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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台灣民眾與政府於高科技防災救災的需求，國研院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執行科技部之「智慧型雲端監測預警技術研發計畫子項二之複合
式流域防災監測預警技術研發」
，於濁水溪台 17 線西濱大橋的主河道橋墩
（即計畫之標的橋墩）處建置了智慧型橋墩沖刷即時監測系統，期透由颱
洪期間即時監測流域河川的水情（主要是水位、流速）變化、橋墩沖刷深
度變化、橋墩結構振動頻率變化，以及橋墩結構數值模型分析，建立一套
診斷橋梁健康預警機制，俾利管理單位災害發生前之預防並採取極積防災
救災措施，提供相關橋梁權責管理單位應變參考，此為自然災害防治的重
要研究課題之一。本報告詳述該高科技監測系統的建置、應用於濁水溪西
濱大橋的監測之實物經驗，以及結合颱洪事件監測數據的相關研究成果。
關鍵詞：沖刷監測、沖刷深度、微機電感測元件、水位、流速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reliable scour depth measure and monitor technology and thus
enhance Taiwan’s water-related disaster prevention industry, the Taiwan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has contribu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ver the years and
developed a reliable approach for real-time bridge scour depth detection. The developed scour
detection system integrates Micro-Electro-Mechanical-System (MEMS) based sensing
technology and hydrological inspection technology, combining with technology of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cour dete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field application case to thoroughly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the developed scour monitoring system, the manufacture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system at a particular bridge site, and the conducted analyses of the real-time data acquired
from remote monitoring of scour.

Keywords: scour monitoring, scour depth, Micro-Electro-Mechanical-System (MEMS) sensor,
water level, flow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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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計畫緣起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區，屬熱帶、亞熱帶交界之海島型氣候，季
風及颱風常年帶來豐沛的降雨量，年雨量平均達 2510 毫米，夏秋兩
季受颱風侵襲，平均每年有三至四個颱風，再加上臺灣本島特殊的地
形條件，山高谷深、河川坡陡流急，跨河橋梁基礎結構普遍存在自然
沖刷現象，近十年來，臺灣跨河橋梁因颱風、強風、豪雨及地震等天
然災害造成多處省縣道公路之橋梁受損阻斷。公路總局轄管橋梁 2800
餘座，所經 33 個重要流域範圍。民國 98 年 8 月莫拉克颱風期間，更
造成中、南部地區省道橋梁 52 座沖毀之災情，嚴重影響人民行車安
全。
為強化我國在自然災害下的防災與減災技術研發能量，本計畫將
颱風、豪雨造成的洪水災害設定為主要對象，而如何避免國土設施建
物及橋梁等破壞，造成民眾生命財產遭受威脅，則是本計畫推動防災
產業最重要的課題。
橋梁基礎即時沖刷深度，是評估現地橋梁結構穩定性的重要指
標，在有限的工程建置及管理維護資源限制下，如何藉由掌握現地橋
梁基礎沖刷資訊，探討跨河橋梁可能最大沖刷深度發生時的安全性，
並結合高科技沖刷深度設備建立橋梁健康預警機制，俾利管理單位災
害發生前之預防並採取極積作為，提供相關橋梁權責管理單位應變參
考，是本計畫的最終目標。
本計畫期望透過系統化沖刷監測系統之建置，藉由長期監測數據
的歸納分類，建立歷史資料庫，並結合振動監測及搭配相對應之事件
紀錄，建立一套橋梁健康診斷機制，可依據監測結果判釋橋梁安全狀
態，迅速設計有效之修護工法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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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橋梁沖刷損壞是複雜的動力行為，要描述此一行為，許多物理量
必須考慮，包括水深、水流的流速、角度和強度、橋墩和橋台的沖刷
時的承載力、形狀和寬度、河床沉積物物質屬性等結構力學、土壤力
學與水利力學因素。因此，在設定工作執行構想與方法之前，應對本
計畫工作深入的探討，以便含括本計畫工作內容與預期目標成果。
近年來台灣在颱風來襲或是梅雨季時所帶來的大量豪雨常使橋梁
受到相當大的損害，其中橋墩沖刷是危及橋梁的穩定性之關鍵，美國
在過去三十年有超過一千座橋倒塌，而其中百分六十是因於水利方面
的破壞，因地震所致之破壞僅有百分之三，台灣亦有相似的調查結果
(圖 1.1)。
關於台灣的調查報告，根據本研究團隊林呈教授，於 1998 年接
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研究提出之「本省西部重要河川橋梁基礎災
害分析與橋基保護工資料庫系統之建立」報告指出，目前國內河川橋
梁常遭遇之沖刷危害原因可大致分為：砂石開採、一般沖刷、局部沖
刷、束縮沖刷或保護工未合攏、跌水沖刷、向源侵蝕、側向侵蝕、大
尺度二次流侵蝕、通水斷面或寬度不足、流石或流木之撞擊與磨損、
位於河川彎道處、開挖導水路導致河道變遷、軟岩之風化與沖蝕、河
道匯流、橋基貫入深度相對不足、導水路之開挖挑水等因素，自然及
人為因素等等因素，上述影響橋梁安全行之主要沖刷行為，不難看出
影響河床沖刷深度及河道變遷的因素極為複雜且又環環相扣，水流沖
刷將造成橋梁基礎深度不足，影響橋梁結構安全。

