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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岩石水平磨蝕率及磨蝕行為 

學生：吳佳諺                           指導教授：廖志中 博士 

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中文摘要 

台灣西部河川皆流經西部麓山帶地質區，而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存

在甚多地質年代極為年輕之地層，因此，部分河段於豪雨後產生軟岩

河床劇烈沖蝕，長時間累積了數公尺至數十公尺的沖蝕量，形成峽谷

地形。河道沖蝕可以分為多種型態，其中磨蝕沖蝕機制(abrasion)

亦會與其他機制並存且交互作用，且水流夾帶河床載及懸浮載所作用

之能量大於軟岩底床的抵抗沖蝕能力，容易造成局部劇烈沖蝕現象，

因此磨蝕沖蝕於河道沖蝕行為扮演重要角色。 

基於國內、外對於軟弱岩石的沖蝕行為之探討甚為缺乏，本研究

利用室內多功能沖蝕儀，以管流為水平向磨蝕功能進行連續沖蝕試

驗。針對沖蝕機制中的軟岩磨蝕行為加以探討，並估算軟岩受水流的

沖蝕率及評估軟岩抗磨蝕能力。 

     本研究使用室內沖蝕儀之水平向磨蝕試驗段，為郭炳宏(2010)

所建置。本研究於系列沖蝕實驗進行前進行重複性試驗，結果顯示在

相同條件下具有試驗結果具有良好的重複性，且沖蝕量測值精度為

0.02mm。沖蝕試驗試體來自大安溪、石岡壩、集集攔河堰鑽探岩心，

分別以高流速 (9.88~15.07m/s)進行沖蝕試驗。泥岩試體規畫以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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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驗方法，以低流速(2.27~5.09m/s)進行試驗避免高速水流造成試

體局部沖刷，試驗時間持續 30 分鐘。含砂水流試驗則使用三種濃度

(1000,5000,10000ppm)及兩種粒徑(過 200 號篩及渥太華砂)分別模

擬河道中不同含砂量及粒徑大小的顆粒磨蝕行為。 

清水沖蝕試驗結果顯示，沖蝕率排序為人造砂岩＞泥岩＞砂岩＞

頁岩，與岩石消散、耐久性比較，沖蝕率為低耐久性>高耐久性，並

且發現水平磨蝕與岩體膠結性有高度相關。含泥砂水流試驗結果顯

示，以相同試體及水流條件下，沖蝕率為含泥砂水流>清水，相同濃

度下沖蝕率為砂土>黏土，沖蝕率與粒徑為正相關。 

清水試驗結果與郭炳宏(2010)沖蝕率結果共同繪製於岩石沖蝕

率(mm/hr)-流速(m/s)關係圖中，與 Briaud(2008)土壤取樣進行 EFA

試驗結果以及沖刷分區趨勢進行比較，發現軟岩和土壤的沖蝕特性有

相當的差異，岩石沖蝕率顯示砂岩、頁岩均落於較低的沖蝕率分區，

泥岩試體為(III)分區，人造砂岩試體則較接近土壤沖蝕率為高沖蝕

率(II)分區中。本研究將岩石沖蝕率以流速、岩性、岩石性質、含泥

砂水流、控制懸浮載粒徑為控制條件，將 Briaud(2008)之岩石沖蝕

率趨勢更加完整化，並且提高試驗流速以彌補先前沖蝕率試驗結果之

不足。 

關鍵字：沖蝕速率、磨蝕沖蝕試驗、軟弱岩石、含泥砂水流



iii 

 

Laboratory Abrasion Rate and Behavior For Weak Rocks 

Student：Chia-Yien Wu Advisor：Dr. Jyh-Jong Lia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aiwan, most of major rivers flow through the 

geological region of Western foothill which is composed of young 

sedimentary rocks.  Their engineering behaviors are tended to be like 

weak rocks, e.g. poor cementation, high deformability, and low strength. 

Severe erosion in river bedrock caused by heavy storm is often observed 

once the armor layer has vanished.  The accumulated erosion depth from 

recently 10 to 20 years can be high unusually up to few tens meters, and 

hence of some canyon valleys in the rivers were formed. 

The abra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rosion mechanisms to bedrock.  

It is the phenomenon of the bedrock worn or cut by entrained bed load 

and suspension load.  It is also commonly to couple with other 

mechanisms to accelerate the local erosion of weak rock. 

Due to th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abrasion behavior for weak rocks 

are insufficient, this study aims to carry out series of laboratory abrasion 

test for weak rocks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and determine the 

laboratory abrasion rate of the rocks .  The multi-functional erosion test 

apparatus developed by Kuo (2010) is utilized for the abrasion test.  

Rock core specimen is installed under the horizontal flow section and 

then elevates the specimen till it protrudes 1 mm above the botto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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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flow.  The flow velocity can be adjusted from 0.5 to 16 m/sec.  

The horizontal test section is made of transparent acrylic.  The erosion 

depth of the specimen is measured with 10-2 mm precision, and the 

erosion rate is calculated. 

In this study, the rock specimens were cored from the Ta-an River 

(near XS44~45), the Tachia River (near the Shi-gang dam), and the 

Chou-shuei River (near the Chi-chi wier). The test flow veolocity is 

controlled at 9.88~15.07m/s. However, for mudstone specimens, flow 

velocity is lowered to 2.27~5.09m/s to prevent excess local scour 

occurred. In addition to the clean water,   tests  were performed in 

combinations of three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1000, 5000, 10000 ppm) 

with two particle size (sieve through the # 200 soil and Ottawa sand) to 

simulate the nature river flow. 

The test results for clean water show, the erosion rate is man-made 

sandstone > mudstone > sandstone > shale. In classified with the rock 

slake and durability index, the erosion rate is low slake-durability > high 

slake-dura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rock cementa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brasion erosion.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flow with sediment could obviously increase the erosion rate. 

Furthermore, under the sam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the particle siz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osion rate.  Th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Kuo(2010), Briaud (2008) and this study are drawing into the erosion 

rate – flow velocity chart (Briaud, 2008) for comparison and also increase 

its completeness. 

Keywords: erosion rate, abrasion test, weak rock, flow with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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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研究動機 

台灣西部麓山帶出露的地層地質年代相當年輕，大多為上新世及

更新世的岩層，此類岩層因成岩時間較短，影響岩石顆粒組成與膠

結，材料孔隙比高、消散耐久性低，單壓強度亦相對較低，故可稱之

為軟弱岩石。而河道坐落於此種軟岩地層上，岩層出露處因為沒有受

保護直接受水力侵蝕，在洪水事件中大流量及高流速的劇烈流況往往

造成大幅的沖蝕、刷深等現象產生。沖蝕、刷深等現象除了造成河道

的不穩定，也威脅各種取水或輸水設施以及跨河構造物的結構安全，

因而軟岩河床沖蝕行為已成為西部麓山帶河川穩定的重要課題。 

基於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軟岩沖刷議題並不多見，而對岩石沖刷

行為侷限於現場調查及數值模型建構，且國外岩石沖刷試驗對象多為

硬岩，無法適用於軟岩沖蝕率的推估，因此建立一套模擬軟岩於河道

中沖蝕行為的試驗儀器與試驗方法是必要的。此外於河道中所夾帶之

床載對於岩床的保護及侵蝕作用，對於軟岩磨蝕行為相當重要，但河

道輸砂相關研究並非針對軟岩本體作沖蝕量量測，故本研究期望以發

展出一套完整針對軟岩磨蝕沖蝕的試驗方法，以推求軟岩於河床中因

磨蝕沖蝕所損耗的量，提供現場長期量測和數值模擬相互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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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室內試驗進行軟岩磨蝕沖蝕試驗，並將郭炳宏(2010)所

建構之多功能沖蝕試驗儀中磨蝕沖蝕試驗段進行改良，並針對各種軟

岩試體設計不同的試驗方法，增加數據量測之可靠性，以達到使水流

沖刷岩心試體表面，量測岩心磨蝕損耗量，決定岩石的磨蝕沖蝕率的

試驗目的。模擬河床中懸浮載的磨蝕行為，本試驗以加入泥沙顆粒為

手段，控制試驗水流濃度及粒徑，求出濁水磨蝕率。並提高試驗流速

以補足郭炳宏(2010)及 Briaud(2008)試驗結果，合併以上的試驗結

果，探討各種岩性沖蝕率及沖蝕行為，並以岩石性質與沖蝕試驗結果

比較，使岩石沖蝕趨勢更加完整。 

 

1.3 論文章節介紹 

本論文共分五章。除本章介紹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之外，第二章

為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回顧，內容有岩石河床沖蝕機制、顆粒性材料對

於岩床沖刷的影響、各種沖蝕試驗回顧、實驗數據擷取方法，分別進

行文獻回顧。第三章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室內沖蝕試驗儀包含有儀器

功能介紹、磨蝕沖蝕試驗段之管流設計、含砂水流濃度控制、試驗規

畫、試驗流程、試驗量測精度。第四章為試驗結果與討論。第五章結

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圖如圖 1-1 所示。 

 

 



3 

 

研 究 動 機

文 獻 蒐 集 與 回 顧

確 立 研 究 目 標 與 方 法

試 驗 規 劃

進 行 沖 蝕 試 驗

清 水 試 驗 含 泥 砂 水 流 試 驗

TDR 比 重 瓶 量 測 法

試 驗 水 流 濃 度 量 測

溫 度 量 測

溫 度 因 子 修 正 後

求 得 濃 度    

改 良 試 驗 方 法 符 合

沖 蝕 率 量 測 準 確 性

針 對 不 同 岩 性

觀 察 沖 蝕 行 為

影 像 數 化 分 析

求 得 沖 蝕 率

試 驗 結 果 與 討 論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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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本章針對與本論文相關的文獻進行回顧，回顧內容包括岩石河床

的沖蝕機制，河道沖蝕實驗，試驗量測及分析數據方式等。 

2.1 岩石河床沖蝕機制 

任何水流造成河道的沖刷不外乎需要考量包含有水流流速、影響

沖刷障礙物大小及形狀、被沖刷對象的性質三種因素（Briaud，2006)。

河道中產生劇烈沖刷處往往在河道坡度劇烈變化或河床構造物存在

處，河床坡降改變了原先平緩的沖刷沈積之平衡狀態，使岩床直接裸

露在河道中。圖 2-1 為嘉義八掌溪五虎寮橋因暴雨造成墩座底下基礎

岩盤劇烈沖刷，導致橋墩基座懸空。若無構造物存在且岩石露頭暴露

的河道，河床可能因水流作用產生程度不一的沖蝕現象。Whipple et al. 

(2000) 由調查一系列不同的地質條件、流域面積、河床坡度的河床

沖蝕現象，提出岩石河床的沖蝕可區分為岩塊抽離(plucking)、磨蝕

(abrasion)、穴蝕 (cavitation)等三大類，認為岩性、弱面間距、節理、

層面等乃決定主控岩床沖蝕種類之因素。因此影響岩石質河床受沖蝕

作用的因子包括岩體之岩性、地質構造、河道幾何條件以及水文條件

等。各種沖蝕現象將於以下各小節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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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嘉義八掌溪五虎寮橋(2008.10.08 辛樂克颱風後) 

 

2.1.1 磨蝕沖蝕(abrasion) 

河道中水流造成的剪應力使岩石河床表面岩石膠結的顆粒隨著

水流帶走稱為磨蝕沖蝕(abrasion)。河床表面呈現平滑狀成流線，為磨

蝕沖蝕後的最主要特徵。Whipple et al. 認為當岩床岩體之弱面間距大

於 1 公尺時，此岩體視為完整岩石，不連續面的存在將不影響沖蝕行

為，岩床沖蝕以磨蝕 (abrasion)為主。 

 

圖 2-2 磨蝕沖蝕造成表面磨損（嘉義八掌溪 2008.5.10） 

磨蝕沖蝕並非只有在岩石表面磨耗，在河水流況複雜下，會出現

較劇烈的磨蝕沖蝕，而形成滑槽(flute)與壺穴(pothole)等沖蝕現象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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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及 2-3 所示。 

圖 2-3 土石顆粒磨蝕岩床表面示意圖(Whipple et al. , 2000) 

 

2.1.2 塊體抽離沖蝕(plucking) 

Annandale(1995)提出了一個簡單的示意圖(圖 2-4)來解釋岩塊抽

離的過程，圖中顯示一河流流向與岩層呈逆向的岩塊抽離例子，岩塊

抽離的過程為頂開(wedging)、移出(dislodgement)、脫離(displacement)

三個階段。 Whipple, et al. (2000)認為抽離過程中小裂縫經水力作用

擴大為破裂面、隨著河床顆粒逐漸透過磨蝕作用沖蝕弱面、再加上物

理或化學風化作用，讓弱面完全擴展連通，最後終於導致獨立岩塊之

鬆動、脫離(圖 2-4 岩塊抽離示意圖(Annandale,1995)。當岩體內弱面

的間距小於約 1 米，岩塊脫離（plucking）就可能成為岩床河道下切

之重要機制。 



7 

 

 

圖 2-4 岩塊抽離示意圖(Annandale,1995) 

 

2.1.3 穴蝕沖蝕(cavitation) 

當水流遭遇到障礙物或階狀落差時，其下游側局部沖蝕特別顯

著。河川中若有障礙物，其下游側較為顯著之岩床沖蝕，則多源自懸

浮載之磨蝕沖蝕貢獻。除了磨蝕損耗，穴蝕(cavitation)之角色也不能

忽視，壺穴與滑槽之構造常與渦流流況下出現之穴蝕沖蝕有關

(Whipple, et al. , 2000)。 

懸浮載沖蝕效應會受局部河床地形地貌影響甚大，其原因在於不

規則地貌易於發生渦流，而當渦流加劇，穴蝕強化懸浮載沖蝕效應，

局部沖蝕必然也更為顯著。由混凝土材料的研究結果顯示，脆性岩石

之穴蝕阻抗與材料之壓縮強度正相關，當膠結破壞，材料中之顆粒就

脫離，因此膠結力(cementation)甚具重要性，顆粒之硬度則無大的影

響（Graham,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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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蝕沖蝕常伴隨穴蝕沖蝕，以至於磨石沖蝕所造成的平滑面上有

大大小小的壺穴，壺穴的外觀如圖 2-5 穴蝕沖蝕外觀所示，會在岩床

上有特別深之圓形凹槽，表面粗糙度如磨蝕沖蝕(abrasion)一樣平滑。 

 

 

圖 2-5 穴蝕沖蝕外觀(大安溪 2010/05/01) 

 

2.1.4 顆粒彈跳造成的沖蝕(saltation) 

Whipple & Tucker (1999)討論河床載大顆粒彈跳對沖蝕之貢獻，

認為大顆粒彈跳對節理發達岩體的岩塊抽離機制之重要性可能遠高

於對塊狀完整岩石(massive, unjointed rocks)之沖蝕程度與效應。河床

載磨蝕又可依顆粒撞擊岩床角度區分為，低角度的剪切磨損 (cutting 

wear)及高角度的變形磨損 (deformation wear)。水流能量帶動礫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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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角度約 30o向下撞擊彈跳後，以高角度約 60o彈起，岩床連續受彈

跳撞擊後導致岩體弱化，然而當岩石十分軟弱時，即使岩石之弱面不

發達，顆粒彈跳的破壞效果與程度可能仍顯著(Whipple et al., 2000)。 

 

圖 2-6 岩塊抽離機制(Whipple et al., 2000) 

 

沖蝕的發生常存在複合型態，或不同型態交互產生，Whipple et al. 

