀察，發現軟

岩沖刷的深槽已兵臨城

下直逼副壩，嚴重威脅副

壩安全。在整體消能方案

定案執行之前，亟需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重點建議

由消能池改為能量的適

當分散分配橫向及縱向

將沖刷能量由副壩往下

游延長分散，以較長距離

分擔。 

1. 謝謝委員建議。消能池的設

計重點，在於減少總能量水

頭，並進而可降低流速，以

減緩河川的沖刷能力。而在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是可

保護副壩的安全。   

2. 如果沒有整體想法，光考

量尾檻的加高恐無法解

決問題，可能還會加劇局

部沖刷，建請慎重處理。 

2. 謝謝委員建議，在 9.2.1 工

程佈置一節提出，在既有尾

檻打除後新設尾檻，下游設

置混凝土塊保護河床。 

  

3. 副壩下游的深槽既已形

成，向源沖刷的主因來自

於中小洪水約 Q3~Q10

在深槽的沖刷，本研究建

議著重在這方面的分析。 

3. 本計畫模擬 1500~9100 cms

的案例中，已包含 Q3~Q10

不同重現期距的流量。   

4. 所謂目標值(能量差)的定 4.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在報 7.1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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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義請更明確。 告中 7.1 節有詳述。 

5. 本案係研究消能方法，建

議將現況及各種情境的

能線高程線示出，以利瞭

解各方案消能效果。 

5.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在報

告中 7.3.2 節與 8.3.2 節有詳

述。 

7.3.2 

8.3.2 
 

6. 石岡壩下游的應急措

施，建議以「下移溯源沖

刷遷急點」為目標，副壩

下游深槽的部分填塞及

分階跌水工設施可以考

量。長遠來看，建議以橫

向分散水流，右岸高灘地

改建為滯洪地當作目標。 

6. 已將委員意見，列入 11.2 建

議一節。 

  

五、 陳委員義平 

1. 石岡壩靜水池副壩下游

河床下切河道，因為軟岩

現況已變狹窄深溝，本河

段第三河川局已完成 1

座固床工，目前在下游預

定再建一固床工。  

1. 是的，目前三河局以固床工

來穩定河床。 

5.3 P83 

2. 本件河道沖刷模擬擬建

議以二維穩定分析，下游

固床工做為其邊界條

件，另國網中心對於第二

消能池之尾檻增高以三

維分析以增加 2.21 公尺

能量可加 0.91 公尺(以

2500cms)，對於尾檻增高

幅度宜配合水規所水工

模型試驗成果，比較取得

共識。 

2. 已將委員意見，列入 11.2 建

議一節。 

11.2 P170 

3. 副壩下游增建消能池本

研究依中興公司規劃原

二座，因下游固床工即將

興建，因此建議僅做 1

3. 已將委員意見，列入 11.2 建

議一節。 11.2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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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座，依數模尾檻以 0 為最

佳條件，形同固床工，因

此新建消能池尾檻高度

請與物模試驗成果做比

較，供中水局參改， 

4. 埤豐橋之改建對上游河

道穩定影響有利，宜與台

中市政府協商盡早辦理。 

4. 已將委員意見，列入 11.2 建

議一節。 11.2 P170 

六、 經濟部水利署 

1. 副壩上游消能尾檻及副

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

化的標準為何？(消能最

多或要消多少能量？)為

何以 2500cms及 9100cms

模擬最佳化，其物理意義

為何？ 

1. 消能池最佳化目標函數以

消能池上下游的總能量差

最大為目標值。103 年的模

擬分析，顯示現有消能池，

針對 2500cms以無法有效消

能，所以將 2500cms 視為低

流量案例，另外，設計排洪

量 9100cms 則是高流量案

例。 

  

七、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新建

工程，原預計 106 年底發

包，因故流標，目前水利

署正檢討之招標條件

中，後續將再重新上網招

標。 

1. 感謝委員意見。 

  