圖 1.1 橋梁損壞原因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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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橋墩基礎河床沖刷討論，因橋梁沖刷危害問題為包括結
構力學、土壤力學及流體力學三者互制之複雜行為，其涵蓋之領域廣
泛，本計畫將以結構工程領域進行橋墩基礎沖刷倒塌破壞的預警預報
模式探討，並藉由水利水文水理專長分析模式，進行即時感測監測技
術的安裝與預警預報技術。
首先針對西濱大橋竣工圖說、沖刷議題做資料收集及研究，並建
置即時沖刷監測預警及 6 小時系集預報系統，因橋梁沖刷是一複雜的
流體-土壤-結構三者互制行為，需進行結構安全分析模型，並配合水
文、水理分析模型，藉由實測數據，進行橋梁結構在颱洪期間沖刷與
回淤震動訊號分析，所採取的方法、步驟、系統、現地資料、分析模
型等各章節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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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測系統建置及數據初步分析
2.1 文獻回顧
為了監測沖刷對流域中橋梁、河道堤防與邊坡造成的影響，國內
外學者做了大量的研究，發明了各種方法和設備，用以量測河床沖刷
深度。
在早期，Avent 和 Alawady (2005)利用蛙人潛入水中，觀測洪水
消退後的河床高度。一次性埋置式的感測元件曾一度被使用，利用預
先埋置於不同河床深度的浮標，依據浮標被沖出的深度，判斷沖刷深
度 (NCHRP, 2009)。隨著電子信號技術在沖刷監測上的應用，一系列
的電子感測研究應運而生，如利用電磁信號在水與泥沙中的不同傳播
特性，定位水下河床的位置（即沖刷深度）(Forde et al., 1999; Yu and
Yu, 2009; Fisher et al., 2013)。聲波原理的感測技術 (Fisher et al., 2013;
Anderson et al., 2007)、光纖感測技術 (Sohn et al., 2004; Lin et al.,
2006)也被用於流域沖刷量測。但這些沖刷監測方法和設備，在實際施
作中，存在各種限制與不足。如一次性設備，成本較高；電磁信號監
測易受環境因素（如河川泥沙傳輸、湍急的水流、大型漂流物等）的
干擾，且信號傳輸不穩定；聲波監測、光纖監測只適用於特定的環
境，通用性不足，且聲波監測易受環境噪音的影響。
為克服以上的限制與不足，本研究團隊研發了以微機電系統
（MEMS）為基礎的橋梁沖刷感測元件組，並結合橋體加速規、水位
計、流速計等設備及遠距離資料擷錄與傳輸系統，共同建構高科技橋
梁沖刷監測系統，以實現橋梁沖刷的即時監測。該系統的穩定及可靠
性曾在以往的實際案例中多次得到檢視與驗證（Lin et al., 2018）
，也
將用於達成本計畫的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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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監測系統建置
2.2.1 監測橋墩的研選
濁水溪段的西濱大橋北接彰化縣大城鄉，南通雲林縣麥寮鄉，距
出海口約 3 km（圖 2.1）。該段西濱大橋有舊橋、新橋之分，所謂舊橋
指省道台 61 線之西濱大橋，興建完工於民國 80 年 7 月，為 78 跨(78
孔＠35m)連續鋼筋混凝土橋，橋長 2730 m，淨寬為 18 m（橋梁的基
本資訊詳見附錄 B）。後於民國 80 年 11 月再於舊橋處增建新橋，即
省道台 17 線之西濱大橋。新橋由分隔的兩部分的兩部分組成，即北
上車道與南下車道，分居於舊橋的兩側。新橋為 80 跨連續鋼筋混凝
土橋梁(80 孔＠35m)，總長為 2800 m，單向車道淨寬為 9m（橋梁的
基本資訊詳見附錄 B）。目前，舊橋被設定為快車道，而新橋則為慢
車道。本計畫之標的即為省道台 17 線之西濱大橋。