(2000)亦建議可由抽離的岩塊檢視磨損的比例加以決定。他們發現較

大的局部沖蝕量大都來自抽離機制的貢獻。然而他們又發現較大流域

（大於 20 平方公里）的主控沖蝕機制為懸浮載的磨蝕，而較小流域

的主控沖蝕機制則為抽離或河床載的磨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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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床砂礫材料輸送對岩床沖刷的影響 

2.2.1 顆粒彈跳侵蝕底床行為 

Sklar & Dietrich (2004) 認為所有河流都攜帶某個「量」的土、砂，

相較於別的機制的形成，需有特殊的條件，例如穴蝕現象要有高速水

流，塊體抽離要存在節理岩體，顆粒撞擊是最常出現且是消散能量最

有效的方法。因此他們提出一個針對河床載彈跳撞擊(saltation)所造成

之岩床磨損模式，他們的模式之基本假設為岩床磨損率與河床流量與

河床載運動之垂直分量呈正相關。 

岩床沖蝕下切速率亦受到河道之水文相關條件影響，Howard & 

Kerby(1983)提出岩床沖蝕下切速率 E 與河川輸砂率為正相關，而輸

砂率亦跟河川水流流量有關。Gilbert（1877）提出河川土砂料(Sediment)

的供應一方面可扮演磨蝕岩床之工具性效應(tool effect)，一方面又可

扮演覆蓋保護之覆蓋性效應（cover effect），最大岩床磨蝕率會出現

在相對中等程度之河川輸砂率條件下。 

顆粒彈跳引起的沖蝕示意圖如圖 2-7 所示，圖中底床以顏色區塊

分別表示覆蓋保護與露出侵蝕的區域，顆粒彈跳所產生的撞擊凹洞會

產生渦流，進而引起穴蝕沖蝕，或因為顆粒撞擊而加速塊體抽離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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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顆粒彈跳沖蝕 (Sklar & Dietrich, 2004) 

Sklar & Dietrich (2004)提出一針對河川土砂料所形成之河床載彈

跳撞擊(saltation)所造成之岩床沖蝕模式。此模式基本假設為岩床磨損

率隨河床流量與河床載運動之垂直分量呈正相關，如圖 2-8 所示，圖

中 Hs 為彈跳高度，us為土砂平均流速，wsd為平均垂直落下速度，usi

及 wsi為橫向及垂直向之平均撞擊速度，Lsu及 Lsd分別為向上彈及向

下落之水平距離，Ls為總彈跳水平距離。其基本概念為假設岩床磨損

率 E=(每次顆粒撞擊岩床所損壞分離之岩石量，Vi) × (每單位面積每

單位時間發生之顆粒撞擊率，Ir) × (岩石河床上未被沖積層覆蓋之比

例，Fe)，如式 2-1，再將各分量依顆力彈跳之行為整合各項因子為式

2-2。  

i r eE V I F                                             (2-1) 
2

2
(1 )s b i b

b T bc

q w Y q
E

L kv q




                                   (2-2) 

式 2-2 中 bq 為單位寬度之底床輸砂量； bL 為顆力彈跳之距離；
s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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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物比重；
vk 岩石抗沖蝕指數；

T 底床岩石張力強度； iw 顆粒下降

出及底床速度；Y 為岩石底床楊氏系數； bcq 單位寬度之底床輸砂承

載力 

Foley(1980)定義磨蝕為河水夾帶顆粒作用於岩床上所形成之機

制，因此磨蝕又可區分為懸浮載磨蝕及河床載磨蝕，而河床載磨蝕又

可依顆粒撞擊岩床角度區分為，低角度的切削磨損 (cutting wear)及高

角度的變形磨損 (deformation wear)。 

 

圖 2-8 河床載運動的水平與垂直分量(Sklar & Dietrich, 2004) 

Sklar & Dietrich (2004)認為河床受河床載磨蝕衝擊的頻率與帶動

顆粒運動的能力受河床載顆粒大小所控制，河床載顆粒彈跳撞擊對床

底的磨蝕行為，是河床載作為有效的侵蝕工具與成為床底沉積物的轉

換關係。該模型所作出的研究結果(圖 2-9)，圖中 Qt 為總輸砂能力

(kg/s)， 為無因次剪應力， 為無因次臨界剪應力，顯示了河床載顆

粒的覆蓋與啟動之間轉換，對河床的磨蝕與保護之間的關係，由此模

式可呼應 Gilbert(1877)對河川沈積料供應所扮演角色之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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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河床載輸砂率與底床剪應力分布模式(Sklar & Dietri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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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懸浮載磨蝕及顆粒彈跳侵蝕底床行為 

Lamb(2008)等人建立了一個針對因懸浮載磨蝕及床載顆粒彈跳

造成河床下切的數值模型，Sklar & Dietrich (2004)提出之顆粒彈跳撞

擊之數值模型僅考慮河床載中的礫石造成的彈跳衝擊以及有效侵蝕

與覆蓋性之交互作用形成底床下切模式，Lamb(2008)提出河床中床載

不僅有顆粒彈跳之行為，將河道頗面由底部向上分為兩個區域為底床

顆粒彈跳與懸浮載反覆侵蝕的作用範圍，分別進行不同的沖刷模式。 

底床顆粒彈跳部分以 Sklar & Dietrich (2004)提出的模型解釋，彈

跳顆粒皆集中於貼近於底床的區域產生侵蝕作用，懸浮載磨蝕則將底

床向上一特定高度之區域為懸浮載會造成侵蝕底床的有效活動範

圍。因懸浮載之粒徑相較於顆粒彈跳之粒徑較小，於河床底部流況較

不穩定，常常因床載沉積、底床地形、障礙物等因素形成渦流，使沉

積之床載被帶動成為懸浮載，也可能因流況改變而再度沉積。故懸浮

載(Suspended Load)定義為，在搬運過程中能夠較長時間懸浮於水流

中。且會隨水流下沉而磨蝕底床，又極為容易被窩流帶動而懸浮之河

床載，在反覆作用下對底床表面造成磨蝕的一種侵蝕模式。底床載推

移質(Bedload) 的運動方式則受水流的拖拽力作用，沿河床滾動、滑

動、跳躍或層移的顆粒性材料，而河道中底床載和懸浮載的交互作用

會受到河道中的水力因素及床載顆粒條件影響，而產生不同的底床磨

蝕行為。 

Lamb(2008)同樣以每次顆粒撞擊能量和顆粒撞擊率以及未覆蓋

之比例 E = Vi × Ir × Fe 之模型建構出懸浮載磨蝕與顆粒彈跳並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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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蝕模式稱為全河床載模式(Total Load Erosion Model)，並且證實在

u*/wst 1 的流況條件下，懸浮載與床載皆會被水流帶動，且

Einstein(1968)以水槽實驗證實於 u*/wst >>1(介於 74~7.2*103)時，水流

於床底產生擾動使懸浮載迅速被帶動，以至產生侵蝕底床現象。 

而岩床於覆蓋層保護部分，受到河道整體輸砂量影響磨蝕狀況，

包含有顆粒性材料的作用(式 2-3)與懸浮載作用(式 2-4) 

s b sf c w                                               (2-3) 

e sf w                                                (2-4) 

式 2-3 、式 2-4 中 ef 懸浮載沉積承載力、 沉降輸砂係數、 sw 顆粒

沉降速度、 sf 顆粒彈跳沉積承載力、 bc 為近底床區域床載濃度，在

Sklar & Dietrich (2004)的顆粒彈跳模式裡， = bc ，但於岩石河床下

考慮全河床載侵蝕 (Total Load Erosion)  > bc ，且與 u*/wst 相關

(Garcia &Parker，1991)。 

懸浮載輸砂量可由懸浮載濃度將河道範圍與流速積分求得如式

2-5，在此假設水流平均流速與顆粒懸浮的移動速度相同，而泥沙顆

粒於河道中濃度分佈，因水流流速足以帶動之顆粒粒徑、重量於一定

範圍內，造成接近底床濃度較高，且有效的侵蝕底床。 

 

                                                   (2-5) 

式中為 sq 懸浮載單位寬度輸砂量，Hb 為床載作用範圍深度， H 為

河道深度，c 和 u 為單位寬度河床頗面隨深度變化之濃度與流速，Cb

為接近底床範圍之河床載顆粒濃度，U 為河道平均流速，  為流速

H

s b

Hb

q cudz c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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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濃度分佈係數。 

 

圖 2-10 河道中濃度分佈與流速、河道深度之關係圖 

 

而考慮總體輸砂量包含懸浮載與床載，求出濃度分佈 bc 如圖 2-10。 

b
b b

q
c

UH U H


                                    (2-6) 

Lamb(2008)經由考量各種懸浮載磨蝕因素將沖蝕率模型整合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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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式中
1A；

s 沉積物比重；
vk 岩石抗沖蝕指數；

T 底床岩石張力強度；

iw 顆粒下降出及底床速度；
bU 底床剪力流速；Y 為楊氏系數； bcq 單

位寬度之底床輸砂量承載力 

其中 b b
b

b b

U H
q q

UH U H
 

   
                           (2-8) 

式(2-7)與 Sklar & Dietrich (2004)彈跳侵蝕底床模型推導相比較， 

2

2
(1 )s b i b

b T bc

q w Y q
E

L kv q




                                   (2-9) 

Lamb(2008)將懸浮載於河床中磨蝕行為與濃度分佈因素考慮更加詳

盡，並將此模式帶入實際數據驗證說明在 0.4mm 以下的粒徑，亦會

產生侵蝕現象。 

 

圖 2-11 各種數值模型模擬粒徑之沖蝕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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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se（1936）研究輸砂現象，發現懸浮載之濃度受到重力之 

沈降影響與剪力速度 *u （shear velocity）之向上帶動影響，此兩相反 

效果之作用力，可於水流穩定時得到平衡之懸浮載濃度圖。圖 2-11

上之 Rouse number (Ro)可以以下列公式表示: 

h-y

y

oR

a

C a

C h a

 
   

                                  (2-10) 

*

s
o

w
R

u
                                            (2-11) 

式 2-10 中 C 為平均懸浮載濃度，Ca 為於 Y高度之濃度，h 為河道深

度；式 2-11 中 Ro為 Rouse number， sw 為顆粒降落速度，為卡門

常數 Karman constant 清水約為 0.41，濁水範圍為 0.2~0.41， *u 剪力

流速(平行河道方向)。 

由 Rouse 理論中懸浮載之動平衡-沈降速度與剪力速度相抗衡現象，

可以得知於管流中顆粒受水流帶動懸浮影響泥沙濃度分佈，於河道中

泥沙濃度並非完全均勻或線性分佈，而是在距離底床一固定高度以下

之河床載以懸浮和沉降交替進行，且接近底部之懸浮載會因水流擾動

對於底床造成反覆侵蝕沖刷，如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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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懸浮載之動平衡與 Rouse Number 關係圖 

 

2.3 沖蝕試驗 

本研究欲以室內試驗方式達到模擬河道沖蝕行為，故對各種針對

岩石及土壤沖刷試驗方式進行回顧。本節包含有水平沖蝕試驗、顆粒

彈跳磨蝕試驗、環型水槽試驗之文獻回顧，並對各試驗之試驗條件、

試驗儀器、試驗流程及試驗結果做詳盡介紹。 

 

2.3.1 水平沖蝕試驗 

Briaud(1999)建立的沖蝕試驗機(圖 2-12a)，稱為 EFA(Erosion 

Function Apparatus)，其目的在求得凝聚性土壤與非凝聚性土壤的沖蝕

率 (mm/hr)，以推估橋樑下方圓形橋柱在穩定流場下隨時間變化的沖

刷深度。EFA 主要模擬清水狀態下剪力沖蝕的影響，量測凝聚性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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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性的土壤(黏土或砂土)在清水下流速與沖蝕率的關係。 

EFA 試驗儀之試體由外徑 76.2mm 的鑽管(Shelby Tube)(ASTM 

1999a)鑽掘取得，每段試體尺寸為高 101.6，直徑 50.8mm。水平向方

型管路長為 1.22m，水流由泵浦驅動，試驗時為滿管，流速約 0.1～6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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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a)EFA 試驗儀外觀(b)試驗段外觀(Briaud,1999) 

EFA 試驗方法流程如下： 

(1)將裝了試體之試管裝置於 EFA 試驗儀上，並將試驗管注滿水，讓

試體浸泡一小時以上，使其接近飽和狀態。 

(2)設定流速為 0.3m/s 

(3)將試體推出 1mm。 

(4)紀錄 1mm 試體沖刷所需時間。 

(5)如沖刷時間高於一小時，重新由步驟(2)開始試驗並將流速逐次提

升為 0.6m/s、1.5m/s、2 m/s 、3 m/s、4.5 m/s、6 m/s  

 

EFA 試驗所得之沖蝕率 (mm/hr)為(h 為試體沖刷深度，t 為時間)： 

h
Z

t
               (2-12) 

而水對於試體所造成之剪應力，會因試體所凸起之長度造成影

響，Briaud(2001)在試驗段前後方裝設壓力計(圖 2-13)，使用鋁棒做為

試體，量測沒有凸起與凸起 1.2mm 時，管壁剪應力在流速 0.2～5.6m/s

的變化。試驗結果如圖 2-11 所示，得知如果試驗之試體凸起越高，

水流造成之剪應力也會升高，且流速越大影響越大，故試驗時試體所

推出高度盡量小於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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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試驗段配置示意圖(Briaud, 1999) 

 

圖 2-14 試體凸起高度與剪應力關係圖(Briaud, 1999) 

 

而除了使用壓力計，量測試體兩端壓力差計算剪力外，管壁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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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也可使用 Moody 圖表來計算(Moody 1994)，剪應力公式為： 

21

8
f v                 (2-13)  

為達西磨擦因子(Darcy friction factor)，由 Moody 圖(圖 2-)可得 ρ為

水之密度 (1000kg/m3)v 為平均流速。圖 2-15 中橫軸為雷諾數(Re) Re 

= ρVD/μ，D 為圓管之內徑，由於 EFA 試驗為方管，則 D 轉換成

方管之公式為式 2-14 : 

D=2ab/(a+b)            (2-14) 

a 為方管管內高，b 為方管管內寬， V 為平均流速，μ為水的黏度

(10-6m2/s at 20℃)，ε為粗糙度係數，於試體表面之粗糙度為 ε = 0.5D50 

(Briaud，1999)，再將其帶入相對粗糙度查表求得 f 摩擦因子係數。 

 

圖 2-15Moody 圖(Moody, 1944) 

EFA 試驗所得之數據主要在推估橋柱之沖刷深度，而此種推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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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稱為 SRICOS(Scour Rate In Cohesive Soils)，以下為 SRICOS 方法流

程： 

(1)取得橋墩附近之試體 

(2)執行 EFA 試驗，並繪出沖蝕率 Zi  與剪力強度 τ關係圖 

(3)計算出開始沖刷的最大的剪力強度 max  

(4)求得對應對大剪力強度 max 的最初沖蝕率 Zi  

(5)計算最大沖蝕深度 maxZ  

(6)得出沖蝕深度 z 與時間 t 之關係 

(7)由得出的沖蝕深度 z 與時間 t 之關係圖來推估未來的沖刷深度 

 

Briaud(1999)提出橋柱下所產生的最大剪力強度為 

2
max

1 1
0.094 ( )

log Re 10
v                   (2-15) 

 

Briaud(1999)由 42 組河道試驗之結果提出，橋柱下河床所產生之

沖蝕坑，其最大相對深度 Zmax在時間足夠久之後將會達到定值而不會

再向下刷深。 

0.6358
max 0.18ReZ                     (2-16) 

並由最大深度 Zmax與試驗取得之沖蝕率 可以求得時間(t)橋柱下沖刷

坑之沖刷深度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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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x

t
Z

t
Zi Z




            (2-17) 

由 EFA 試驗儀所得到的試驗結果可以用來推估現地橋墩某時間

內之沖刷深度，圖 2-16 為其計算範例。而此公式試用於各種土壤性

質(砂土、黏土)，並且 Briaud(1999)提出，無論各種土壤性質，在相

同流速下，其最大沖刷深度 Zmax為定值，沖刷時間無限大的狀況下，

沖刷深度僅和流速相關。 

 

圖 2-16 EFA 計算範例 (Briaud, 2003) 

 

Briaud(2008)中提到，土壤沖刷必須達到一啟動剪應力的門檻

值，試體表層顆粒開始受水流作用而帶走後，將會有向下掏刷的現象

產生，故啟動流速及剪應力門檻值為最重要的因子。Briaud(2008)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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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FA 試驗結果及 ASCE 手冊中’’Sedimentation Engineering’’報告結

果，發現水流造成沖蝕的啟動剪應力及啟動流速與平均粒徑(D50)有

關，界於細砂至粉土顆粒的粒徑所需的啟動剪應力最低，此一現象說

明了土壤試體在水流中顆粒的凝聚性為重要關鍵，並非組成粒徑越小

越容易造成沖蝕現象。 

為了研究堤岸沖刷，Briaud(2008)針對堤岸土堤鑽探取回土壤試

體，使用 EFA 試驗儀進行一系列土壤沖蝕試驗，將流速與沖蝕率關

係繪製於圖 2-17 中，沖蝕試驗結果依其物理性質包含土壤塑性、緊

密程度、夯實度、密度、土壤粒徑等，依照抗沖蝕能力區分為六類

(I~VI)，數字越高抗沖蝕性越佳。 

 

圖 2-17 堤岸土堤鑽探試體 EFA 試驗結果 (Briau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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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 試驗儀所實驗之試體針對黏土及部分砂質土壤作沖刷實