2. 石岡壩下游目前存在二

重要易致災高風險建物

(石岡壩水資中心、埤豐

橋) ，建議本計畫最後突

出之方案，宜有方案設置

後於石岡壩水資中心及

埤豐橋位址處至少不增

加流速、剪應力流場條件

之模擬成果說明，避免將

來萬一前述二建物發生

2. 感謝委員意見。從數值模擬

結果的比較來看，第二消能

池尾檻提高及副壩下游新

增消能池，在石岡壩水資中

心、埤豐橋處，流速都有明

顯減緩。唯後續可進行水工

模型試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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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相關災損時，衍生不必要

之權責釐清問題。 

八、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第三河川局埤豐橋上游

固床工，1 月底完成成果

報告，屆時提供參考。 

1. 感謝提供水工模型試驗資

料資料。   

2. 此區域河床質屬於較不

易沖刷的岩性，但受 921

地震後石岡壩處地層抬

升，河床坡度變陡，流速

變快，河道刷深明顯。  

2. 已將委員意見，軟岩沖刷課

題的研究，列入 11.2 建議一

節。 11.2 P170 

九、 本局鯉管中心 

1. 預定進度甘特圖之時間

軸為第 1 月、第 2 月…，

是否可加註其對應之年

月(例 107 年 1 月)，以方

便了解實際之期程。 

1.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第一章 P11 

2. 石岡壩流場、水理特性等

問題，是否有列出本案的

模式，進行哪些的假設與

簡化。 

2. 感謝委員意見，請參閱 3.1

物理及數值條件一節。 
3.1  

3. 本案針對建置後之三維

數值模型與 105 年水工

模型試驗結果，進行數值

模擬之檢定與驗證，請問

驗證結果為何？ 

3. 感謝委員意見，請參閱第六

章三維數值模擬之檢定與

驗證。 第六章  

4. 水工模型試驗可獲得哪

些資訊，與實際情形相

比，有哪些限制或誤差？ 

4. 水工模型試驗可量得水深

及流速。由於模型比尺達

1/80，唯量測儀器的靈敏度

會影響觀測值的誤差。 

  

5. 是否可將各水面速度所

對應之顏色，予以統一，

5.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請 第七章 

第八章 

P94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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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才能更方便的了解各速

度分布圖之差異。 

見第七章及第八章結果圖。 

十、 本局集管中心 

1. 建議可參考現地或誤理

模型量測之資料，比對驗

證數值模式之可靠性。 

1. 感謝委員意見，請參閱第六

章三維數值模擬之檢定與

驗證。 

第六章 P89 

一、 本局湖管中心 

1. 甘特圖第 2 列：「…之簡

化與分」，漏字，請修正

為：「…之簡化分析」。 

1.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第一章 P11 

十一、 本局石管中心 

1. 簡報中第 17及弟 18頁之

圖，似乎相同，請檢視修

正。 

1. 謝謝委員指正，會於往後報

告中修正。   

2. 副壩新增消能池，最佳化

參數之尾檻高度為 0 m，

其原因為何？ 

2. 謝謝委員指正，已於期末報

告中 8.1 節提出說明。 8.1 P124 

3. 目標函數放在 S001 斷面

線，其理由請補充說明。 

3. 尾檻增高案例目標函數放

在 S001 斷面線是因為分析

尾檻增高尺寸最佳化，目標

參考點靠近最佳化設施，避

免其他因素影響最佳化正

確性。 

  

4. 加入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溪建工程之新地形，模擬

結果顯示流速在食水嵙

溪匯流處與近埤豐橋處

不減反增。建議能有未加

入新地形時的流速與能

量之模擬資料，以瞭解河

道未打開與打開後之差

異性。 

4.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的目的

於討論石岡壩下游沖刷消

能設施最佳化，所以不宜檢

討有無加入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新建工程之新地形的

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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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綜合決議：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依據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議決議第 3 點，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

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於 106

年 12月 25日送達初步成

果(簡報檔)，提送期程符

合規定。 

1. 謝謝委員認可。 

  

2. 本案模擬的流速與能

量，應考量水資中心及埤

豐橋位址處的流場，不宜

高於現況。 

2. 請參考第七章與第八章的

內容，本案模擬之方案於埤

豐橋流場速度比對都沒有

超過河道整理方案模擬數

據。 

第七章 

第八章 
 

3. 請水利署儘速處理埤豐

橋改建，除維持該橋之安

全並能穩定上游河道。 

3. 謝謝主席指示 

  