彰化縣
雲林縣

圖 2.1 濁水溪台 17 線西濱大橋航拍圖
(資料來源:Google Map)
本計畫沖刷深度監測系統的設置地點，除能即時反應主河道之水
位資訊外，監測所得橋墩沖刷資料，還應能即時反應颱洪期間最大沖
刷深度，提供判斷橋梁安全、執行防災預警的重要依據。
鑒此原則，本計畫團隊參考本計畫團隊之歷時高程調查及公路總
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提供之「台 17 線西濱大橋北上線—橋梁河床斷
面測繪圖」之自 103 年以來的汛期前、後河床斷面圖，同時考量到設
5

備安裝佈設之便利性，經綜合評估研判，選定台 17 線西濱大橋北上
線的位於深槽區之橋墩作為本計畫建置沖刷監測系統的標的橋墩。
2.2.2 監測感測器裝設與配置
本計畫監測系統所使用之感測器種類包括：水位計、流速計、沖
刷感測元件、橋體加速規、橋體位移計、影像監測器等，以獲得標的
橋墩之水位、流速、沖刷深度、橋體震動、位移及影像等即時監測資
料，俾利監測資料分析的完備性(圖 2.2)。各監測設備的規格、目的、
感測原理、佈設位置與施工說明均列入表 2.1 中。

圖 2.2 沖刷監測系統規劃
監測系統建置之前置設備規劃階段，除考量各監測設備的功用、
量測規格應符合本計畫之監測目標，也將設備之工作環境因素納入了
考量。多數設備架設於野外的空曠空間，面臨自然環境之沙塵、雨
霧、雷電、強風等惡劣環境影響，此外河川附近有大量鳥類築巢，以
上均可能影響設備的正常工作，甚至損毀設備。為此，設備裝設時，
均配合有耐候設計，具體如表 2.1 中「佈設位置與施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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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監測主要設備說明
監測設備
橋體振動