驗，討論土壤基本性質及粒徑造成沖蝕率的影響，在 Briaud(2008)亦

針對岩體沖刷作現象探討及推估，提道岩石的沖蝕可以分為岩石節理

組構的塊體及完整岩石的沖蝕兩部分作討論，Briaud 認為完整岩石的

沖蝕量相當的低可以將它忽略，而節理岩體則引用 Bollaert(2002)模擬

節理岩體試驗的結果，利用節理岩體的啟動流速歸類出試驗的節理間

距與沖蝕率的關係，節理岩體的沖蝕率坐落於沖蝕趨勢圖 III~VI 區域

中，如圖 2-18。 

 

圖 2-18 沖蝕指數分類表 (Briau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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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宏(2010) 針對軟岩於河道的各種沖蝕機制，以三種不同的

水流沖蝕方式建構出多功能室內沖蝕試驗儀，並且參考 Briaud(1999)

試驗沖刷方式設計出水平向沖蝕試驗區，並整合各項河道中常見的沖

刷機制，所建立的多功能室內沖蝕試驗儀，其規劃的試驗功能包含磨

蝕沖蝕、顆粒彈跳沖蝕、塊體抽離沖蝕等，並且將多功能試驗水槽區

分為水平向磨蝕試驗段、可變角度直接沖刷試驗區、小型渠道岩床沖

刷試驗區。以下介紹包含各試驗區之試驗功能、試驗模擬對象、試驗

設計配置圖。 

直接沖刷試驗區配置圖 2-19 所示，藉著噴嘴噴出強力水流沖擊

試體表面來進行模擬沖蝕試驗，噴嘴可選用不同型式(例：方管、圓

管)，或調整噴嘴至試體之距離，以改變沖刷試體水柱條件。並且可

用不同流速之水流沖擊試體，噴嘴角度可進行調整以模擬不同角度的

水流沖擊條件。此試驗區若加入顆粒性材料如土砂、礫石，亦可模擬

顆粒彈跳造成的沖蝕(saltation)。若針對試體進行修改以符合節理岩體

的行式，預期可以觀察塊體抽離沖蝕(plucking)的行為。而控制水注

方向及與試體的相對位置則模擬穴蝕沖蝕(cavitation)的行為。 



29 

 

 

圖 2-19 可變角度直接沖刷試驗配置(郭炳宏，2010) 

 

圖 2-20 可變角度直接沖刷噴嘴(郭炳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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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渠道岩床沖刷試驗區試驗配置如圖 2-21 所示，利用水平流

沖刷小型渠道之試體，量測計算各流速下試體損耗量及破壞情形，主

要模擬岩石河床的沖蝕機制之磨蝕沖蝕(abrasion)、塊體抽離沖蝕

(plucking)或進一步觀察節理岩體沖蝕狀態。而此試驗配置之流場可

依模擬需要改變流場型式(例：渠道、排水閘門)。 

 

圖 2-21 渠道岩床磨蝕或抽離試驗配置圖(郭炳宏，2010) 

 

圖 2-22 小型渠道岩床沖刷示意圖(郭炳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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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宏(2010) 參考 Briaud(1999)的 EFA 沖蝕試驗機，針對試驗設

備的形式、量測分析方式，重新整合以後進行設計以及改良。 

 

圖 2-23 室內沖蝕試驗儀配置圖與水平沖蝕試驗段(郭炳宏，2010) 

試驗方法為設計一段完全發展紊流之水平向試驗段(圖 2-23 中抬

升裝置上方)，方形試驗段下方可將岩心推進於試驗管流中，以水平

流沖刷試體，以試體推進速率估算沖刷 1mm 所需時間，進而求得沖

蝕率。 

郭炳宏(2010)水平向磨蝕沖蝕試驗流程如下： 

1. 將岩心表面打磨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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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岩心置於透明試驗管內。 

3. 開啟污物泵浦並讀取流量計讀數，將流速調整為最小值

0.54m/s，並等待流況穩定。 

4. 將岩心推入試驗段內，使其上升 1 mm。 

5. 紀錄每段時間內岩心沖刷的深度，得出沖蝕深度 z 與時間 t

之關係。 

6. 增加流速置並回到步驟 4，沖蝕率>>1mm/hr 則每次增加約 0.1 

m/s 的流速。 

 

圖 2-24 郭炳宏(2010)人造砂岩試驗結果 

人造砂岩試體在流速 0.54～0.71m/s 之間的沖蝕率約為 20～

220mm/hr 之間。郭炳宏(2010)亦針對大安溪河岸鑽探取得之岩心試體

進行試驗，試驗結果為砂頁岩互層中的砂岩在流速 0.5～4.2m/s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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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沖蝕率約為 0.0225～0.035mm/hr，砂頁岩互層中的頁岩在流速 4.23

～9.94m/s 流速之間的沖蝕率約為 0.0033～0.0175mm/hr。 

 

2.3.2 顆粒彈跳磨蝕試驗 

Sklar (2001)為了模擬現地岩床受到顆粒彈跳磨蝕，建立了一小型

的顆粒磨蝕試驗機，如圖 2-25 所示。利用馬達轉軸連結葉片轉動(轉

速為 1000rpm)，帶動圓桶內的水流動，於水中加入顆粒材料對岩石

試體進行模蝕。此試驗主要在模擬彈跳磨蝕沖蝕(saltation)，量測不同

岩層在各顆粒大小磨蝕下的沖蝕率 erosion rate (g/hr)，找出各情況下

對於沖蝕率的影響。 

 

圖 2-25 顆粒彈跳磨蝕試驗機(Sklar, 2001) 

Sklar (2001)所設計之顆粒彈跳磨蝕試驗機，須將岩石試體修整為

水槽內徑大小，將試體置於水槽底部，試驗結束後再將試體取出秤

重，得知試驗進行中所損耗之重量(g)。在流速與顆粒大小條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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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試驗結果如所示，使用直徑 6mm 總重量 150g 的顆粒對各種不同

岩性(包含 Weathered sandstone , Artificial, Sandstone , Mudstone , 

Limestone , Marble , Weathered granite , Basalt , Graywacke , Andesite , 

Greenstone , Granite , Metasandstone , Welded tuff , Quartzite) 等試體

進行磨蝕試驗，使用石英顆粒與礫石顆粒分別對相同的岩性(Andesite , 

Limestone, Mudstone)磨蝕，得到沖蝕率與試體張力強度關係圖，所得

張力強度與沖蝕率之關係式可得知，試體的張力強度越高，顆粒彈跳

造成之沖蝕率越低。 

 

圖 2-26 不同岩性張力強度與沖蝕率關係圖(Skla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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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張力強度與沖蝕率關係圖(實線為石英顆粒，虛線為礫石顆

粒)(Sklar, 2001) 

實驗亦模擬河床中不同粒徑大小之顆粒彈跳，磨蝕過程中於固定

流速下，每次試驗加入固定粒徑作為模擬彈跳材料，顆粒越大造成之

沖蝕率(g/h)越高，並將彈跳沖蝕分為三種行為，分別為較低沖蝕率的

懸浮載磨蝕、水流能量足以帶動的顆粒彈跳侵蝕、大粒徑沉積作用使

底床不被沖蝕，以試驗條件下的水流條件，2mm 以下之粒徑為懸浮

載磨蝕，沖蝕率相對較小，40mm 以上礫石開始沉積覆蓋，沖蝕率漸

漸趨緩，直到不會造成彈跳沖蝕，2~40mm 之間粒徑為典型顆粒彈跳

造成試驗底板侵蝕(Bedload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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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不同床載粒徑與沖蝕率關係圖(Sklar, 2001) 

 

Sklar(2001)隨著磨蝕慢慢加入 6mm 之顆粒作為河床載，馬達轉

速固定為 1000rpm，床載加入量隨試驗時間增加，河床載達到 200g

以前，河床載仍受到水流帶動，造成沖蝕率上升，而隨者河床載的累

積，水流漸漸難以帶動河床載，沖蝕率則下降(圖 2-29)，顆粒沉積會

有保護底床的現象，故當河床載累積到一定的量之後，底床會因為顆

粒的保護而不再受彈跳撞擊而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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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顆粒量與沖蝕率關係圖(Sklar, 2001) 

 

2.3.3 環形水槽試驗 

Attal &lave(2006)為了解土、砂在河中輸送的底床磨蝕行為，利

用一組環形水槽的循環水流，並在對角位置分別裝四個強力噴嘴，使

試驗條件達到模擬湍急河流中的沖蝕行為，並且加入不同的粒徑

(5~80mm)的礫石進行實驗，以探討環型水槽試驗的流速分佈。Attal 

&lave 水槽實驗所使用的高速攝影機可以記錄跳動的礫石在水槽中

的路徑變化，試驗結果證明與其他長條型的水槽試驗中顆粒跳動運輸

的情形相似，因此，他們認為環形水槽可於水槽內製造強力水流使礫

石顆粒彈跳，比長條形水槽更適合用於模擬湍急水流中的運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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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環型水槽試驗儀器配置圖(a 為俯視圖，b 為側視圖) 

如圖 2-30，環型試驗水槽為不銹鋼製，外徑 1.5m，寬 0.3m，深

度 0.6m，於水槽外接一高壓幫浦、流量計與水流整流器，環型水槽

外高內低，中央為溢流槽將溢流水集中導入高壓幫浦，環型水槽底板

安裝一抗侵蝕的底板，目前由顆粒跳動觀察與計算來預估底床剪應

力，作者也建議若替換為易沖蝕的岩石板可直接由岩石底板量測出岩

石沖蝕率。試驗流速範圍為 0~4m/s，試驗加入的模擬彈跳顆粒為

100mm 以下粒徑之粒料。Attal &lave(2006)也提到環型水槽平均流速

須由式(2-18)修正計算求得。 

2

m

U w
dZ

gr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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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為窩流產生內外側的高差，U 為環型水槽橫斷面之平均流速，w

為水槽寬，g 為重力加速度，rm 為平均曲率半徑。 

 

圖 2-31 為環型試驗水槽流速分布圖 

圖 2-31 為環型水槽縱剖面之流速分布，圖(2-31a)因為水槽為環型，

水流繞水槽中心流動，離心力使內外側產生窩流 dZ 高低差，加入粒

徑 5mm 實驗粒料會附在底板上(pieces of tires)對於流速影響較小，視

為低粗糙度。圖(2-31b)因水流必須帶動粗顆粒能量耗損，流速分佈依

照水槽外徑增加，dZ 也相對較小，為高粗糙度。 

試驗中底床剪應力與加入實驗粒料粒徑有極大的影響，而由實驗

中計算求得的平均流速與原噴射水流流速可由斜率得知底床摩擦係

數 Darcy-Weissbach friction factor (fb)，進一步計算出底床平均剪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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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32。 

 

圖 2-32 平均流速與噴嘴流速關係圖(六組不同粒徑實驗)。 

利用試驗已知條件實驗粒料的粒徑與重量、噴嘴入射流速與平均

流速，帶入平衡方程式計算式(2-19)，可得知底床摩擦係數(fb)與底床

剪應力(τb)。 

2 2

i i inj o i iw i o iw i o

2

b

QU r - QU r  = - h 2 r - (h +h +dZ)2 r

                                - 2 r dr

     

 
(2-19) 

式中為水流密度；Q 為流量；
iU 為試驗水槽內側流速；

injU 為噴嘴

入射流速；r 為區率半徑； ir 為試驗水槽內徑； i 試驗水槽內側剪應

力；
iwh 試驗水槽內徑高度，其餘 o 與 b 下標符號為相對水槽外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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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 

顆粒的彈跳可由高速攝影機拍攝加以記錄，圖 2-33 中以水流平

均流速 2.6m/s 進行試驗，每種圖型符號為不同單體顆粒，試驗條件

為重量 17kg 粒徑為 60~80mm 之礫石，平均流速為 2.6m/s。顆粒彈跳

特性通常為彈起角度 30 度~42 度，落下角度為 10 度~22 度，與一般

模擬岩床顆粒彈跳分析的彈跳行為十分相近。

 

圖 2-33 高速攝影機拍攝顆力彈跳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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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實驗量測與數據擷取 

2.4.1 渠道試驗 

Balachandar &Kells (1998) 以水工模型進行河道沖蝕試驗，模擬

排水閘門後之河道沖蝕，水流由排水閘門排出時，試驗配置如圖 2-34

所示，其流場如圖 2-35 所示，儀器長 8m、寬 30.5cm，砂土試體長

2400mm、寬 305mm、高 200mm，試體顆粒大小介於 0.84～1.12mm。

試驗目的為利用通過閘門之非穩定水流沖蝕人造之底床，影像分析得

出非穩定水流與沖刷坑之關係。 

Balachandar &Kells (1998)水工模型試驗利用流量調節閥控制試

驗流量及流速，而利用水流通過小開口之閘門產生之非穩定流對透明

試驗段的人造河床沖刷。流速的測定由流量計讀取流量換算而得，量

測由 sony TR-600 Hi-8 CCD video camera 攝影後在電腦使用影響分

析軟體進行圖形分析。以下說明沖刷試驗流程： 

1. 將均質之砂土平鋪在試驗區。 

2. 開啟抽水機進行實驗，讀取流量計讀數，同時進行攝影。 

3. 紀錄每段時間內水流表面變化與試體表面之變化。 

4. 得到沖蝕深度與水流表面變化之關係以及沖刷坑最深之深度與

其產生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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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水工模型模擬渠道試驗儀器配置圖 

試驗結果分析方法： 

由攝影機攝影，連接至面板與儲存裝置，再由儲存裝置連接至電腦分

析。經過標定，找出砂土、空氣、水的 RGB 值表 2-1，再藉由 PROSCAN

軟體將影像數化進行分析如圖 2-36，即可得出個時間水表面變化與沙

土沖石坑之變化，並且由影像紀錄得知沖蝕坑隨時間變化之趨勢，如

圖 2-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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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渠道試驗量測及結果輸出方式 

 

表 2-1 試驗軟體所用 RGB 值表 

Zone Red  Green Blue 

Air 255 255 232 

Water 180~255 160~255 140~224 

Sand <100 <7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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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影像分析軟體(PROSCAN) 

 

圖 2-37 渠道試驗影像數化分析結果( a、b 為水表面變化，圖 c 為沖蝕

坑變化，橫軸為試驗水槽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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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礫石流侵蝕岩床試驗 

Hsu et al.(2008)考量在河床環境比較陡峭的溪谷地形或是冰川河

谷中，礫石流常為主要的岩床侵蝕主控因素，礫石會造成河床下切侵

蝕，必須模擬礫石向下撞擊岩床的角度，因而設計類似洛杉磯試驗的

旋轉鼓狀滾輪，找出岩床因礫石流彈跳撞擊侵蝕造成的侵蝕量，並討

論岩石性質及床載的關係。圖 2-38 為礫石流在試驗鼓輪中的示意圖，

Hsu et al.(2008)將 15 公分寬的鼓輪設計為可將Ａ方型(2.5 公分*10 公

分)塊體置入，隨著鼓輪一同旋轉並使礫石流保持一固定角度侵蝕此

人造試體。人造試體符合與試驗鼓輪相同的曲率半徑，並且等速的進

行彈跳侵蝕試驗。 

 

圖 2-38 試驗鼓輪與試體配置圖(Hsu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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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鼓輪試驗礫石流流動及交互作用情形(Hsu et al.，2008) 

圖 2-39(a)中 1 為表面斜率，2 為試體受礫石流衝擊斜率，3 為礫石流

內交互滾動的剪粒界面斜率。圖 2-39(b)為利用數位攝影機觀測所繪

製出的速度向量，為乾礫石流。圖 2-39(c)為飽和狀態之礫石流速度

場分布。圖 2-39(d)顯示乾顆粒在介面之間的速度比濕顆粒來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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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礫石流於試驗中流動情形(Hsu et al.，2008) 

圖 2-40 為滾輪中心軸向試體方向拍攝，a 為滾輪中心線，礫石流上緣

為黑色箭頭方向滾動，b側為木製圓板，c為透明強化玻璃方便觀察

拍攝。試驗結束後，將Ａ塊體由鼓輪卸下並測量其重量。試驗結果如

下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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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表中 'e 為無因次沖蝕量； de
為試驗後試體平均刷深深度；

totL 礫石流通過試體之總長度； me
試驗前後試體重量差； blockA

為試

體面積； block
為試體密度； oL 礫石流通過試體之長度； expt

為試驗

時間； drumu
試驗鼓輪速度； drumr

試驗鼓輪內徑，式(2-14)為無因次

沖蝕量計算方式。 

exp

'

2

m

d block block

o drumtot

drum

e
e A

e
L t uL

r





                                 (2-20) 

 

並求得ＮＳＮＩＳ(strength-normalized inertial stress)帶回

Stock&Dietrich(2006)所建立顆粒累積彈跳之數值模型計算抗沖蝕能

力。 

2 2

2
( ) effs b

SNIS s s e

o

Eu u
N v D

h T
 

                      (2-21) 