4. 本案模擬的各項參數，請

列出並說明參數使用之

原理與依據。 

4. 遵照辦理，請參考第四章與

第 7.1 節及 8.1 節內容 

第四章 

7.1 節 

7.2 節 

 

5. 整個方案應參考仁義潭

模式，提出短中長期之作

為，以維石岡壩下游河床

穩定與安全。 

5. 已於 11.2 建議一節提出本

案之建議。 
  

6. 請研議採用二維模式進

行下游軟岩河段之動床

模擬，以探討各消能固床

方案河道沖刷行為，再針

對局部設施進行三維模

擬修正。 

6. 已將軟岩沖刷課題的研

究，列入 11.2 建議一節。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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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7. 經研商本次工作會議原

則認可，請執行單位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參照與會單位相關意

見，納入期末報告中。 

7.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以將相關意見納入期末報

告個章節中。 
  

五、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委

託服務期末報告書 

貳、會議時間：10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10 時 00 分 

參、會議地點：本局調度中心 1 樓防汛室 

肆、主持人：陳局長弘凷 

伍、記錄人：楊舜行 

陸、出(列)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本局石管中心）報告：（略） 

玖、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簡報：

（略） 

拾、議題討論及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 簡委員俊彥 

1. 本報告已完成契約各項

分析工作應可接受，所獲

成果可供進一步決策參

考。 

1. 謝謝委員認可。 

  

2. 本報告模式分析部分屬

於水理分析，其成果自應

予以尊重，但成果值的解

2.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計畫研

究成果為計畫團隊針對承

辦單位提供之地形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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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讀應用建請小心謹慎。有

關改善方案的研析及建

議事項，係屬於水工規劃

設設性質，報告內所述內

容應定位為研究團隊的

初步意見僅供參考，不代

表甲方中水局的意見。 

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水理之

三維數值模擬計算成果，提

供各方參考。 

3. 本報告建議第二消能池

尾檻增高 3.08 公尺，能

量 僅 削 減 0.3 公 尺

(Q=9100cms), 效 果 甚

微，尾檻增高後在中低流

量水躍不足時反而變成

跌水工，可能加劇副壩的

沖擊破壞，故建議不宜採

行。 

3. 謝謝委員的意見。 

  

4.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有

相當的消能作用，又可把

現況副壩下游沖刷的遷

急點推向更下游，可提升

副壩的安全度。此消能池

結構更可配合將來右岸

分洪道施作，故有可行

性，建議採行。 

4. 謝謝委員提供意見，會參考

委員意見列入建議事項。 

11.2 P187 

5. 石岡壩下游防沖刷措施

路徑，建議如下： 

(1)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三河局已完成)。 

(2)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三河局正發包實施

中)。 

(3) 副壩下游增設消能

池(尚未實施前，先應

急加強保護副壩)。 

(4) 右岸高灘地增設分

5. 謝謝委員提供意見，參考委

員意見提中長期改善方案

策略，請參考 9.5 節。 

9.5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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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洪道，分 2-3 階滯洪