數量
1組

加速規

規

格

目的

原

理

佈設位置與施工

▪類比力平衡式加速感測

長期監測橋 類比力平衡式加速規只由一個

佈設於標的橋墩的帽梁頂

▪量測方向為三軸向

墩結構振動 懸臂和一個重鎚組成，其工作

處。在裝設施工時，因考量

▪電壓輸出：±2.5 V

變化趨勢。 原理為當加速規本體因外力產

季節性風沙環境，以及附近

▪量測範圍為±1 g

生移動時，使內部互補式金屬

河川大量的鳥群干擾因素，

▪資料擷錄頻率：取樣頻率

氧化物半導體(CMOS)微結構

可能影響加速規之正常工

為 200Hz，平日每小時擷錄

產生位變，造成電容值的變

作，甚至導致損毀，故另配

一筆資料，資料長度 5 分

化，再轉換為特定的輸出電壓

設一外套白鐵箱，在不影響

鐘，可切換為洪水模式，即

為訊號，經換算可得加速規在

其加速規量測功用的情況

每小時擷錄 6 筆資料，每筆

外力作用下產生的加速度值。

下，施以耐候保護。

資料長度 5 分鐘
橋墩位移
監測

1組

▪磁致伸縮位移感測

長期監測伸 磁致伸縮位移感測器的測量元

佈設橋墩上方大梁的伸縮縫

▪量測長度 300 mm

縮縫沿車行 件是一根波導管和一個磁環，

處外側。為避免雨水影響以

▪電壓輸出：±10 V

方向的位移 波導管內的敏感元件由特殊的

及陽光直射，故搭配一遮陽

▪量測精度：±0.06 mm

變化趨勢。 磁致伸縮材料製成的。測量過

擋雨板。

▪資料擷錄頻率：取樣頻率

程是由感測器的電子室內產生

為 200Hz，平日每小時擷錄

電流脈衝，該電流脈衝在波導
7

一筆資料，資料長度 5 分

管內傳輸，從而在波導管外產

鐘，可切換為洪水模式，即

生一個圓周磁場，當該磁場和

每小時擷錄 6 筆資料，每筆

套在波導管上作為位置變化的

資料長度 5 分鐘

活動磁環產生的磁場相交時，
由磁致伸縮反應，波導管內會
產生一個應變機械波脈衝信
號，該信號以固定的聲音速度
傳輸，並很快被電子室所檢測
到。
由於這個應變機械波脈衝信號
在波導管內的傳輸時間和活動
磁環與電子室之間的距離成正
比，通過測量時間，就可以高
度精確地確定距離的變化量。

橋墩沖刷
監測

1組

▪類比加速感測

長期監測颱 本研究團隊採用微機電加速度

沖刷感測模組埋置於自標的

▪量測方向為單軸向

洪期間標的 感測元件，沿橋樁深度方向設

橋墩的基礎往下約 15 m。

▪電源輸出: ±4 V

橋墩的沖刷 置，組成感測間距 50 cm、全

由深度方向，自上而下第一

▪量測範圍為± 1 g

深度變化。 長約 15 m 的沖刷感測模組。

顆感測節點位於樁帽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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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擷錄頻率：取樣頻率

該感測節點模組沿鉛垂方向，

0.8 m 位置。配合沖刷感測

為 200Hz，平日每小時擷錄

埋置於兩座標的橋墩基礎以

模組防土石、漂流物碰撞及

一筆資料，資料長度 5 分

下，用於感知感測節點被洪水

防水需求，另採用鋼筋監測

鐘，可切換為洪水模式，即

衝出來時的振動特性，即假設

套管設計。

每小時擷錄 6 筆資料，每筆

感測節點微幅振動或未振動

資料長度 5 分鐘。

時，節點仍處於河床泥沙中；
而節點的激烈振動信號，則代
表該深度的河床物質被水流帶
走，使節點曝露於急流中。由
此，可判斷颱洪時的沖刷深
度、沖刷/回淤歷程。

影像監測
器

1組

▪解析度：1280× 960，

配合橋墩墩 利用影像監測系統以及即時傳

設置於標的橋墩正上方，橋

1920×1080

身上水尺刻 輸系統，將標的橋墩的即時影

墩頂部高度處。

▪資料擷錄頻率：8fps

度，可即時 像傳回監測網站，實現即時影
監測橋墩處 像監測的需求。
河道水位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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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體：防水、防塵設計