式中 De 為有效粒徑；Us 為表面速度；Ub 為底床速度； effE 為底床

彈性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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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雷射位移計量測原理 

利用雷射位移計做為量測具有很大的優越性,由於雷射光為一平

行單色光束，當照射在工件表面之上，沿著其反射角方向的反射光強

度，有二種表面反射模式: 即鏡射式反射和散射式反射二種。鏡射式

反射主要發生在如鏡面的表面上，其入射光的方向等於反射光的方

向，另外一種散射式反射則發生在較粗糙的工作表面上。 

通常雷射位移計就是利用散射式反射原理而設計，並採用雷射三

角法原理做量測應用。雷射光束投射在任一表面產生光點，部分的雷

射光自表面上散射，然後經過透鏡的聚焦後投影於光檢測器上。光學

三角法已使用在機器手臂之距離感測器及三度空間的輪廓量測系統

上，若此待測表面作一上下△d 的位移量，則光點沿著雷射光束的路

徑方向移動，因此也造成檢測器上的光點沿檢測測器作一個 h的位

移。其中Δd 與 h成正比。這種在檢測器上影像的位移就可以決定出

表面的位移量。應用在高低起伏的自由曲面外形量測時，可以量測出

表面上各點的位置。雷射位移計的用途大都在一些微小物體表面高

低、厚度的自動檢測(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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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雷射位移計利用光學三角幾何關係施作精密量測 

雷射測距為一種非接觸式之量測方式，相較於使用接觸式量測

(如探針、LVDT 等)可以避免因量測探頭接觸試體而改變原位移量，

且可以進行多點及斷面掃描，標示出相對位置後即可以得知待測試體

之整體高程改變量。 

 

2.5 文獻回顧總結 

本研究以郭炳宏(2010)設計並建構之軟岩沖蝕試驗儀進行模擬

軟岩磨蝕沖蝕試驗，並進行試驗儀器及量測方式改良，使試驗方式完

善及軟岩試體量測更加準確，對於軟岩沖蝕特性更明確的掌握，故針

對各種試驗方式進行文獻回顧蒐集，瞭解顆粒性材料對於岩石沖刷特

性。本節針對試驗沖刷方式、受沖刷試體、試驗加入之粒料、試驗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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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方式做比較，分析各項試驗對於軟岩沖刷之優缺點，進而找出適合

軟岩磨蝕沖蝕試驗之試驗方式。 

根據郭炳宏(2010)以大安溪試體進行清水磨蝕沖蝕試驗，現地鑽

探取得岩心之沖蝕率為 0.003~0.035mm/hr 之間，相較於其他試驗之

試驗量測範圍須更高的精準度，故不以試體試驗前後重量差值為判定

沖刷量之方式量測。Briaud(2008)將試驗結果依照土壤試體性質區分

沖蝕速率，而岩石部分僅以節理岩體為例，推估其沖蝕率，本研究以

軟岩為沖蝕試驗對象，將試驗結果與 Briaud(2008)沖蝕率趨勢圖彙整

比較，使岩石沖蝕的特性及趨勢更加完整。 

本研究亦模擬河道中懸浮載對於河道中軟岩沖蝕，主要加入粒料

以細砂為主，並非以礫石為模擬對向，高速攝影機為了拍攝顆粒行

為，所以本研究選擇量測方式以高解析度之單眼數位相機記錄試驗結

果，並進行濃度量測確保試驗加入之懸浮載濃度為預設值。以下表

2-2 為回顧本章各種試驗之試驗方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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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章各種試驗之試驗方法比較 

試驗名稱 沖刷方式 量測方式 試驗試體 加入顆粒 文獻來源 

EFA 試驗 試體裝置於管流下

方使土壤試體推進

管流內沖刷 

人工判試試體上升

1mm 所需時間 

Shelby Tube 土壤鑽

探試體包含砂土、黏

土 

清水試驗 Briaud( 1999) “SRICOS: 

Prediction of scour rate in 

cohesive soils at bridge 

piers.” 

顆粒彈跳試驗 使用水槽內馬達風

扇造成旋轉流況使

加入顆粒於底板上

彈跳 

試驗後將底板試體

取出秤重與試驗前

比較 

製造一圓形板試體

固定於水槽底部 

0.7~30mm 分別搭配

不同重量，使顆粒於

岩石底板上跳動 

Sklar (2001) ” Sediment 

and rock strength controls 

on river incision into 

bedrock” 

環型水槽試驗 環型水槽內設置四

個噴嘴使水流循環

及顆粒跳動 

高速攝影機記錄顆

粒之軌跡 

僅止觀察顆粒跳動

行為，無受沖刷試體

100mm 以下粒料 Attal &lave(2006) ” New 

Facility to Study River 

Abras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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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章各種試驗之試驗方法比較(續) 

試驗名稱 沖刷或侵蝕方式 量測方式 試驗試體 加入顆粒 文獻來源 

水工模型渠道試驗 以長條型水槽試驗

觀察水流造成沖刷

坑形成現象 

並用色相分析試體

沖刷深度 

砂土置於水槽底部 清水試驗 Briaud( 1999) 

“SRICOS: Prediction 

of scour rate in 

cohesive soils at 

bridge piers.” 

礫石流侵蝕岩床試

驗 

以鼓輪轉動方式加

入礫石形成礫石流

侵蝕試體 

高速攝影機觀察礫

石流滾動行為 

及量測試體試驗前

後之重量差 

鑲嵌於鼓輪中之一

方形岩石塊體 

1~10mm 之礫石或粗

砂 

Hsu et al.(2008) 

“Experimental study 

of bedrock erosion by 

granular flow.” 

軟岩沖蝕試驗 使試體於管流中凸

起 1mm 使水流造成

岩石沖刷 

攝影記錄及高解析

度拍照，相片進行數

化分析 

人造軟砂岩 

大安溪岩心 

清水試驗 郭炳宏(2010)多功能

軟岩沖蝕試驗儀之

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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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試驗設備及試驗規畫 

 

經由河床現地勘查發現，岩石表面常可見到光滑的磨蝕痕跡以及流

槽，也常見到礫石彈跳撞擊後對岩石表面留下的撞痕，這些磨蝕沖蝕現象

為河水夾帶懸浮載以及河床載對岩床所造成的侵蝕(Sklar&Dietrich,2004)。

相較於不連續面所控制的抽離沖蝕，岩石磨蝕所帶走的沖蝕量固然相對較

小，但是對於水流較強之地形或與其他機制相互作用下，卻也不可忽略其

對於河道沖蝕的重要性。河道水流受到地形及岩性的影響，若河床存在不

同岩性，則沖蝕主要作用於抗沖蝕能力較弱的岩石河床上，如此會導致流

況變化，例如產生渦流形成流槽、沖蝕孔洞的現象，這些流槽及沖蝕孔洞

隨水力作用不斷刷深，往往亦能造成可觀之沖蝕量。 

因此，本研究將利用室內沖刷試驗驗證河道中磨蝕沖蝕與岩性相對關

係，亦即針對不同岩性試體、水流流速、含砂水流濃度、含砂水流細料粒

徑等因素，來探討其沖蝕率及表面沖蝕的行為。 

本章將本研究所使用之水平向沖蝕試驗做詳盡說明，包含室內沖蝕試

驗儀的功能介紹、水平磨蝕沖蝕試驗段之管流設計、含砂水流濃度控制、

試驗規畫、試驗流程等作細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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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室內沖蝕試驗儀 

郭炳宏(2010)所建立的多功能室內沖蝕試驗儀，其規劃的試驗功能包含

磨蝕沖蝕、顆粒彈跳沖蝕、塊體抽離沖蝕等，並且將多功能試驗水槽區分

為水平向磨蝕試驗段、可變角度直接沖刷試驗區、小型渠道岩床沖刷試驗

區。郭炳宏(2010)將水平向磨蝕試驗段完成初步測試及進行初步實驗，可變

角度直接沖刷及小型渠道岩床沖刷試驗區已完成設計。以下介紹本研究所

使用之試驗水槽、試驗管路、水平向磨蝕試驗段、濃度量測等，以及本研

究所使用磨蝕沖蝕試驗儀器細部介紹及儀器功能與配置。 

 

3.1.1 水平向磨蝕沖蝕試驗 

本研究使用之試驗水槽為郭炳宏(2010)所設計組裝完成之水平沖刷試

驗段，並加以改良以適合軟岩磨蝕沖蝕條件，並且加入含砂水流進行沖刷

試驗，濃度量測及控制。實驗數據量測方式，目前以高解析度單眼相機拍

攝試驗結果，未來將建構一組雷射位移計及數據擷取放大器，以雷射掃描

出試體表面高程，並於管流上方設計固定支架，以進行雙方向定位之位置

量測系統，使量測所得數據更加精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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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水平向磨蝕沖蝕試驗段試驗配置圖(灰色部分為試驗段) 

3.1.2 磨蝕沖蝕試驗儀器細部介紹 

本研究使用之水平沖蝕試驗裝置，係利用位於多功能試驗儀水槽內部

之沉水式污物泵浦進行抽水，設計連接管路至水槽外試驗段進行試驗，流

量可依據試驗條件進行調整，試驗後之水流導回試驗水槽中形成循環水

流，以利長時間連續沖蝕試驗。 

試驗水槽由強化玻璃製成，水槽長 2.1 m，寬 1.2 m，高 1.2 m，試驗管

路由泵浦延伸至水槽外圍後銜接一水流調節閥，於試驗段前端外接電磁式

流量計控制管流流速，試驗岩心架設位置於水平試驗段中，有關試驗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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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於水平試驗段設計中介紹。水平向磨蝕試驗儀器及其功能與使用目的於

表 3-1 所示：  

表 3-1 磨蝕沖蝕試驗儀器介紹 

試驗儀器名稱 儀器型號或尺寸 功能或目的 

流量計 FlowMaster(EMF10)電

磁式 

量測時間單位內通過水量

(m3/hr) 

污物泵浦 河見電機 AF-35A 帶動水流循環 

強化玻璃水槽 210cm*120cm*120 cm 可容許之水量為 2m3 

透明試驗段 27mm*54mm 試驗段為均勻之流場 

流量調節閥 手動調節閥 調整試驗段流速 

單眼數位相機 SONY 相機搭配高倍

率鏡頭 

拍攝試體相片比較沖刷高程

雷射位移計 CD4-85(OPTEX) 

量測範圍 85+20mm 

利用雷射光束反射取得試體

表面高程 

雷射位移數據

擷取器 

CD4A(OPTEX) 設定雷射位移計擷取速率 

TDR 濃度量測

儀  

感測器、主機、電源、

電腦、波形分析軟體 

濃度量測(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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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磨蝕沖蝕試驗儀器介紹圖示 

流量計 污物泵浦 流量調節閥 

 
  

單眼數位相機 岩心夾具 透明試驗段 

 

止水矽膠薄膜 TDR 感測器 TDR 濃度量測儀器 

  

比重瓶 精密電子秤 溫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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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沖蝕試驗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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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物泵浦(於水槽內部)：為 AF-35A 型鑄鐵污物泵浦，其流量最高可達

1.2m3/min，且抽水形式為非接觸式葉面。本試驗可在水中添加粒徑

56mm 以下之顆粒，容許異物顆粒通過，本試驗機管路高 27mm、寬

54mm，屬於沉水式抽水泵浦，運轉時水位至少須淹沒本抽水泵浦約

50cm。 

2. 流量計：考慮本試驗可在水中添加顆粒，則無法使用機械式流量計，故

使用 EMF-10 電磁式流量計，電磁式流量計的內襯材質與電擊材料可依

照使用性替換，本試驗機內襯材質選用耐磨的 PU 聚氨酯橡膠，電極材

料選用一般水質用的碳化鎢，流量計內徑與污物泵浦相同為 80mm，精

確度達 0.5%。 

3. 單眼數位相機及高倍率鏡頭 : 使用腳架固定相機於試驗段正前方，於

每組試驗固定放大倍率及焦距，於水平位置拍攝試體沖刷情況。 

4. 手動調節閥 : 分為兩段控制調節，分別將水流導入試驗管流與導回試

驗水槽內部，以利於調節水量，控制試驗水流流速，為 PVC 材質重量

較輕，減少管路支架承受載重負擔。 

5. 試體夾具 : 本試驗因試驗方法規劃為將岩心試體固定，故將郭炳宏

(2010)所設計架構之抬升裝置使用試體夾具取代，將試體穿過矽膠製薄

膜後固定高度於透明試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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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平向磨蝕沖蝕試驗段與管流設計 

郭炳宏(2010)以試驗管流為水平紊流、試體表面流況穩定、數據量測之

可靠性、便於觀察試體等因素，進行設計並建構組裝，以達到沖刷岩心試

體表面，決定岩石的磨蝕沖蝕率的試驗目的。以下說明部分摘自郭炳宏(2010)

試驗管流設計。 

本磨蝕沖蝕試驗段依照所需試驗條件進行試驗段設計，水流必須經過

完全發展長度形成較為穩定之紊流，稱為完全發展紊流(圖 3-4)，完全發展

紊流之流場，其剪應力及平均流速之結構較為穩定與均勻，而在紊流情況

下所需之完全發展段 le 為(Munson & Young & Okiishi，2005)： 

le = 4.4D(Re)1/6                                           (3-1) 

D=2ab/(a+b)                                            (3-2) 

其中 Re 為雷諾數，a 為管徑高，b 為管徑寬。 

 

圖 3-4 紊流擴散示意圖(改繪自朱佳仁，2003) 

本研究進行的水平向磨蝕試驗，為每次將試體凸出於管壁 1 mm，試體

表面承受之流場為外紊流層(Munson & Young & Okiishi，2005)。由冪次定

律速度曲線(power law velocity profile)可得試體表面所承受之流速 VC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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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son & Young & Okiishi，2005)： 

VC=U / [ (1-r/R)1/n ]                                         (3-3) 

U=Q/A                                               (3-4) 

R 為管壁與方管中心距離，r 為管路中心線至試體之距離，U 為平均流速，

Q 為流量，A 為斷面積，n 為冪次定律速度曲線指數(圖 3-5)。 

由於試體凸起於管流造成流況改變，滿管狀態下管內流線圖如圖 3-6

所示，平均流速為 0.57～15.07 m/s 時，計算試體表面(距離管壁 1mm 處)所

受之流速約為 0.51～13.71 m/s 相差約 0.89～0.91 倍，故試體僅於管流中推

進 1mm，試體表面流速與管內平均流速相當接近。  

 

圖 3-5 冪次定律速度曲線圖(摘自朱佳仁，2003) 

 



66 

 

圖 3-6 管內流線圖(改繪自朱佳仁，2003)  

而管內之水頭能量會因試體而有所損失，損失係數與面積比相關，損

失係數 KL可由圖 3-7 得之。而本試驗之 AR 約為 0.97，在縮口與擴口區之

損失係數為 KL≈0，故本試驗可不考慮試體對於流場能量損失之影響。 

 

圖 3-7 縮管損失係數(Streeter, 1961)  

本研究模擬河道中軟岩表面沖蝕行為，考量方形管流能使水流均勻通

過岩心試體，並處於穩定流況中進行試驗，故針對以上流速及流況條件進

行試驗段設計。水平試驗段提供岩心試體施作沖刷試驗，在前端通入水流

經管口束縮後為方型管路(內徑 27mm*54mm)，並通過完全發展長度 140cm

後，外接壓克力製試驗段(內徑為 27mm*54mm)透明管路，如圖 3-8。試驗

段為壓克力組裝固定於兩端管路，並於底端打通直徑 56mm 之圓孔，以符

合現地岩心 NX 鑽頭之直徑，材質使用壓克力製成以便於觀察試體沖刷行

為及量測，再將管流導入試驗水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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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水平試驗段示意圖 

3.3 含砂水流濃度與模擬床載粒徑推估 

影響泥砂顆粒於流體中運動的特性的主要三種因素為：土壤比重、粒

徑、沉降速度(Yang，1996)。土壤比重為單位體積泥砂顆粒的重量，隨土壤

種類不同而異。在水中土壤顆粒會因重力產生沉降作用，亦會因液體浮力

而上升，兩者相互作用使土壤顆粒懸浮於液體中或沉降，因此土壤粒徑直

接影響顆粒於液體中懸浮行為。圖 3-9 顆粒於層流中沉降受力行為。 

岩心試體

水流方向 

矽膠薄膜

於試體與

試體凸起高度 

壓克力製

試驗段

試體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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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顆粒於層流中沉降受力行為 