地消能。分洪道上游

入口約在副壩下游

增設消能池處，分洪

道規模在 Q100 時以

能分洪5000cms為目

標(配合措施：埤豐橋

改建或橋墩加固)。 

二、 謝委員世傑 

1. 本計畫研擬消能及減緩

流速之方案，歸納一個趨

勢，及改善之策略 可提

供輔助設計參考。為各項

假設條件與實際現況地

形仍有區別，提供水工模

型試驗，驗證及調整修正

設計方案。 

1. 謝謝委員提供意見，參考委

員意見提中長期改善方案

策略，請參考 9.5 節。 

9.5 P182 

2. 本計畫研擬方案與水規

所研訂方案之比較，請再

補充說明其優劣，較易辦

理設計方案判讀。 

2. 水規所於 100 年所研訂包括

埤豐橋至石岡壩 2 座跌水消

能工及埤豐橋上、下游各 1

座固床工，均有將其方案模

擬成果於報告中加以說明。 

2.2 

9.1 

P36 

P160 

3. 建議增設副壩上游第二

消能池加高尾檻，增加水

墊功能。其前題既有結構

物之強度及穩定性應一

併檢討。 

3. 本計畫研擬之新設尾檻加

高之基礎採用樁徑 1.2 公尺

切削樁 2 排，樁體以密排方

式形成下方連續牆體，可抵

抗尾檻所受水流衝擊壓

力，以及保護尾檻免於下游

端混凝土塊遭沖失後之基

礎掏刷。同時考量在流量

9,100cms 時尾檻所受水流

衝擊壓力，檢討尾檻混凝土

及切削樁混凝土承受之剪

應力結果，均小於其混凝土

容許剪應力，尾檻屬安全。 

9.3 P168 

4. 第三河川局埤豐橋下游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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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固床工已完工，所列圖示

應修正為竣工圖。埤豐橋

上游固床工已設計完成

辦理發包中，圖示宜改列

設計圖。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確為設

計圖。 

5. 本計畫三維模擬模式，其

實用案例，應補充說明。 

5.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報告中

補充模式實用案例。 
4.1 P59 

三、 林委員連山 

1. 建議就將來改善後的河

床縱坡降調整變化情形

予以說明交代。 

1.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報告中

補充河床縱坡降調整變化

情形。 

6.3 P64 

2. 本次改善工程最好應考

量現有下游河床縱坡降

及固床工等的整體坡降

調整，俾河道穩定。 

2.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報告中

補充河床縱坡降調整變化

情形。 
6.3 P64 

3. 承上題第二消能池尾檻

擬抬高 3.08 公尺，則(一)

為什麼要再加高？(二)加

高後對整個河道坡降的

變化及沖刷潛勢提高的

處理。 

3. 謝謝委員提問，從水利署中

水局於 103 年進行「石岡壩

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

析」計畫得知大流量的情況

下，水流過第一消能池及第

二消能池後，除了流量 1500 

cms 外，其餘流量案例都有

消能不夠的情形，現況消能

池不足於讓高流量水流產

生水躍並消能。所以改善現

有消能池，將副壩上游第二

消能池的尾檻增高，增加消

能池裡的水墊高度，消能功

用就會提高。加高尾檻高度

並不會影響河道坡降的變

化。並且，工程設計將尾檻

基礎採用樁徑 1.2 公尺切削

樁 2 排，樁體以密排方式形

成下方連續牆體，可抵抗尾

檻所受水流衝擊壓力，以及

保護尾檻免於下游端混凝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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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土塊遭沖失後之基礎掏刷。 

4. 依第 151 頁圖 9-5(一)現

有消能池破壞主要乃二

側的基岩被淘刷致形成

缺口所致，應優先辦理保

護(配合第三河川局的深

槽拓寬)。 

4.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5. 由於現有消能池或尾檻

等並未流失，僅二側被淘

刷，故建議仍依現有構造

物的相關尺寸斷面，並檢

討配合現有下游各項構

造物的斷面，來辦理改

善，並盡量不要貿然的加

高副壩或尾檻等。 

5.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6. 相關保護工程的採用之

材料可以用格框塊來保

護。 

6. 格框塊與本計畫建議之混

凝土塊均有保護尾檻基腳

之功能，其中格框塊工程經

費較低，惟格框塊耐水流衝

擊能力較不如混凝土塊，同

時格框尚需內填塊石，仍需

評估現場材料狀況。建議日

後如有實際施作，可進一步

評估納入採用。 

  

7. 總而言之，現有第二副

壩、尾檻、消能池等要改

善之主要工作乃在〝左右

岸淘刷基岩的保護〞作為

重點工作，故亦可以用人

工方式把現有深槽酌予

打開。 

7.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8. 第 159 頁在副壩下游面

又做了一個消能池，諸因

現有副壩乃採階梯式消

能(第 158 頁圖 9-8)，故

8.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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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在它的下游面再花大錢