保證系統電

於標的橋墩的貓道外側，佈

箱、各監

▪備援電力系統：可供現地

源供應之穩

設一電力管控箱、一監測設

測設備數

系統在斷電情況下獨立運作 定可靠性；

據收集管

三天所需電量。

確保資料蒐

控箱

▪工業電腦：1TB 的硬碟空

集的安全

間，為數據提供暫存空間

性。

▪雷達波掃描頻寬：1GHz

長期監測河 調頻連續波雷達技術之雷達水

佈設距於橋墩中軸線 5.5 m

▪量測距離：1~30 m

道水位變

位計，其工作原理為由內置天

的橋面板外側。

▪量測解析度：± 1 mm

化。

線對河川水面發射線性調變的

電力管控

水位計

2組

1組

備資料擷錄器管控箱。

▪量測準確度：± 5 mm

連續微波信號，同時接收由河

▪資料擷錄頻率：每 2 分鐘

川水面反射之回波信號，依據

1筆

發射波信號和回波信號之間的
頻率差與發射天線到河川水面
的距離成一定的比例關係，運
用頻譜測量與高速數位訊號處
理器快速分析處理，解算河川
水面與雷達天線之平均距離，
進而得知河川水位變化資料。
10

流速計

1組

▪雷達波掃描頻寬：1GHz

長期監測河 連續波雷達技術之微波表面水

佈設於距橋墩中軸線 4.0 m

▪流速量測範圍：0.2~30 m/s

道流速變化 流速儀，其工作原理為由內置

的橋面板外側。

▪流速量測解析度：±0.01

天線對河川水面發射連續微波

m/s

信號，同時接收由河川水面反

▪流速量測準確度：0.2~30

射之回波信號，依據發射波信

m/s，誤差< ±10%；5~30

號頻率與河川表面水波反射波

m/s，誤差< ±10%

信號頻率之頻差（Doppler

▪資料擷錄：每 2 分鐘 1 筆

Shifting 原理）
，透過高速信號
處理器快速分析處理，進行解
算得知河川表面水流速。

突波能量
轉換器

1組

▪承受突波衝擊能力：至少

對本案的電 突波能量轉換器採串聯接線，

佈設於標的橋墩的管控箱

2 次，15kV 或 10kA

子監測設備 將入侵的雷擊或各式突波幹擾

內。

▪突波能量轉換率：98% ±

提供突波保 能量轉換成電壓，然後釋放於

1%

護。

後續正弦波上，在一定範圍
內，保護電子設備免受雷擊閃
電突波、開關突波、開關突入
電流、電磁脈衝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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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資料擷錄與遠距離傳輸系統建置
橋體振動訊號的分析，對橋墩的振動加速度、位移有資料同步的需
求，本計畫採用了國家儀器的 NI CompactRIO datalogger (cRIO-9030)，同
步標的橋墩的 30 顆沖刷感測節點的資料。其他的監測設備則採用了分散
式資料擷錄系統。所有擷錄的資料透過 PoE Switch、通信光纖，傳輸至西
濱大橋北岸堤岸之管控箱，再接入中華電信固網。
資料傳輸是監測系統極為重要的一環，若以 100 萬圖元影像感測模組
其影像畫面約每分傳遞 1 張影像，約 0.2 MB 位元元組資料，因此 1 天資
料量約 288 MB 需要傳輸;水位計與流速計每 2 分鐘傳輸 1 筆，水位資料量
約每筆 2.5 KB，流速約每筆 4.4 KB，兩者加總之 1 天資料量約約 5 MB；
最重要之沖刷深度感測器是以陣列式加速規感測元件所組成模組，加速規
感測元件每隔 50 公分佈局一顆，共 30 顆，單個模組每小時資料量平日模
式約 8.69 MB，洪水模式約 52 MB，整個沖刷深度感測器系統之單日資料
量最大約粗估 1.3 GB（以洪水模式計）
。以上總計，每日資料量為 1.6
GB，這些龐大資料量必須經由穩定可靠的通信傳輸方式，從現地標的橋梁
即時監測預警系統至控制中心。
本計畫系統前置規劃階段，曾考慮採用無線（4G）通信方式傳輸數