在層流的狀況下(雷諾數很小)，史托克定律(Stokes’ Law)顆粒沉降速解釋了

顆粒於液體中下降與顆粒比重和黏滯係數有關，如下式(式3-5)所示。 

 
2

( )2

9
p f

sv gR
 




                                     (3-5) 

式中 sv 為顆粒最終沉降速度、
p 為顆粒比重、

f 流體比重、g為重力加速

度、R為顆粒粒徑、黏滯係數。 

河道中輸砂物若流動速度比沉降速度大，輸砂物就會用懸浮載

(suspension)的方式運送而不產生沉積現象，部分大體積的輸砂物會在河床

坐落下來，但是仍保持向下游前進，被稱為顆粒彈跳（saltation）行為，意

即不停利用水流帶動一段短距離，而再次坐落下來(Yang，1996)。沉積物在

跳躍運動中以滾動或滑動的方式移動，會在岩床上留下痕跡，經累積作用

下往往會有可觀之刷深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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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模擬床載粒徑推估 

Rouse(1936)提出濃度剖面公式(3-6)，以Rouse number(Ro)作為一濃度均

勻比例係數解釋懸浮載於水流流動下之行為，懸浮載之濃度受到重力沈降

與剪力速度之向上帶動影響，此兩相反效果之作用力相抗衡現象，可於水

流穩定時得到平衡之懸浮狀態，並得到懸浮濃度隨深度變化趨勢。 

h-y

y

oR

a

C a

C h a

 
   

                                       (3-6) 

式3-1濃度剖面公式中C為平均懸浮載濃度；Ca為床載高度之濃度；h為河道

深度，其中指數項Ro為Rouse number以式3-7表示為 

*

s
o

w
R

u
                                                 (3-7) 

sw 為顆粒降落速度；為Karman constant清水約為0.41，濁水依照濃度分

部，範圍約在0.2 ~ 0.41； *u 為顆粒於液體中之剪力流速。若試驗模擬河床

載之粒徑越大，顆粒沉降速度 sw 越大，則Rouse number越大。Ro > 5時，

懸浮載僅於底床表面薄層活動，Ro < 0.03時，河道為均勻濃度剖面。  

由於本試驗流速範圍為0.54~15.07m/s，必須計算管流條件所能夠帶動

之粒徑，基於試驗流速須具代表性且便於便於比較試驗結果，以流速10m/s

為代表流速作計算，而於磨蝕沖蝕試驗段中，試體接觸水流面為管流中心



70 

 

流速的0.90倍，故將9m/s流速視為帶入計算之平均流速。 

泥砂顆粒於靜水中之沉降速度ω(m/s)可使用張瑞瑾公式(張瑞瑾等

人，1988)計算，計算式如式3-8所示 :  

                     (3-8) 

2 6 21.97 10 /(1.0 0.0337 0.000221 )v T T                        (3-9) 

式中v為動黏滯係數與溫度有關，T為攝氏溫度，d為顆粒粒徑。 

剪力流速則以愛因斯坦(Einstein，1950)提出的顆粒剪力流速顆粒表面粗糙

度與表面磨擦力關係，如式3-  所示 :  

*

'
5.75log( )

' s

V R
x

U k
                                          (3-10) 

其中 'R 為表面磨擦之水力半徑(段面積除以濕潤周長)， sk 為顆粒等值粗糙

度=d65， x 為速度修正係數，圖3-10中 為11.6 v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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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速度修正係數對數圖(Einstein，1950) 

對於懸浮載 Rouse(1936)也對於 Rouse Number(Ro)做出以下範圍定義，

以顆粒於河床中懸浮行為區分為 Bed Load、50% Suspended Load、100% 

Suspended Load、Wash Load，故以剪力速度對應的 Rouse Number 下，估算

出沉降速度公式中的粒徑大小。下表(3-3)以流速為 10m/s 管流流速計算

Rouse Number，求出對應於試驗條件下之添加於沖刷試驗之懸浮載粒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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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懸浮載粒徑範圍與 Rouse Number 之關係 

懸浮載種類 顆粒於水流中行為 Ro 範圍 粒徑範圍(mm) 

Bed Load 顆粒以滑移、彈跳、

滾動方式於底床輸送 

Ro>2.5 0.1 以上 

50% Suspended 

Load 

懸浮載於水流中顆粒

下降接觸底床，又因

水流上升懸浮 

1.2<Ro<2.5 0.04~0.1 

100% Suspended 

Load 

完全懸浮於水流中，

對底床影響很小 

0.8<Ro<1.2 0.0015~0.04 

Wash Load 對於底床影響相近於

清水水流作用 

Ro<0.8 0.0015 以下 

 

故本試驗以兩種大小之粒徑模擬不同底床磨蝕之種類，分別使用砂土及黏

土加入試驗水槽，砂土為過#40 篩(0.42mm)及寶二水庫土壤過 200#篩

(0.075mm)，分別模擬推移質及懸浮載行為對於河道之侵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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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試驗含砂水流濃度控制 

含泥砂水流沖蝕試驗中，於水槽加入定量粒料，藉由水槽循環管路，

將含砂水流導入試驗段使試體表面受懸浮載侵蝕。由試驗水槽水量及加入

粒料重量可以得知試驗水槽內濃度(ppm)，為求更加準確得知通過水平試驗

段之管流濃度，則在試驗水槽內試驗段入水端(污物泵浦上方)及出水端(試

驗段出水口)設置為濃度量測位置，以驗證試驗水槽內泥砂濃度以及經過試

驗段之水流泥砂濃度是否均勻。本試驗以時域反射法(TDR)及比重瓶量測法

試驗水流濃度，以下為兩種量測方法介紹，下圖 3-11 為試驗水槽濃度量測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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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水槽濃度量測位置 
(紅色方框為濃度量測位置，藍色方框為污物泵浦) 

比重瓶量測法量測作業程序(北水局，2006) 

將利用比重瓶以秤重法之標準試驗程序如下列所示： 

1. 先量測比重瓶空瓶（含瓶蓋）重量，並記錄於計算表中。 

2. 將清水加入比重瓶至淹沒瓶口，蓋上比重瓶口蓋，排出多於水量（注

意瓶中應無氣泡存在），用吸水抹布將瓶身擦乾，爾後量測比重瓶與

清水（含瓶蓋）重量，並以溫度計記錄清水溫度。 

3. 將取樣瓶中取得水樣均勻搖晃，使水樣無泥砂沈澱現象。 

4. 使用塑膠漏斗將水樣緩緩倒入比重瓶內至淹沒瓶口，蓋上比重瓶口

蓋，排出多於水量（注意瓶中應無氣泡存在），並用吸水抹布將瓶身

擦乾。 

5. 量測渾水加瓶（含瓶蓋）重，並記錄渾水溫度。 

6. 將量測所得資料分別記錄於計算表內，即可求得泥砂體積比 SS 及泥

砂濃度 ppm。 

注意事項： 

1. 秤重時，讀數需最少需達 0.01g。 

2. 溫度量測精度至少需達 0.1℃。 

3. 秤重儀器是否已經校正歸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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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比重瓶量測法量測濃度流程圖(北水局，2006) 



76 

 

 

圖3-13比重瓶量測法量測濃度儀器 

 

圖3-14含泥砂水秤重量測濃度 

比重瓶量測法濃度計算流程 

將試驗流程所取得之參數，分別記錄於觀測記錄手算表中，並利用手

算表中之公式，進行當次取樣濃度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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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泥砂濃度-比重瓶量測手抄計算表及計算公式(北水局，2006) 

日期： 地點： 頁數：

瓶重(g)： 清水溫度： 泥砂比重(Gs)：

清水重(g): 清水比重(γ)： 記錄者：

時  間 混水水溫(℃) 混水+瓶重(g) 混水重(g) 混水比重(γ) 泥砂體積比(θs) 濃度(ppm)

  年        月         日

石門水庫泥砂濃度觀測手抄計算表

清水＋瓶(g)：

)(-1

10)()(
)(

)()()()(

)()()()(
)(

9999.000008.000001.00000001.0)(

6

23

S

Ss

s
S

CT

G
ppm

gGg

gg

TTT











體積比

體積比泥砂比重
泥砂濃度

混水比重清水重泥砂比重清水重

混水比重清水重清水比重混水重
體積比

水比重

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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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時域反射法)濃度量測(林志平，2006) 

為了解泥砂運移的機制，泥砂觀測必須具備足夠的空間與時間解析

度，目前較容易取得之商業化可自動化含砂濃度觀測技術主要有光學、音

波、雷射等三大類，光學式受泥砂顏色與粒徑及其散射角度的影響大；由

於一般泥砂粒徑遠小於超音波之波長，單顆粒之超音波散射量與顆粒粒徑

三次方有關，因此超音波儀器受泥砂粒徑之影響極大，林志平(2008)團隊曾

針對石門水庫底泥、矽澡土、交大紅土、矽粉比較光學式與超音波儀器之

含砂濃度率定關係，結果顯示兩種方法受泥砂粒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超

音波儀器對泥砂粒徑特別敏感；雷射繞射法不受泥砂粒徑的影響，但雷射

儀器昂貴，且量測範圍有限。現有商業化儀器量測值易受懸浮質粒徑的影

響且其量測範圍太小，無法滿足粒徑隨時間而變化且濃度變化範圍大的環

境，例如台灣的河川與水庫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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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種含砂濃度自動化觀測儀器優缺點評估表(林志平，2006) 

方法 操作原理 設置成本 操作性 濃度量測範圍 
量測準確度 

（誤差範圍） 
量測誤差來源 耐用性 

較

易

取

得

得

商

業

儀

器 

Optical 

(光學式) 

利用可見光或紅

外線之穿透或散

射反射進行含砂

濃度量測 

已商業化，單

點儀器成本約

為 10-30 萬。 

操作簡易、具有

良好時間解析

度，可遠端自動

化量測，屬於入

侵式 

取決於散射量測角度與

光源及接受器型態，亦

受粒徑分佈影響。90 度

散射之一般小於

5000ppm，大角度回散

射儀器可達 10~20 萬

ppm 

在特別率定的情形

下，90 度散射量測靈

敏度高，誤差約在

100~5000ppm 之間 

受顆粒顏色與粒

徑大小影響大，

率定工作困難 

儀器感測

面易受污

染。於洪水

條件下之

耐用性堪

虞 

SuperSonic 

(超音波法) 

利用超音波傳輸

能量之衰減探測

含砂濃度 

已商業化，單

點儀器成本約

為 20 萬。 

操作簡易，具有

良好時間解析

度，可自動化量

測，屬於入侵式

取決於感測器尺寸、頻

率及粒徑分佈。在感測

器間距 10cm 及含泥量

大於 20％狀況下，量測

範圍一般小於15萬ppm

在特別率定的情形

下，量測準確度隨量

測濃度增加而增加，

誤差約在

1000~5000ppm 之間 

受感測器尺寸、

泥砂顆粒大小、

種類影響大，率

定工作困難 

於洪水條

件下之耐

用性堪虞 

雷射繞射 

(Laser 

diffraction) 

利用雷射之折射

角探測淤砂顆粒 

已商業化，但

儀器成本為目

前所有方法中

最高 

操作複雜，需專

業訓練。具有良

好時間解析度  

一般量測範圍小於

5000ppm 

量測靈敏度高，量測

準確度度約 10ppm 

不受粒徑影響，

但由於探測空間

範圍小，易受局

部性擾動 

於洪水條

件下之耐

用性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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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儀

器 

核能法 

(Nuclear) 

利用透射或反射

之 gamma 或 

X-rays 進行量測 

尚未商業化 

操作複雜，需專

業訓練。耗能

小，適於長時間

觀測，屬於入侵

式 

一般量測範圍約為

500-12000ppm 

取決於核能法本身之

靈敏度限制，此方法

較適用高於 1000ppm 

受泥砂化學成分

影響，因人造輻

射源會自然衰減

之關係，需定期

性重新率定量測

儀器 

維護性

差，且現地

標定程序

較為困難 

差壓式 

(Differential 

pressure） 

利用兩個壓力計

（或差壓計）由

不同高度壓力差

計算出泥水混合

物之比重，進而

推算出水中含砂

濃度 

尚未商業化 
操作簡單，屬於

非侵入式量測 

實驗室試驗量測精確度

可達 10 到 1000ppm 

受水中漂流物影響，

量測誤差可高達

65,000ppm 

易受溫度、水流

擾動、水流流速

以及水中溶解成

分等因素影響 

儀器易受

水流影響

而損壞，耐

用性堪虞 

電容式 

(Capacitance) 

輸出之電流容量

與濃度成正比關

係之原理 
尚未商業化 

操作簡單，屬於

非侵入式量測 

量測技術具有高濃度量

測的能力，但黏土和砂

的粒徑大小會影響濃度

之輸出結果 

泥砂濃度量測在低濃

度量測時，其準確性

不足 

受溫度、水質導

電度及泥砂種類

所影響大 

耐用性有

待商榷 

TDR 

(時域反射法) 

利用電磁波量測

所得到之之電學

性質決定含砂濃

度 

可一機多點觀

測，傳感器尚

未商業化，但

具有經濟性與

可維護性。 

具有良好時間解

析度，可遠端自

動化觀測、屬於

入侵式量測儀器

量測範圍受限於受測體

之導電度，一般河川與

水庫的條件下高達 20

萬 ppm 以上 

目前利用 70cm 感測

器配合新式分析方

法，其量測準確度約

為 1500ppm 內 

土壤顆粒影響

小，在一般的含

砂濃度觀測不需

特別率定 

感測器堅

固且成本

低，可更

換，維護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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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使用時域反射法（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

含砂濃度的量測方式，時域反射法利用置於水面上的時域反射儀探測

置於水面下的感應導波器，TDR 儀器發射一電磁方波並接收反射訊

號（如圖 3-17），TDR 反射波形在感應導波器中之走時與含砂濃度具

有良好線性關係，可藉以推估懸浮質濃度。TDR 含砂濃度感測器與

典型的量測波形如圖 3-18(b)所示。利用反曲點走時分析方法，量測

結果不受水質導電度的影響。溫度雖然會影響水的電磁波速，進而影

響含砂濃度的推估，但可經由溫度感測進行補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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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時域反射法示意圖(林志平，2006) 

 

圖3-16(a)新式TDR含砂濃度感測器(b)典型TDR量測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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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TDR走時分析方法(林志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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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查詢溫度計的COM及溫
度計電壓是否正常

選取ADAM-4000-
5000Utility

進入畫面後，先任選一個
COM，選取望遠鏡查尋

查詢接溫度計的頻道電壓
是否介於6mv~8mv之間

選取[01]4118

如有查詢到，則會出現
[01]4118的選項，即可按
下Stop scan停止查詢

按下望遠鏡查詢後,會出現
一對話框,按下“OK＂即可

如5秒內查詢不到,即可按
下Stop scan,換查下一個

COM

不OK

溫度計重接、檢查電壓是
否2.5V、換條溫度計或

ADAM

不OK

進入畫面後,選取TDR COM，並輸
入參數Vp=1,Average=4,Points=2

048，Start & Length,先輸入大概長
度

測量完畢後，在Probe 
Length(m)即為L長度,並紀
錄數值

在T1&T2輸入200、800、
1200、2000，即Wave Number 
輸入10筆取平均值後，按下L 
Calibration

在Temp COM,選擇溫度計的COM，在AO 
output,輸入2.5，按下Set AO out，
即可在Temperature(oC),看到測量後
的溫度

按下Get Waveform後,會出
現一波形,截取其下降段，
找出其Start & Length
(SSC-Length固定為4)

持續紀錄數據5筆，其數據
相差正負0.2mm，即為精確

L值

在Wave Number先輸入100
後,按下Get Waveform
讓TDR先打100筆資料熱機

L標定完成後，輸入參數
εs=7,Gs=2.7，按下SSC

Measure

驗證

在濃度(mg/L),可顯示其濃
度ppm,及正負差，ppm值在
正負2000以内為正常

不OK
可微調L值，L相差0.1mm
ppm則差1200ppm上下

STAR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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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量測濃度步驟流程圖(基能科技) 

 

圖 3-19 時域反射法(TDR)量測濃度之試驗儀器配置圖 

 

圖 3-20 不同形式 TDR 濃度感測器 

電源供應

小型電腦主機 TDR 主機 

TDR 感測器連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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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試驗規劃 