辦理消能池設施效果似

乎有限。 

四、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 本局大甲溪埤豐橋上游

固床工新建工程，前於

106 年 12 月底流標，107

年 2月 6日本局已會請該

案設計廠商黎明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就相關

意見檢討設計方案、各工

項單價預算等，預計 2 月

底將修正成果報局後，循

程序報署憑辦。 

1. 謝謝委員告知。 

  

2. 第 27 頁圖 2-6 及參考文

獻有關大甲溪大斷面測

量成果僅蒐集至 103

年，目前本局已有最新

106年大斷面測量成果可

供參考。 

2.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會列入

106 年大斷面測量成果於報

告中。 
  

3. 第 86 頁文述「三維數值

模擬條件如下節(5.5 節)

所示，…」，惟報告缺漏

該節。 

3.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已修

正。 
  

4. 河道整理底床坡降係因

受 限 於 固 床 工 頂 高

EL.240m 至上游 400m 長

處 之 現 況 底 床 高

EL.250.75m，取二點高程

差為河道整理之設計高

程 。 該 方 案 經 二 維

CCHE2D 模擬結果尚不

致對埤豐橋址造成影

響，惟本計畫三維模式則

有不同模擬結果，建議宜

有較審慎評估。或者，流

4.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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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速比較圖聚焦於「新地

形」後之比較，「現況」

可免強調(因不同模式、

不同邊界條件等，可能難

以逕為比較)。 

五、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原方案與最佳化之尾檻

加高與增設消能池後，副

壩下游水資源回收中心

階梯護岸處及埤豐橋

前，建議可列表說明其最

佳化後之最大流速、剪應

力之變化。 

1.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已在報

告中補述。 

  

2. 因河道整理後之坡度增

大為 1/40，增設副壩下游

之消能池是否已足夠改

善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埤

豐橋前之高速流情形，可

於文中稍作說明。 

2.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 

  

3. 未來若有需要水工模型

試驗之必要，本所配合辦

理。  

3. 謝謝委員願意協助。 

  

六、 本局養護課 

1. 依 7.2 節分析結果，尾檻

高度增加 3.08 公尺似於

高流量下反而效益不大。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因為高流

量的流場本屬複雜，消能不

易。 

  

2. 有關最佳尾檻高度流場

分析及最佳消能池設計

流場分析，於比較尾檻高

度增加(新增消能池)與未

增加尾檻(未增加消能池)

之分析說明(第 102 頁及

第 129 頁)，除定性描述，

宜用定量比較說明，以利

2.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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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瞭解其差異性。另相關速

度分布圖建議於圖上直

接標繪主要構造物(如石

岡副壩、第三河川局固床

工、埤豐橋、水資源回收

中心等)，以利檢視瞭解。 

3. 分析尾檻高度增加及新

增消能池之水位線、能量

水頭分布圖，建議應與未

改善前作比較分析，另流

體對結構物作用力分

析，亦建議仍宜與未改善

前進行比較分析。 

3.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4. 第 123 頁最佳化模擬設

計流程中敘及新增消能

池設計初始值尾檻高度

4.1m，長度 33m，該兩數

值從何而來？與第 126

頁所述本計畫取尾檻高

度 4.1m 及消能池長度 35

之關聯性為何？ 

4. 謝謝委員提問，根據 103 年

「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

確定性分析」計畫中，增設

消能工設計尺寸為尾檻高

度 4.1m，長度 33m，本計畫

以原始設計尺寸為初始設

計尺寸，進行消能工最佳化

設計，最佳化設計結果為尾

檻高度 4.1m 及消能池長度

35m。 

  

5. 除表 8-1 及 8-2 有關尾檻

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建

議補充零方案(改善前)目

標值比較。 

5. 謝謝委員提問，已增加未增

加消能池案例比較之討論。 
  

6. 依圖 9-16 建議方案，似

與圖 8-19 新增消能池方

案分析結果差異不大？

是否意味尾檻加高效益

不大？ 

6. 在低流量（2500cms）時，

尾檻增加 3.08 公尺後，現況

第一及第二消能池產生水

墊，速度降低，能量消除，

能量較低的流場經過河道

整理範圍與固床工後，速度

就降低了，在石岡壩水資源

回收中心階梯護岸之彎道

處(約為 S-012~S-014 斷面

處)和埤豐橋處（S-017 斷面

7.3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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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流速都降低。高流量