據，但據通信業者實際使用經驗，無線傳輸通信網路實際連線速率會因使
用地點之地形、地上物遮蔽情形、使用之終端設備、使用人數、距離基地
台遠近、客戶移動速度或其他氣候環境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異；如使用地
點無法支援 4G 網路，則可能會轉為 3G 網路，連線速率將會降低。如在
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時上網人數太多，將造成不可避免的網路擁塞，
此時，極易影響系統數據傳輸，甚至有可能產生暫時無法連上網情形，也
就是莫名斷訊。此外，本計畫量測最主要是颱風天洪水沖刷之監測，很有
可能颱風天會有短暫斷訊頻率高度發生狀況。因此，從橋梁即時監測預警
系統維運實務觀點，比較有線門號固網系統以及無線傳輸系統之優劣，並
經現地標的橋梁處（西濱大橋）實際的無線數據頻寬量測分析，本計畫最
終選擇引進中華電信固網通信 300M/100M，每日約 1080GB 之上傳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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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數據初步分析
數據的初步分析包括針對颱洪事件的水位、流速、橋墩沖刷深度的歷
時分析，以及三者相關性的初步探討。
如圖 2.3 所示，本案採用微機電加速度感測元件作為水流振動感測
器，將加速度感測器（S01~S30）沿橋樁深度方向以固定間距 (= 50 cm)
埋置於河床，形成約 15 m 陣列式沖刷感測模組。圖中，初始河床高程(=
5.47 m) 代表沖刷監測系統建置完工時河床面絕對高程，也即樁帽安裝位
置基礎絕對高程。
本研究系統監測原理如下：當感測節點埋置於河床中或曝露於靜水或
較緩的水流中時，感測節點加速度元件感應的振動很小，趨近於零，其振
動歷時訊號微小；但當洪水歷程開始時，湍急的水流將感測節點周圍的泥
沙帶走，節點曝露於急流中，並感應橋墩周圍水流所產生之紊流影響，產
生顯著的上下波動的歷時反應，此時，為沖刷深度超過該感測節點位置；
作用於感測節點的紊流變化越劇烈，節點加速度元件感應的振幅反應愈劇
烈。而當加速度感測節點的信號顯著轉弱時，為退水淤積，上游帶來的泥
沙重新於橋墩處堆積，直到完全掩埋感測節點，節點信號回歸平日狀態。
這一過程即為颱洪後的回淤歷程。因此，沖刷感測模組的訊號分析，可用
作分析颱洪時橋樁洪水沖刷以及回淤歷程的依據。
伴隨颱洪的沖刷/回淤歷程，河道水位和流速也發生顯著的關聯性的變
化，以下將通過兩起事件來定性判別這一關聯性。

13

圖 2.3 沖刷監測系統圖說
2.3.1 瑪利亞颱風事件
發生於 107 年 7 月 10 日~11 日間的瑪利亞颱風，暴風圈於 10 日晚間
籠罩北台灣，10 日晚間至 11 日清晨的影響最劇烈，11 日中午前離境台灣
本島。瑪利亞颱風的主要陸地影響範圍為台灣東北部及北部。
為了即時、完整的記錄颱風事件對西濱大橋的影響，10 日 22:00 點至
12 日 12:00 點期間，將沖刷感測器擷錄系統的擷錄模式進行了手動切換，
由正常模式（每小時擷錄一筆資料，資料長度為 5 分鐘）切換為洪水模式
（每小時擷錄 6 筆資料，每筆資料長度為 5 分鐘）
。颱風期間即時擷錄之
橋墩沖刷、水位、流速及影像資料，經整理其結果分別以歷時圖形式呈
現：圖 2.4 為水位流速歷時，圖 2.5 為橋墩沖刷歷時，圖 2.6 為橋墩的即時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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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橋墩處水位流速歷時(1070711~0712)

圖 2.5 橋墩沖刷監測歷時(1070711~0712)