本研究以不同地點（地層）之砂岩及頁岩，進行水平向磨蝕沖蝕

試驗，求出各岩心試體之磨蝕沖蝕率，並觀察試體表面沖刷行為，以

對各岩性岩石沖蝕特性更加瞭解。於沖蝕試驗進行前，針對試驗量測

精準度及試驗流況之穩定性，以單一岩心試體相同流況下，進行三次

重複性試驗，說明試驗量測值精度及試驗水槽重複施作沖刷蝕驗之可

靠度。 

本研究試驗規劃(表 3-6)，包含不同地點的砂岩及頁岩鑽探岩心

試體，清水及含泥砂水流試驗流速設定為 10m/s 以及 15m/s，泥岩試

體流速使用 2.5 和 5m/s，重複性試驗則流速為 10m/s。試驗時間方面

清水、含砂水流試驗、重複性試驗為連續實驗 8 小時，泥岩試體為半

小時為一次試驗亦可連續施作。 

含泥砂水流試驗則以不同的濃度及粒徑模擬，河道中懸浮載造成的底

床沖刷，當颱洪事件發生時，暴雨或洪水使得進入河道流域的雨水挾

著大量泥砂而來，此時河道中水流的含砂濃度會迅速提升，本試驗規

畫以加入水槽之粒料量決定其試驗水流濃度，而在河道中，規劃以

1000、5000、10000ppm 三種濃度進行實驗以模擬常時水流、豪雨大

雨後、颱風來襲時之沖刷流況。加入粒料之粒徑分為砂土及黏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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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過#40 篩(0.42mm)及寶二水庫土壤過 200#篩(0.075mm)，分別模擬

推移質及懸浮載行為於懸浮載中對於河道侵蝕行為。含泥砂砂水流試

驗為使用一固定流速 10m/s，以大安溪砂岩試體(BH03)使用三種濃度

之過 200#篩土壤及 5000ppm 代表性濃度之渥太華砂，共 4 次試驗。

詳細的試驗方法與細節於 3.6 節試驗流程中詳盡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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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試驗規畫表 

試驗種類 試驗流速

(m/s) 

試驗時間

(hr) 

試體岩性及岩心來源 地層分類 水 流 濃 度

(ppm) 

粒料粒徑 

(篩號) 

試 驗 數 量

(次) 

重複性測試 10 8 大安溪砂岩 BH03 卓蘭層 清水 無 3 

清水磨蝕 10&15 8 大安溪砂岩、頁岩 

石岡壩砂岩 

集集攔河堰砂岩 

卓蘭層 

卓蘭層 

頭嵙山層 

清水 無 10 次 

含泥砂水流 10 8 大安溪砂岩、頁岩 卓蘭層 5000 以及 

1000&5000 

&10000 

砂#40~#60 

黏土過#200 

4 次 

高沖蝕率 2.5&5 0.5 泥岩 古亭坑層 清水 無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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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平向磨蝕試驗流程 

以試驗方法分類可以將磨蝕沖蝕試驗為清水磨蝕沖蝕試驗、含泥

砂水流磨蝕沖蝕試驗、高沖蝕率磨蝕沖蝕試驗方法。清水及含泥砂水

流試驗皆使試體固定於同一高度連續沖刷，而規劃高沖蝕率磨蝕沖蝕

試驗方法，是由於施作清水磨蝕沖蝕試驗中試體沖蝕速度較快，造成

表面於一小時內刷深超過 1mm，容易在長時間沖刷後產生局部凹陷，

有渦流掏刷的現象。 

含泥砂水流試驗流程中提及TDR及比重瓶法濃度量測則依照3.4

節內所說明之作業程序操作。本節介紹各種試驗方法之試驗步驟，並

說明試驗過程中拍攝之相片數化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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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水平向磨蝕沖蝕試驗流程 

清水磨蝕沖蝕試驗流程如下： 

1. 使用岩心切割機將試驗岩心切平並且將試體表面打磨整平。 

2. 岩心試體側邊以投影片紙包裹，穿過圓形開孔之矽膠薄膜後推入

試驗段，凸起高度為 1mm。 

3. 將岩心試體利用壓克力夾具固定位置。 

4. 開啟污物泵浦並讀取流量計讀數，將流速調整至較小值，並等待

流況穩定，約 3 分鐘。 

5. 單眼相機架設於相對於試體的水平位置，並且拍攝試驗前試體情

形，架設完畢後不再更動相機位置。 

6. 使用調節閥控制流速為實驗預定流速。 

7. 每組試驗時間為八小時，在試驗經過 2、4、8 小時進行拍照。 

8. 利用試驗時間內岩心試體的高程變化，繪製管流速度(m/s)與沖蝕

率(mm/hr)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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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清水磨蝕沖蝕試驗段與岩心試體圖 

含泥砂水流磨蝕沖蝕試驗(先進行清水磨蝕沖蝕試驗步驟 1~6 後接續) 

7. 加入粒料於水槽中，水流穩定後開始以 TDR 量測試驗水流濃度。  

8. 進行比重瓶取樣濃度量測。  

9. 每組試驗時間為八小時，在試驗經過 2、4、8 小時暫時中止運轉

污物泵浦並進行拍照，並使用比重瓶量測法量濃度。(拍照時必須

將壓克力試驗段上蓋打開，含泥砂水流由左右管路流回至水槽

內，再將壓克力內側擦拭乾淨，使拍照時相片中試體表面清晰) 

10. 拍照結束後，重新啟動污物泵浦，至試驗結束。 

11. 利用試驗時間內岩心試體的高程變化，繪製管流速度(m/s)與沖蝕

率(mm/hr)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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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含泥砂水流試驗(水槽內泥砂濃度均勻無沉積現象) 

 

圖 3-23 含泥砂水流試驗段試驗進行中 

由於無法直接由含砂水流拍攝試體，故暫時停機以進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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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含泥砂水流試驗段試驗暫時中止將上蓋開啟 

(使水流由兩端回流至水槽中) 

 

圖 3-25 含泥砂水流試驗段試驗暫時中止進行拍照 

(無含砂水流阻擋，可以清楚拍攝並作圖形分析) 

上蓋開啟無泥砂水流通過 

試體外以矽膠薄膜防滑止水 

水流方向 

試體表面 

試體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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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沖蝕率沖刷試驗流程如下：(先進行清水磨蝕沖蝕試驗步驟 1~3 後

接續) 

4. 將上蓋開啟以水管注入些許水量使試驗段中水位超過試體表

面，靜置約 15 分鐘等待是體表面吸水飽和。 

5. 開啟污物泵浦並讀取流量計讀數，將流速調整至較小值，並等待

流況穩定，約 3 分鐘。 

6. 單眼相機架設於相對於試體的水平位置，並且拍攝試驗前試體情

形，架設完畢後不再更動相機位置。 

7. 使用調節閥控制流速慢慢增加調整為實驗預定流速(2.5 和 5m/s)。 

8. 每組試驗時間為半小時，在試驗前後進行拍照。 

9. 若需連須施作實驗則每組實驗完成後，把試體卸下作表面處理並

重新進行步驟 4 ，避免連續實驗累積局部沖刷量造成渦流掏刷。 

10. 利用試驗時間內岩心試體的高程變化，繪製管流速度(m/s)與沖蝕

率(mm/hr)關係圖。 

 

圖 3-26 泥岩試體(高沖蝕率)於水平試驗段中飽和約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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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試驗結果相片數化流程 

1. 首先將拍攝的試體相片匯入 AUTOCAD 2008 

2. 將照片比例依照 1單位為照片上 1mm 的等比例放大 

3. 將試體邊緣輪廓描繪出來，並標出試體中心垂線 

4. 以中心線向左右各取 15mm 作垂直線(平行於中心線) 

5. 量測試體軸線中央高程及左右高程 

6. 量測出來的高程即為試體高，試驗前(紅色剖面線)與試驗後(綠

色剖面線)的高程差即為沖蝕量(mm) 

 

圖 3-27 使用 AUTOCAD 軟體描繪試驗岩心表面形狀 

 

圖 3-28 數化後的試驗岩心(紅色部分為沖刷實驗前，綠色為沖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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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試驗量測精度與重複性試驗 

郭炳宏(2010)以現地鑽取試驗岩心(砂岩及頁岩)的沖蝕量量測值

介於 0.1~0.01mm 之間，故需要高穩定度的試驗管流條件及高精度的

量測分析方式。本研究先經由一組相同沖蝕條件 (流速設定為

10m/s)，針對同一岩心試體進行連續三次重複清水沖刷試驗，試驗時

間均為八小時，並探討量測方式的準確性。 

3.7.1 重複性試驗 

重複性試驗試體三組皆為大安溪砂岩岩心，依據重複性試驗結果

顯示(表 3-7)，由於沖蝕量約為 0.2mm 且於相同的管流條件下有良好

的重複性，對於 1mm 凸起於試驗段管流內，在此視為相同之流況，

故規劃前兩組為試體固定後連續沖蝕八小時兩次，第三組為試體重新

架設，將岩心上緣重新對齊基準線比例尺 1mm，並重新啟動污物泵

浦，試驗時間亦為八小時。 

表 3-7 重複性試驗沖蝕率結果表 

流速(m/s) 試驗時間(hr) 試體來源及岩性 沖蝕量 (mm) 沖蝕率(mm/hr)

9.86 8 BH03 大安溪砂岩 0.193 0.0241 

9.86 8 BH03 大安溪砂岩 0.199 0.0249 

9.93 8 BH03 大安溪砂岩 0.224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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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試驗量測精度 

本試驗使用柯尼卡美樂達 α-7D(Maxxum 7D)數位單眼相機拍攝

試驗前後的試體加以分析，相機有效像素為 610 萬畫素。使用相片判

釋沖蝕量之量測精準度必須先由像素與解析度來探討，單位面積內的

像素越多代表解析度越高，所顯示的圖像就會接近於真實物體。 

柯尼卡美樂達 α-7D 所拍攝的相片最大分辨率為 3008*2000，將

試驗結果數化過程中會將試體相片匯入 AUTOCAD 軟體，並將相片

局部放大以利於判釋沖蝕高程，故與使用判釋相片之電腦螢幕解析度

(dpi)無絕對關係。而照片判釋的精度可由兩種方式驗證，將試體相片

放大至像素點明顯可見後，試驗所使用的透明投影片紙所標註的

1mm 比例尺中，利用放大觀察求出 1mm 相對於相片的 50 格像素，

故相片中一格像素為 0.02mm 的高度；另一方式使用 600dpi(每英吋

600 個列印點)的印表機輸出相片，同樣利用照片邊界與 1mm 的比例

關係求得每格像素的高度為 0.021mm。而 AUTOCAD 軟體對於線性

長度的量測精度可達 1*10-6個單位長度，以 1mm 為一單位等比例放

大後，AUTOCAD 判釋誤差遠小於照片像素的誤差，故試驗相片數化

分析的精度取決於照片像素為 0.02mm。因使用 AUTOCAD 軟體標示

剖面並求出高程差，故僅取至小數點第三位數來表示沖蝕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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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高沖蝕率磨蝕沖蝕試驗方法比較 

郭炳宏(2010)文中針對高沖蝕率岩石 (人造砂岩沖蝕)試驗，提出

以下試驗流程 :  

1. 將試體抬升至 1mm 

2. 紀錄開始試驗的時間(t1) 

3. 判斷試驗結束的時間並記錄(t2) 

4. t2 - t1及為沖刷時間，1mm 為沖刷量，即可得沖蝕率(mm/hr) 

郭炳宏 2010 人造砂岩試驗方法說明使用錄影分析適用在沖蝕率較高

的情況(沖蝕率大於 1mm/hr 時適用錄影分析)。錄影分析不需將影像

數化，只需判讀每次試驗沖刷 1mm 所需時間即可推求出岩心沖蝕率。 

 

圖 3-29 高沖蝕率之人造砂岩試驗結果(郭炳宏 2010) 

岩石沖蝕率約為 20~200mm/hr 之間，相對於現地鑽取岩心試體沖蝕

率較低，試驗結果顯示於固定流速下之多次沖刷數據。由於人造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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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軟化且試體較不均值，造成試驗結果跳動範圍較大，試驗過程中

試體邊界沖蝕率較高，且沖刷情形常有局部掏刷，試體中央區域卻沖

刷率較低。 

而本研究以縮短沖刷時間來保持試體表面之完整性，確保岩心試

體沖刷量於試驗時間內，故預先設定試驗時間為 30 分鐘。本研究曾

嘗試使試體於透明試驗段中長時間飽和，但因泥岩遇水吸水性佳且易

於軟化崩解，尚未啟動試驗水槽就形成表面崩解破損及吸水膨脹的現

象，試體表面無法保持平整。故針對高沖蝕率試體試驗方式，以試體

於短時間內在水平試驗段中進行試體表面飽和，並使流速緩慢增加至

試驗設定流速值。 

每組實驗完成後，把試體卸下將沖刷面使用岩心切割機切除並進

行表面打磨處理，以保持連續實驗試體的完整性與沖刷條件的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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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試驗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擬探討軟弱岩石的沖蝕行為及其基本性質包含物性、消散

耐久、三軸、單壓強度、間皆張力強度等，對其沖蝕率的影響。本章

首先提出試驗試體的基本性質及磨蝕沖蝕試驗結果加以說明，最後再

就沖蝕率特性加以討論。 

4.1 試體及其基本性質 

本試驗所使用試體包含大安溪、石岡壩、集集攔河堰鑽探取得之

岩心試體，集集攔河堰岩心試體地層分類屬頭嵙山層，大安溪、石岡

壩試體為卓蘭層。含泥砂水流試驗部分，於試驗中加入模擬懸浮載之

土壤為渥太華砂及寶二水庫現地土樣，其中渥太華砂標準砂粒徑範圍

#40~#60 篩(0.42~0.25mm)，寶二水庫土樣取通過#200 篩(0.075mm)。

本節亦介紹郭炳宏(2010)使用人造砂岩試體之基本性質以利於沖蝕

率特性比較與討論。 

4.1.1 大安溪隆起段試體基本性質 

大安溪所鑽探取得之岩心試體屬卓蘭層，地質年代上屬於上新世

晚期至更新世早期堆積成的沉積岩層(地質年代約一百五十萬年)，因

固結作用不完全，具有膠結不良、遇水軟化、及易受干擾等特性。(何

春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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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賀瑞(1995)對中北部軟弱砂岩之物理性質與力學性質描

述中提到，台灣中北部沉積層內之砂岩特徵為膠結不良，孔隙率大，

有時以手即可捏碎。頁岩浸水受外力擾動後易沿頁理面剝離。卓蘭層

岩石除部分塊狀砂岩較具抗侵蝕能力外，其他之粉砂岩、頁岩、及砂

頁岩互層均極容易受水流侵蝕及風化作用影響而造成地形上的改變。 

大安溪試體來自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委託交通大學執

行的計畫「軟弱岩床劇烈沖蝕河段沖蝕行為之探討 (2/3)」於大安溪

隆起段鑽探(孔號為 BH01~BH06)取得之岩心。本試驗所使用大安溪

岩心包含 BH01 深度 24.1m~24.3m 之頁岩、BH03 深度 22.2m~22.4m

之砂岩、BH04 深度 9.4m~9.6m 之頁岩。前述報告中進行各項試驗之

試驗結果與參考值，在此僅列出岩性及孔號與本試驗選取岩心相同之

結果，及代表性結果。 

表 4-1 大安溪基本物性試驗結果(水規所，2010) 

孔號 深度 m 岩性 比重 飽和含水

量(%) 

飽和單位重

(t/m3) 

乾單位

重(t/m3) 

孔隙率

(%) 

BH02 平均值 砂岩 2.62 11.41 2.279 2.066 21.11 

BH04 12.57 

-12.67 

頁岩 2.65 5.56 2.509 2.377 10.31 

BH04 12.37 

-12.49 

頁岩 2.65 5.37 2.509 2.376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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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大安溪消散耐久試驗結果(水規所，2010) 

孔號 深度 岩性 Id1(%) Id2(%) 評分 

BH03 2-3m 砂岩 53.1 34.47 低 

BH05 11-12m 頁岩 80.21 50.07 中 

 

表 4-3 大安溪物性及強度力學建議值(水規所，2010) 

 

4.1.2 石岡壩岩心試體基本性質 

石岡壩所鑽探取得之岩心試體亦屬卓蘭層，石岡壩岩心試體為配

合「設置攔河堰引致岩盤沖刷之機制與評估研究(2/2)」報告於現地進

行鑽探(孔號為 SS01~SS02)取得之岩心，並選取岩心完整無破損並且

岩性固定之範圍(約 7~10cm)，將試體取出並進行試驗。本研究磨蝕

沖蝕試驗試體為 SS01 砂岩 10.5m~10.7m 。以下表 4-4~表 4-6 為報告

中進行各項試驗之試驗結果與參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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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石岡壩一般物性試驗結果表(水規所，2010) 

孔號 深度

m 

岩性 比

重 

飽和含

水量(%) 