（9100cms）時，也是一樣

的情形。詳述請見 7.3 節 

7. 9.4 節建議方案模擬分

析，建議再補充水位線、

能量水頭分析圖以及對

結構物作用力分析等比

較。 

7. 謝謝委員建議，已經補充於

報告中，請參考 9.4 節。 

9.4 P181 

七、 本局集管中心 

1. 建議後續能配合石岡壩

閘門操作手冊開啟排砂

道之時機排洪考量。 

1. 謝謝委員建議。 

  

2. 建議能補充原地形與第

三河川局改善地形之比

較。 

2. 謝謝委員建議，已將比較內

容增加於 6.3 節中。 6.3 P95 

八、 本局湖管中心 

1. 第 18 頁表 2-2，水位欄之

「*」意義為何？請備註

說明。 

1. 謝謝委員指正，已作修正。 

2.1 P18 

2. 第 45 頁，倒數第 5 列，

「…，降低高能量水流繼

續掏刷下游深槽，…。」，

誤植，建請修正為：「…，

降低高能量水流繼續淘

刷下游深槽，…。」。 

2. 謝謝委員指正，已作修正。 

2.2 P45 

3. 第 45 頁，倒數第 7 列，

「…，防止副壩以上構造

物掏刷受損，…。」，誤

植，建請修正為：「…，

防止副壩以上構造物淘

刷受損，…。」。 

3. 謝謝委員指正，已作修正。 

2.2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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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55 頁，第 3 列，「…，

如副壩下游被沖刷掏

空。」，誤植，建請修正

為：「…，如副壩下游被

沖刷淘空。」。 

4. 謝謝委員指正，已作修正。 

3.1 P55 

九、 本局石管中心 

1. 簡報中所述現地地形與

第三河川局新地形經第

二消能池尾檻增高與副

壩下游增設消能池之消

能模擬分析，在副壩下游

與埤豐橋之間的各斷面

相關流速狀況 (數值變

化)，請於報告中補陳述。 

1. 遵照辦理，已在報告中補

述。 

9.4 P181 

2. 研究成果教育訓練，建議

以目前下游河道沖刷問

題說明及三維數值模擬

成果展現為主，並帶至現

場說明之野外調查為

輔。上課地點以石岡壩管

理中心為考量。另請公文

提出以利函請相關單位

參加。 

2. 遵照辦理，請參考第十章內

容。 

第十章 P185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綜合決議：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1. 依據契約規定廠商須於

簽約日起 210日曆天(107

年 1 月 26 日)內送達期末

報告書，經查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

網路與計算中心於 107

年 1 月 26 日送達期末報

告書，提送期程符合契約

1. 謝謝委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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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2. 改善方案請以消能效

果、穩定石岡壩、整體河

道治理，提出具體建議，

不宜衍生負面效果；並請

分短期策略：現況即可立

即改善如加強保護副壩

之建議、中長期策略：石

岡壩副壩下游防沖刷措

施如副壩下游增設消能

池、右岸高灘地增設分洪

道等建議。 

2. 已增列一節說明短、中長期

策略，其中短期策略：現況

即可立即改善如加強保護

副壩、中長期策略：石岡壩

副壩下游防沖刷措施如副

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

灘地增設分洪道等事項均

有納入建議。 

9.5 P182 

3. 研究成果教育訓練，課程

修正為目前下游河道沖

刷問題及三維數值模擬

成果展現為主，輔以現場

沖刷狀況說明之野外調

查。上課地點為石岡壩管

理中心。完成課程講義資

料後請來文辦理成果教

育訓練。 

3. 遵照辦理。 

  

4. 經研商本期末報告書原

則認可，請執行單位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參照與會單位相關意見

修正後，於 107 年 2 月

27 日前將修正報告書送

達本局憑辦。 

4. 謝謝委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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