圖 2.6 橋墩影像監測(1070711~0713)
圖 2.5 中 Riverbed Level（= 5.47 m）即為圖 2.2 中初始河床高程（樁
帽頂絕對高程），在此用作沖刷深度的對照參考。圖中縱軸坐標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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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S30）代表 30 顆沖刷感測節點（節點間距為 0.5 m）沿埋置深度方
向佈置，括號內數值代表感測節點距離樁帽頂面的深度，即 S01 (0.8 m)
埋置最淺，深度為距離樁帽頂面 0.8 m；S30 (15.94 m) 埋置最深，深度為
距離樁帽頂面 15.94 m。單顆感測節點的振動歷時用藍線標示。鑒於前述
之沖刷原理，由圖 2.5 初步研判，此次颱風事件中沖刷/回淤歷程如圖中綠
色曲線所示，橋墩的最大沖刷深度達到 S10 位置（即自樁帽頂往下 5.3 m
深度），未對橋梁安全構成影響。
因此次瑪利亞颱風的陸地直接影響範圍為台灣本島的北部及東北部，
對西濱濁水溪下游流域並未帶來較大的流量，且現地的即時監測影像並未
拍攝到現地強降雨現象，回饋於水位、流速上，其監測值（水位最大絕對
高程 = 6.08 m，流速最大值 = 0.95 m/s）均在合理範圍內。對照中的水位
與流速，發現最大沖刷深度出現的時機幾乎對應於最大水位、流速發生的
時間，均在 7 月 11 日中午 12 點左右；且沖刷感測節點的振動幅度同水位
流速變化呈正相關影響，尤其是流速。
2.3.2 823 豪雨事件
於 8 月 23 日到 25 日期間，熱帶性低氣壓挾帶的豪雨，導致南台灣多
處受災。823 豪雨事件預報結果為濁水溪流域降雨集中於 8 月 23 日下午至
8 月 25 日下午，最大時雨量約為 43.2mm，三天累積降雨量約 498.9mm。
此次事件中，現地的水位計、流速計、沖刷監測器均有事件觸發的數
據傳回（圖 2.7、圖 2.8）
。攝影機也有記錄下事件期間的水位漲跌的影像
（圖 2.9）
。

圖 2.7 橋墩處水位流速歷時(107082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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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橋墩沖刷監測歷時(1070822~0826)

圖 2.9 橋墩影像監測(1070822~0826)
對照瑪利亞颱風事件，圖 2.8 中沖刷/回淤歷程（綠色曲線）同樣顯
示，橋墩的最大沖刷深度達到 S10 位置（即自樁帽頂往下 5.3 m 深度），處
於橋梁安全範圍。
水位、流速、沖刷深度的變化亦符合正相關推論，水位最大絕對高程
= 6.97 m，流速最大值 = 3.05 m/s，發生的時間對應著最大沖刷深度出現的
時間，約在 8 約 24 日的上午 6 點至中午 12 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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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論
由兩場事件的監測資料初步分析顯示，洪水的發生觸發沖刷感測節點
的激烈振動訊號，而洪水後的回淤，使激烈的振動訊號回覆平靜，由此證明，
所採用的加速度感測沖刷節點能反應颱洪事件的沖刷/回淤歷程，且提供了
直觀、即時的訊息，用以判別橋墩經歷的最大沖刷深度及發生的時機，進而
為評估橋梁的警戒程度提供依據。
結合監測所獲得的水位、流速歷程發現，最大沖刷深度出現的時機與最
大水位、流速發生的時間同時發生，且沖刷感測節點的振動幅度同水位流速
變化呈正相關影響。此等關係可作為後續大數據相關參數的相關性探討，或
是以結構數值模型來分析橋梁結構安全或建立橋梁健康診斷機制，水位、流
速參數。
後續，本研究小組將結合現地監測之颱洪數據，進行水文水理研究，實
現上流水情及監測橋墩處水位流速預報，以及沖刷深度的發展預報。同時，
本研究期透由水位、流速、以及對沖刷感測器進行分析後得到的沖刷標籤建
立機器學習模型，以預測未來豪大雨事件對橋墩沖刷深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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