飽和單位

重(t/m3) 

乾單位

重(t/m3) 

孔隙

率(%) 

SS02 5.2-

5.35 

砂岩 2.64 7.70 2.356 2.188 10.96 

SS02 5.35

-5.5 

砂岩 2.64 8.01 2.372 2.195 10.83 

SS02 5.7-

5.84 

砂岩 2.65 7.74 2.350 2.187 11.2 

 

表 4-5 石岡壩消散耐久試驗結果(水規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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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石岡壩物性及強度力學建議值(水規所，2010) 

 

 

4.1.3 集集攔河堰岩心試體基本性質 

集集攔河堰岩層屬於更新世頭嵙山層，以青灰色至淡灰色泥質細

粒至粗粒混濁砂岩、粉砂岩，砂質頁岩及砂頁岩互層所組成。頭嵙山

層上部地質岩性是以礫岩為主，大多為厚層構造，並夾有砂岩其間呈

互層，偶有粉砂岩、頁岩；下部則是以砂岩為主的岩性，有砂岩會與

粉砂岩、頁岩互層，偶有泥質砂岩(何春蓀,1986)。而集集攔河堰堰址

及下游側則大致可細分出露層狀砂岩、砂頁岩互層與與呈現塊狀之極

厚層砂岩 3 種岩性(水規所，2010)。 

集集攔河堰岩心試體為配合「設置攔河堰引致岩盤沖刷之機制與

評估研究(2/2)」報告於現地進行鑽探(孔號為 CO01~CO02)取得之岩

心，並選取岩心完整無破損並且岩性固定之範圍(約 7~10cm)，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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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取出並進行試驗。本研究磨蝕沖蝕試驗所使用為 CO01 砂岩 

12.4m~12.6m。表 4-7 為報告中進行各項試驗之試驗結果與參考值。 

表 4-7 石岡壩物性及強度力學建議值(水規所，2010) 

岩性 比重 孔隙

率(%) 

消散耐久

性 

單壓強

度(Mpa) 

楊式模

數(Mpa) 

張力強度

(Mpa) 

砂岩 2.62 16.2 中耐久性 28.5 2150 1.72 

頁岩 2.68 5.6 高耐久性 10.0 2335 1.68 

砂頁岩

薄互層 

2.65 14.0 中耐久性 2.0 425 0.5 

 

4.1. 4 人造砂岩岩心試體基本性質 

郭炳宏(2010)所使用人造砂岩岩心試體來源取自張振成(2008)製

造供基礎承載的大型人造岩塊所鑽取之岩心，試體取約 15cm，而人

造砂岩遇水即軟化，故不施做消散耐久試驗，以下為張振成(2008)之

基本物性及力學試驗結果。 

人造砂岩比重介於 2.61～2.67 之間，孔隙率則介於 24.81～

29.21%之間，試驗結果如表所示(張振成，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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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一般物性試驗結果表(張振成，2008) 

 

人造砂岩施做單壓強度試驗，砂岩單壓強度介於 1.61～3.31MPa。平

均值為 2.24MPa。試驗結果如下表所示(張振成，2008) 

表 4-9 單壓強度試驗結果表(張振成，2008) 

 

人造砂岩施做軟岩三軸試驗，由於此人造砂岩遇水即軟化，所以施做

乾燥三軸試驗，砂岩凝聚力 C 介於 0.29～0.65MPa 平均值為

0.49Mpa，內摩擦角介於 44～49 度平均值為 46 度。 

表 4-10 乾燥三軸試驗結果(張振成，2008) 

 

基本性

質 
比重 Gs 

濕密度

(g/cm3) 

氣乾含水

量(%) 

乾密度

(g/cm3) 
孔隙比 e 孔隙率(%) 

平均值 2.48  2.26  2.72  1.90  0.30  21.95  

試體編號 單壓強度(MPa) 切線模數 E (MPa) E/q 

平均值 2.24 207 104 

試體編號 凝聚力(MPa) 磨擦角 

平均值 0.4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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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古亭坑層泥岩岩心試體基本性質 

泥岩在地質學上屬於沉積岩類，泥岩含有大量的黏土和粉土，新

鮮泥岩常呈青灰色，本試驗使用岩心為古亭坑層泥岩，根據謝文元

(1995)、葉信宏(1999)、陳煒鳴(1997)等人對於古亭坑層泥岩材料調

查結果顯示雖然粒徑組成有所差異，一般而言是以粉土顆粒含量最

高，平均約為49%，其次是黏土顆粒，平均含量為29%，再其次則為砂

土顆粒，其平均含量為22%。此類泥岩特性為遇水極易軟化崩解，乾

燥時堅硬如岩石，隨含水量增加，其行為又漸趨於粘性土壤。(葉峻

維，2008) 

表4-11古亭坑層泥岩基本物理性質(葉峻維，2008) 

基本物性 試驗 1 試驗 2 

比重 2.24 2.28 

氣乾含水量(%) 2.70 2.71 

彈性模數 1721 1746 

柏松比 0.12 0.15 

單壓強度(MPa) 23.18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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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古亭坑層泥岩消散耐久性(葉峻維，2008) 

消散耐久性指數 試體 1 試體 2 

Id1 73.05 76.60 

Id2 48.66 52.01 

古亭坑層泥岩分類為低耐久性-中等塑性岩石(葉峻維，2008) 

 

表 4-13 古亭坑層泥岩三軸試驗結果(葉峻維，2008) 

岩樣 模擬項目 C(Mpa)  (度) 
R2 

古亭坑層泥岩 尖峰強度 11.74 19.09 0.973 

古亭坑層泥岩 殘餘強度 4.01 23.07 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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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磨蝕沖蝕試驗結果 

完成沖刷實驗後，經由圖形分析結果得到試體沖刷前後高程差即

為試驗水平流造成之沖蝕量(mm)，因實驗為連續沖刷，故沖蝕量除

以試驗時間即為沖蝕率(mm/hr)。表 4-14 為清水磨蝕沖蝕試驗結果。 

表 4-14 磨蝕沖蝕試驗結果表(清水試驗) 

 

流速(m/s) 時間(hr) 岩性及岩心位置 沖蝕量(mm) 沖蝕率(mm/hr)

10.12 8 CO01 集集砂岩  12.4m~12.6m 0.257 0.0322 

14.71 8 CO01 集集砂岩  12.4m~12.6m 0.298 0.0373 

10.12 8 BH01 大安溪頁岩 24.1m~24.3m 0.044 0.0055 

14.93 8 BH01 大安溪頁岩 24.1m~24.3m 0.053 0.0066 

9.88 8 BH03 大安溪砂岩 22.2m~22.4m 0.182 0.0228 

14.93 8 BH03 大安溪砂岩 22.2m~22.4m 0.171 0.0214 

9.91 8 BH04 大安溪頁岩  9.4m~9.6m 0.059 0.0074 

15.07 8 BH04 大安溪頁岩  9.4m~9.6m 0.077 0.0096 

9.91 8 SS01 石岡壩砂岩 10.5m~10.7m 0.147 0.0184 

14.77 8 SS01 石岡壩砂岩 10.5m~10.7m 0.119 0.0149 

2.27 0.5 泥岩試體 0.638 0.319 

5.09 0.5 泥岩試體 0.894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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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試驗沖蝕率結果以及郭炳宏(2010)沖蝕率試驗結果之沖

蝕率(mm/hr)–流速(m/s)圖，圖中實心點為本研究針對高流速之軟岩沖

蝕率，X 點試驗結果為郭炳宏(2010)沖蝕率試驗結果。

 

圖 4-1 軟岩沖蝕試驗結果-流速與沖蝕率關係圖 

圖 4-1 中已將表 4-14 的管流流速以 0.89~0.91 倍換算為通過試體表面

流速，郭炳宏(2010)試驗結果與本研究試驗結果比較發現，頁岩之沖

蝕率皆低於砂岩沖蝕率。郭炳宏(2010)砂岩試驗沖蝕率數據跳動較

大，推估是由於試驗時間較短而沖蝕量的變化率較大，且試驗時間並

非每組試驗皆固定，而本試驗所規劃試驗時間皆為八小時，數據量測

方面郭炳宏(2010)利用圖形分析取得中心位置高程差即為沖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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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本試驗取試體五條剖面後並去除試體邊界效應，並以三點平均求

取沖蝕高程差，對表面高程變化較具有代表性。 

含泥砂水流分別以寶二水庫土壤(過#200 篩)加入試驗水槽中循

環，控制水流濃度為 1000、5000、10000ppm 進行三組試驗，並以渥

太華砂加入試驗水槽中，以 5000ppm 為代表性濃度進行一次試驗，

用以分別顯示懸浮載濃度與粒徑對於沖蝕量之影響關係。表 4-15 為

含泥砂水流試驗結果及含泥砂水流濃度量測數據(試驗岩心試體皆為

大安溪 BH03 砂岩 22.2m~22.4m)。 

 

表 4-15 含泥砂水流試驗沖蝕率結果表 

流速

(m/s) 

時間

(hr) 

加入模擬懸浮載之粒

徑及濃度 

沖蝕量

(mm) 

沖蝕率

(mm/hr) 

9.91 8 過#200 篩土 1000ppm 0.222 0.0277 

9.91 8 過#200 篩土 5000ppm 0.374 0.0467 

9.91 8 過#200 篩土 10000ppm 0.567 0.0709 

9.77 8 渥太華砂 5000ppm 0.575 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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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含泥砂水流沖蝕試驗與清水試驗沖蝕率比較圖 

(流速均設定為 10m/s，大安溪砂岩皆為 BH03 砂岩 22.2m~22.4m) 

試驗過程中經過 2、4、8 小時進行比重瓶取樣濃度量測，TDR

濃度量測則為每三分鐘量測一次，再將所有量測值平均求得濃度。

TDR 清水標定值為 181ppm，清水標定方式及結果於附錄詳盡說明。

由於 1000ppm 濃度範圍於 TDR 量測屬誤差內(誤差 1500ppm 以內)，

此組濃度僅以比重瓶取樣量測，TDR 量測位置在出水口附近固定位

置於試驗時間內自動化量測，表 中僅列出濃度平均值，比重瓶取樣

則分為試驗段進水處及出水處兩個位置取樣，皆位於試驗水槽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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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含泥砂水流濃度量測數據 

試驗種類(粒

徑、濃度) 

設定流速

10m/s 

比重瓶量

測 2hr 

(ppm) 

比重瓶量

測 4hr 

(ppm) 

比重瓶量

測 8hr 

(ppm) 

TDR 量測

8hr 平均值

(ppm) 

大安溪砂岩

(加過#200

篩 1000ppm)  

9.91m/s 1181(進) 

1166(出) 

1287(進) 

1195(出) 

1133(進) 

1094(出) 

無施作 

大安溪砂岩

(加過#200

篩 5000ppm)  

9.91m/s 5346(進) 

5239 (出) 

5223(進) 

5297 (出) 

5239(進) 

5267(出) 

4138 

大安溪砂岩

(加過#200

篩

10000ppm)  

9.91m/s 10357(進) 

10633(出) 

10271(進) 

10578(出) 

10093(進) 

10866(出) 

9310 

大安溪砂岩

(加入渥太

華砂

5000ppm)  

9.77m/s 5310(進) 

5284(出) 

4467(進) 

4479 (出) 

2379(進) 

2345(出) 

3489 

濃度量測結果顯示，加入過#200 篩濃度變化微小，於管流中可

以視為懸浮載均勻分布之含砂水流。加入粒徑較大之渥太華砂隨時間

經過水流濃度逐漸下降，TDR 濃度平均值亦較低，濃度於 2~3 小時

下降，推測原因為水槽內部流速相較於試驗段略低，水槽內側緩慢水

流無法帶動粒徑較大之砂顆粒，漸漸淤積於水槽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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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沖蝕率特性討論 

圖4-13為彙整本研究清水試驗結果結果及郭炳宏(2010)至Briaud 

(2008)土堤鑽探試體之沖蝕試驗結果對數圖。 

 

圖 4-3 軟岩沖蝕試驗結果與 Briaud (2008)試驗結果(藍色菱形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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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ud (2008)，紅色方框內三角形點為本研究數據，黑色方框為泥岩

沖蝕率，藍色方框內圓點為郭炳宏(2010)沖蝕結果，綠色方框內方形

點為人造砂岩試驗結果，並將管流流速換算為試體表面流速) 

Briaud (2008)由土堤鑽探取得的試體進行 EFA 試驗結果中，針對

試驗土壤性質包含土壤塑性、緊密程度詳盡分類，並將夯實程度、密

度、土壤粒徑等因素趨勢化，使土壤的沖蝕特性整理為分區性的沖蝕

指數，由高至低分類為(I~VI)六個區塊，並推估節理岩體沖刷速率於

(III~VI)區域中，將岩石節理間距由小至大排序(圖 4-14)。 

 

圖 4-4 沖蝕率趨勢分區圖(Briue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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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試驗結果匯整至 Briaud (2008) EFA 試驗結果圖中，以

岩性、管流流速、岩石表面抗沖蝕強度等沖蝕條件進行比較與討論。

圖 4-15 中 Briaud (2008)土壤沖蝕率皆落於高沖蝕率(I、II、III)區域中，

軟岩沖蝕率結果於沖蝕率趨勢圖中多數落於低沖蝕率(Very Low 

Erodibility)V 區域中，可以得知土壤與岩石受水流磨蝕的沖蝕速度有

明顯差距，且各類岩性也有相當的差異。 

 

圖 4-5 磨蝕沖蝕試驗試體沖蝕率趨勢圖(清水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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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ud (2008)土堤鑽心的 EFA 試驗流速範圍為 0.34 ~ 7.40m/s，

試驗沖蝕率範圍落於 678.57 ~ 0.1mm/hr；本研究軟岩沖刷試驗流速範

圍為 0.54m/s ~ 15.04m/s，軟岩磨蝕沖蝕率的大小為，人造砂岩＞泥

岩＞砂岩＞頁岩，郭炳宏(2010)人造砂岩沖蝕率接近土壤試體之沖蝕

率高沖蝕率區域(II)中，泥岩沖蝕率於中等沖蝕力(III)區域，砂岩沖蝕

率多落在低沖蝕力(IV)區域，頁岩則為非常低沖蝕力(V)區域中。 

岩心試體的沖蝕率試驗結果於圖 4-15 中，砂岩沖蝕率介於 0.0170 

～0.0455 (mm/hr)之間，頁岩沖蝕率介於 0.0045(mm/hr) ～0.0085 

(mm/hr)之間，泥岩沖蝕率為 0.638~0.894(mm/hr)；相較人造砂岩沖蝕

率為 20(mm/hr) ～220(mm/hr)明顯高出許多，因人造砂岩材料較不均

質且無法反應完整的岩化作用，表面顆粒之間凝聚性較差，且試驗過

程中會由於顆粒差異及膠結力弱化之影響會於短時間內產生較高之

沖蝕率，導致結果比較接近於 Briuad (2008)土壤試體沖刷速率。 

試驗過程中由透明試驗段觀察，人造砂岩試體於試驗段類似土壤

顆粒狀的消散，其中試體中較大顆粒亦於周圍高程降低後受水流衝擊

帶走；泥岩試體因遇水表面容易呈現泥漿糊狀，以手觸摸有黏稠感，

故試驗步驟中先置於試驗段中使表面飽合，表面沖蝕呈現以極微小的

類似薄片狀被水流帶走，砂岩及頁岩試體則在試驗進行中以肉眼無法

觀察到試體沖刷行為，試驗結束後觀察試體發現砂岩試體表面呈現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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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狀，以手觸摸有粗顆粒感，頁岩則感到滑順。(由第五章移至此) 

本試驗試體表面於飽和後於試驗時間內連續接觸水平向水流衝

擊，而岩石耐久性試驗以小型鼓輪使試體乾濕循環並磨擦撞擊，故於

此以消散耐久性進行比較討論。大安溪、集集、石岡壩軟岩皆為砂岩

耐久性較差，而頁岩為中至高耐久性。人造砂岩及泥岩試體進行耐久

性試驗結果顯示耐久性相當差，試體遇水岩石顆粒間的鍵結力降低，

無法進行消散耐久性試驗，故於沖蝕率比砂岩頁岩等岩性高出許多。

故本研究認定表面的磨蝕沖蝕率與軟岩遇水後之性質以及長期於飽

和狀態下，岩石孔隙受水流壓力滲入而表面弱化，而受水流拖曳力帶

走細小岩屑，而岩石遇水弱化的程度與岩石消散耐久性有很大的相關

性。 

針對不同地層試體沖蝕率作比較，卓蘭層屬於上新世晚期至更新

世早期堆積成的沉積岩層(地質年代約一百五十萬年前)，而頭嵙山層

為更新世相對地質年代較為年輕，試驗結果顯示沖蝕率為集集(頭嵙

山層)砂岩>(大安溪、石岡壩)卓蘭層砂岩。從沈積岩的結構特徵來看，

岩石是由碎屑及膠結物兩部份組成，砂岩顆粒較大表面較為粗糙，礦

物組成主要為石英及長石，頁岩則屬於碎屑顆粒很細而與膠結物組成

(陳汝勤，莊文星，1992)，故沖蝕試驗後觸摸時有滑膩感。古亭坑層

泥岩屬於上新世晚期至更新世早期之沉積岩層，泥岩的粉土黏土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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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砂岩成分比例相異，礦物成分大部份是由黏土礦物，且具有微量膨

脹性黏土成分(葉峻維，2008)。人造砂岩是將岩屑研磨過後過篩，以

濕篩法將粗顆粒與細顆粒依照比例拌合，達成膠結物的特性，經過有

限的時間內壓密固結雖達軟岩的強度，但遇水則失去原先岩石固結的

特性。因此推斷岩石的岩化型態不同造成岩石表面抵抗磨蝕能力之差

異，壓密固結應力較大，作用時間也較久，且地質年代久遠的岩石固

結性較佳，就膠結性而言，膠結性排序為矽質膠結>輕度變質>石灰質

膠結>黏土膠結>粉土膠結。因此推估為岩石成岩型態、礦物含量比

例、土壤含量比例、膠結型態不同，亦產生不同的沖蝕率試驗結果。 

含泥砂水流沖蝕率為 0.2216~0.5752(mm/hr)， 圖 4-12 結果顯示，

於相同試體及流速條件下，含泥砂水流沖蝕率>清水試驗沖蝕率，加

入泥砂之濃度與試體沖蝕率有正相關，而以相同試體、流速、濃度下，

沖蝕率為渥太華砂(粒徑為#40~#60 篩)>寶二水庫土壤(粒徑為過#200

篩)，於本試驗選取模擬懸浮載之顆粒粒徑範圍中，粒徑與沖蝕率有

正相關。 

本研究將所有試驗流速為 10m/s 的沖蝕試驗沖蝕率結果比較，如

圖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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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相同流速沖蝕率比較圖 

圖 4-16 可以由砂岩及頁岩沖蝕率發現，砂岩沖蝕率為頁岩的 3-4

倍。砂岩試體在加入過#200 號篩土讓後，1000ppm 濃度試驗與清水

試驗之沖蝕率接近，而 5000ppm 及 10000ppm 沖蝕率結果為清水試驗

之 2 倍及 3 倍；而加入#40~#60 號篩的渥太華砂 (粒徑

0.25~0.42mm)5000ppm 後，沖蝕率與加入過#200 號篩土壤及清水試

驗作比較，沖蝕率為相同濃度過#200 號篩土壤沖蝕率的 1.5 倍，清水

試驗沖蝕率的 3.2 倍。 

磨蝕沖蝕的量測由試體表面高程差決定其沖刷量，岩石表面所受

水流拖曳力或含砂水流中的懸浮載撞擊磨擦力大於岩體本身的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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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則造成岩心表面顆粒遭水流帶走的現象。依據試體表面的狀況、

沖蝕率數據分佈、岩石性質比較推估，本研究認為，使用水平向紊流

沖蝕岩心試體的試驗方式，試體之岩性為影響沖蝕率之主要因素。岩

石表面顆粒膠結力及成岩的特性因岩性而異，故抵抗水流沖刷能力因

岩性有所差異；而含泥砂水流試驗，試驗水流濃度與出蝕率正相關，

控制粒徑模擬懸浮載的沖蝕模式，於本試驗使用的粒徑範圍內，粒徑

與沖蝕率正相關，故本研究認為試驗水流控制的濃度及模擬懸浮載之

粒徑皆為重要控制沖蝕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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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利用室內沖蝕儀建立水平向完全發展紊流進行岩心試體

之水平磨蝕試驗，以模擬河道中軟弱岩床受水流侵蝕行為。沖蝕試驗

將管流流速設定為 10m/s 及 15m/s，使軟岩試體表面處於高流速的狀

態下沖蝕，試驗結果顯示磨蝕作用為岩石礦物之細顆粒或細岩屑於試

體表面因受水流拖曳力作用而帶走。由試驗結果得到以下結論 :  

1. 清水磨蝕沖蝕試驗之沖蝕率為，砂岩 0.0170 ～0.0455 (mm/hr)，

頁岩 0.0045～0.0085 (mm/hr)，泥岩 0.638~0.894(mm/hr)，人造砂

岩 20～220(mm/hr)。軟岩磨蝕沖蝕率的大小為，人造砂岩＞泥岩

＞砂岩＞頁岩，由於試體性質不同，沖蝕率差距可以至數十至數

百倍。砂岩及頁岩沖刷速率較低，但就長期而言，河道的累積磨

蝕沖蝕量並不可忽視。 

2. 含泥砂水流沖蝕試驗之沖蝕率介於 0.2216~0.5752(mm/hr)間，相

同試體及試驗條件下，含泥砂水流>清水試驗沖蝕率，泥砂之濃

度與試體沖蝕率呈正相關，而於相同試體、流速、濃度下控制粒

徑，沖蝕率為渥太華砂>寶二水庫黏土，於本研究選取之粒徑範

圍中，粒徑與沖蝕率呈正相關。 

3. 本試驗結果顯示砂岩及頁岩沖蝕率於沖蝕率趨勢圖中(Bri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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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多數落於低沖蝕率 V 區域中，泥岩沖蝕率於中等沖蝕力(III)

區域，郭炳宏(2010)人造砂岩沖蝕率在高沖蝕率(II)區域中。本研

究結果彌補其原圖中高流速、低沖蝕量數據的不足。 

4. 本研究以重複試驗驗證試驗沖刷之穩定性，相片數化沖刷量精度

達 0.02mm。試驗結果進行影像分析後，可將試體側向高程剖面

標出，利於對試體表面的改變量做精確量測，本研究將試驗數化

之圖形取三個量測位置，並去除試體邊界效應造成異常的沖刷

量，相較於郭炳宏(2010)僅用單點判視，對於試體側剖面較具有

整體的代表性。 

5. 岩心試體於試驗段中連續受水流沖蝕，因此試體飽和後的性質與

沖蝕率有相當大的關係，有較高耐久性的頁岩沖蝕率比砂岩試體

低。人造砂岩岩化效果不如天然形成之岩石，遇水弱化表面易於

沖蝕，容易使顆粒間膠結力降低，造成沖蝕速率接近於土壤沖蝕

率。泥岩試體礦物含量比例及組構材料之粒徑與砂岩相異，遇水

崩解現象明顯。由各種岩性的試驗結果推斷，因岩石的岩化型態

不同，岩石顆粒膠節能力與岩屑組構相異，而產生不同的沖蝕試

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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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以下提出五項建議對後續研究之建議與發展 :  

1. 未來若增加岩石沖蝕率資料數，由試驗結果分佈亦可將試體岩性

或其他性質做出分區，並將岩石基本性質定出範圍加以探討相關

性。 

2. 本試驗量測方法雖可由試體側向高程剖面求得試體沖蝕量，但試

體拍攝方向高程並非皆為同一高度，若有起伏或是局部沖刷，則

容易造成低估沖蝕率。需要建構一組非接觸式量測儀器，以現有

的雷射測距儀搭配雙方向之定位滑軌，使試體雙軸方向皆可定位

量測，雷射測距儀則用以量測試體高程，可針對特定位置作試體

高程剖面，亦或是建構出 3D 立體高程，使量測方法更加完善。 

3. 於試體前後兩側加裝壓力計，以量測水流通過試體表面之壓力

差，進而推求水流造成的作用剪應力。目前已可將清水試驗以公

式計算求得水流於試體表面造成之剪應力，未來於模擬床載加入

粒料剪應力，而含砂水流於管流中剪應力分佈為影響沖蝕重要因

素之一。 

4. 目前試體皆為選取完整無破損的岩心，未來於磨蝕沖蝕試驗段中

或試驗水槽內其餘試驗區中，可以考慮以岩石塊體組合或以切割

試體表面方式，製造人為溝槽或裂縫，模擬節理岩體於各種流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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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沖蝕行為，觀察節理於沖蝕現象中發展行為，進而量測節理

岩體沖蝕率。 

5. 建議將試驗水槽建構一組獨立循環的恆溫控制系統，避免影響含

泥砂水流濃度並控制水溫。比重瓶取樣量測中，需要以溫度修正

公式計算濃度，故進行溫度量測，量測結果發現由於水槽內部污

物泵浦連續抽水運作，溫度也漸漸上升。而溫度也跟流體黏滯性

有關，故必須控制水槽內水溫(精度 0.1 度)，使溫度因子於一定

範圍內，確保試驗量測的準確性。 

6. 若需加入較大粒徑之試驗，建議將試驗管路內所有 PVC 及壓克力

材質更換為不銹鋼或強化玻璃材質，增加試驗儀器耐用性及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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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試驗儀器規格表 

附錄二 濃度量測方法 

附錄三 沖蝕試驗結果總表 

附錄四 試驗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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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試驗儀器規格表 

表附錄一-1 污物泵浦規格表 

表附錄一-2 電磁式流量計規格表 

表附錄一-3 數位單眼相機規格表 

型式 馬力 HP 口徑 mm 相數 啟動方式
標準揚程

m 

標準水量

m3/min 

AF-35A 5 80 3 直流 15 0.5 

最高揚程 m 
最大水量

m3/min 
重量 kg

異物通過

徑 mm 
長 mm 寬 mm 高 mm 

22.5 1.2 58 56 478 220 588 

型式 管徑 mm 內襯材質 最高工作溫度電極材料流速範圍 m/s 精確度%

EMF-10 80 PU 聚氨酯橡膠 60 碳化鎢 0.3～12 0.5 

型號 有效相素 鏡頭 最大分辨率 快門速度 儲存裝置 資料傳輸

柯尼卡 α-7D(Maxxum 7D) 610 萬 SONY 3008×2000 30-1/4000 秒 CF 卡 USB2.0



132 

 

附錄二 濃度量測方法 

TDR 濃度感測器安裝標準流程 

安裝儀器、電池

配管、配線

安裝儀器箱、太陽能板
電池箱

將探棒置於0 ppm 清水桶

室內感測器L標
定作業流程以標定之L值，須連續５

筆SSC數據在正負
2000ppm以內

Ok

將探棒下放至現場水中
取現場水樣以比重瓶、電

子秤量濃度

人工取樣標準
作業流程

以標定的L值，使用人工程式量測
SSC，取５筆數據與與現場水濃度做

比對，須相差正負2000ppm以內

將標定好的L值輸入至自動
控制，再觀察５筆數據，需
與現場濃度相差正負2000 

ppm

比對

Ok NO

微調L值，將ssc微調至正負
2000 ppm以內

Ok

檢查資料是否回傳

OK NO

參考

於實驗室先行組裝
完成

重新裝設或更新感測器No

 

圖附錄二-1 TDR 濃度感測器安裝標準流程(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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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 濃度感測器標定作業流程 :  

先查詢溫度計的COM及溫
度計電壓是否正常

選取ADAM-4000-
5000Utility

進入畫面後，先任選一個
COM，選取望遠鏡查尋

查詢接溫度計的頻道電壓
是否介於6mv~8mv之間

選取[01]4118

如有查詢到，則會出現
[01]4118的選項，即可按
下Stop scan停止查詢

按下望遠鏡查詢後,會出現
一對話框,按下“OK＂即可

如5秒內查詢不到,即可按
下Stop scan,換查下一個

COM

不OK

溫度計重接、檢查電壓是
否2.5V、換條溫度計或

ADAM

不OK

進入畫面後,選取TDR COM，並輸
入參數Vp=1,Average=4,Points=2

048，Start & Length,先輸入大概長
度

測量完畢後，在Probe 
Length(m)即為L長度,並紀
錄數值

在T1&T2輸入200、800、
1200、2000，即Wave Number 
輸入10筆取平均值後，按下L 
Calibration

在Temp COM,選擇溫度計的COM，在AO 
output,輸入2.5，按下Set AO out，
即可在Temperature(oC),看到測量後
的溫度

按下Get Waveform後,會出
現一波形,截取其下降段，
找出其Start & Length
(SSC-Length固定為4)

持續紀錄數據5筆，其數據
相差正負0.2mm，即為精確

L值

在Wave Number先輸入100
後,按下Get Waveform
讓TDR先打100筆資料熱機

L標定完成後，輸入參數
εs=7,Gs=2.7，按下SSC

Measure

驗證

在濃度(mg/L),可顯示其濃
度ppm,及正負差，ppm值在
正負2000以内為正常

不OK
可微調L值，L相差0.1mm
ppm則差1200ppm上下

START

OK

 

圖附錄二-2 TDR 濃度感測器標定作業流程圖(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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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泥砂取樣分析標準流程 

 

 

 

圖附錄二-3 人工泥砂取樣分析標準流(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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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沖蝕試驗結果總表 

以下將沖蝕試驗管流條件、試體性質、試驗時間、試驗結果(包含有

試驗前後試體相片、試驗過程中判式試體高程數化相片、沖蝕量)表

列於附錄三各試體之沖蝕試驗結果總表中，並描述沖蝕過程的現象及

試體模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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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CO01 集集 砂岩 8 

試驗流速(表面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10.12(9.18) 無 無 無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 

 

試驗後表面附著細砂以手觸

摸有粗糙感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257 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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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CO01 集集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14.71(13.24) 無 無 無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 

 

試體受水流衝擊面區域

沖蝕量較高，試驗後表面

附著細砂以手觸摸有粗

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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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298 0.0373 

  

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1 大安溪 24.1m~24.3m 頁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91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

狀況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044 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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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1 大安溪 24.1m~24.3m 頁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14.93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

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053 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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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88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

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182 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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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14.93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

描述) 

 

連續試驗試體無重新架設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171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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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4 大安溪 9.4m~9.6m 頁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91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 

邊界以塊狀的方式剝落，試體中央

沖蝕率低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059 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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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BH04 大安溪 9.4m~9.6m 頁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15.07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

況描述) 

沖蝕現象不明顯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077 0.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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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古亭坑層泥岩 泥岩 0.5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2.5 無 無 無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描述) 

乾燥試體固結良好強度佳，於試驗段中飽

和 3min 後進行試驗，試驗後表面有些為

不平整現象，但無局部掏刷產生。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638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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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清水試驗 古亭坑層泥岩 泥岩 0.5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5 無 無 無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 

 

沖蝕過程可見為小片狀岩屑剝

落。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894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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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含泥砂水流試驗 1000ppm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91 無施作 1176 過 200 號篩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222 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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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含泥砂水流試驗 5000ppm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91 4138 5277.5 過 200 號篩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374 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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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含泥砂水流試驗 10000ppm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91 9310 10446.3 過 200 號篩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連續施作實驗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567 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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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種類 試體來源 試體岩性 試驗時間(hr) 

含泥砂水流試驗 5000ppm BH03 大安溪 22.2m~22.4m 砂岩 8 

試驗流速(m/s) 水流濃度(ppm)(TDR 平均) 濃度(ppm)(比重瓶平均) 加入粒徑(mm) 

9.77 3489 4044.3 渥太華砂 

試驗前試體相片 試驗後試體相片 

無拍攝 無拍攝 

於試驗段中試體圖形分析剖面線(綠:試驗後，紅:試驗前) 備註(沖刷前後試體表面狀況描述) 

  

沖刷量(mm) 沖刷率(mm/hr) 

0.575 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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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試驗注意事項 

1. 試驗三通閥方向必須在汙物泵浦運作前優先確認，避免通水後回

壓損害汙物泵浦，已將通水方向標示於牆上。 

2. 岩心試體除沖蝕表面須用砂紙打磨平整水平，側面必須打磨至直

徑約 49mm，固定夾具及矽膠軟墊須注意方向 

3. 透明試驗段組裝必須完全緊密結合以防止試驗管流中漏水漏

氣，若需重新設計必須滿足內徑與前段方管內徑相同規格。 

4. 試驗水槽內部滿水高度必須高於汙物泵浦至少約 15-20cm，若需

拆解管線配置必須注意汙物泵浦，避免傾倒現象。 

5. 使用高壓清洗機若將水注開至最細，請注意水柱方向避免接觸身

體，禁止穿拖鞋。 

6. 進行 TDR 濃度量測必須將儀器裝箱避免潑水潮濕。TDR 感測器

標定直接使用水槽內做清水標定，必須使用固定桿將纜線固定，

避免拉扯纜線，取出需由鋼索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