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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隙圓柱於明渠中之三維流場模擬
許少華[1] 辛為邦[1]*
摘

洪碧芳[2]

要 本研究使用 FLUENT 進行多孔隙圓柱之三維明渠流流場模擬。分別以大渦模擬 (Large Eddy Simu-

lation, LES) 及標準 k-ε紊流模式兩種方式，皆搭配體積分率法 (Volume of Fluid, VOF) 進行有自由液面之紊
流模擬。觀察不同孔隙率之多孔隙圓柱於半浸沒 (常水位) 和浸沒條件 (高水位) 下，圓柱周圍之流況。並討
論使用「實體外型框邊」與「數值摩損框邊」 兩種不同方式設置圓柱邊界條件時對流場之影響。由模擬結果
得知，不透水圓柱與低孔隙率圓柱皆存在馬蹄形渦流、上升流以及卡門渦街等現象，隨著圓柱孔隙率增加，
馬蹄形渦流等流況漸漸消失。於低孔隙率時，LES 之模擬結果較標準 k-ε紊流模式能顯示出圓柱周遭之渦度
變化，中、高孔隙率時，兩者差異甚小。比較實體外型框邊與數值摩損框邊之流場差異，實體外型框邊圓柱
於柱後流速回復較快，數值摩損框邊圓柱則會產生柱後低速區過長之情況，後者會高估現場設置多排孔隙圓
柱之適當間距。

關鍵詞：多孔隙圓柱、數值模擬、LES、k-ε、FLUENT。

A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Flow Field around
a Porous Cylinder
Shao-Hua Marko Hsu[1] Wei-Bang Hsin[1]* Pi-Fang Hung[2]
ABSTRACT
The three dimensional flow field around a single porous cylinder within an open-channel flow is
simulated using a FLUENT model and CFD software. 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 and standard k-ε turbulence
models, both of which use the volume of fluid (VOF) to trace the free surface, are used to generate turbulence in the
simulati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is used to verify and to calibrate parameters. A non-immersion condition and an
immersion condition are respectively used to represent a general field case and a case with high flow. Cylinder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porosity are tested. Two types of internal boundaries are used to represent the porous material,
the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and the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and their deviation in the flow field is discussed. For
a non-porous or slightly porous cylinder, the horse-shoe vortex, up flow and the Karman Vortex Street are all represented well by LES simulation. For a medium or highly porous cylinder, the horse-shoe vortex, up flow and the Karman Vortex Street are not significant so k-ε turbulence simulation is used to save time. For the two types of internal
boundaries, flow past the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recovers faster than that past the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Therefor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piles of porous cylinders must be estimated with caution if the latter method
is used.
Key Words : Porous cylinder, numerical simulation, 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 k-ε, FLUENT.

一、前

言

國內外文獻之多孔隙圓柱試驗或模擬多以空氣為主 (如
Bhattacharyyaa, et al., 2006; Fransson et al., 2004)，以水流為流

近年來，生態環境意識抬頭，許多不同類型的保護工法皆

體 之 相 關 模 擬 與 試 驗 較 少 ( 如 石 武 榮 (2007) 、 張 家 銘

以柔性工法為主，透水性保護工法為其中一項。透水性保護工

(2011))。為瞭解水流通過多孔隙圓柱時，圓柱周遭之流況，本

法在結構強度上與堤岸直接保護能力較不透水工法弱，而允許

研究使用 FLUENT 搭配大渦模擬 (LES) 與標準 k-ε 紊流模式

水流穿過結構物的特性，可減少結構物受力，延長使用壽命。

進行三維流場模擬，並依據半浸沒與浸沒之水理條件，比較兩

透水性工法主要目的在於減緩流速，使水流挾帶之泥砂落淤形

者於流場上之差異以及使用之時機。同時對於實體外型框邊圓

成灘地，對目標進行保護。

柱以及數值摩損框邊圓柱兩者於流場表現之差異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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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1. 現地河岸保護案例
多孔隙圓柱應用於現場河岸保護的案例中，黃進坤 (2006)
以橋墩保護工之概念提出透水性筐網圓柱，於八掌溪建置多排
透水性筐網圓柱保護凹岸受沖刷之區域。在多次洪水的作用
後，原本受到沖刷的凹岸產生明顯的回淤，且重新長出植被，
而透水性筐網圓柱則被埋沒於河床，融入自然景觀中。陳宴民
(2008) 於大甲溪及烏溪進行透水性筐網圓柱現場觀察得知，
多排透水性筐網圓柱能有效的對護岸進行保護，同時改變水流
攻角，避免堤岸受到水流直接沖擊，降低水流強度對於堤腳之
沖蝕作用。

2. 多孔隙圓柱室內實驗
使用多孔隙圓柱進行的室內實驗中，Fransson (2004) 對圓
柱進行持續性的柱內抽氣及吹氣實驗，並觀察圓柱後方流況之
變化。抽氣時，圓柱後方流場較為紊亂，流場表現與不透水圓
柱相似；吹氣時，圓柱後方流場較為穩定。流場表現與水流通
過多孔隙圓柱相似。黃進坤 (2006) 於試驗時發現，當透水性
筐網圓柱佈置適當時，能達到良好的保護效果，最高可減少
85%的沖刷量。多排透水性筐網圓柱之孔隙率以 60%較佳。並
A
定義孔隙率∅= void ，Avoid 為筐網孔隙面積，Atotal 為筐網總表
Atotal

面積。石武融 (2007) 進行透水性筐網圓柱於明渠流場之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FLUENT 進行三維明渠流
場模擬，觀察水流通過多孔隙圓柱周遭之流場變化。

1. 流場控制方程式
流場控制方程式使用 Navier-Stokes 方程式，紊流模式則
使用 LES 與標準 k-ε 紊流模式，並比較兩者流場之差異。
(1) Navier-Stokes 方程式
∂ 2U i
DU i
1 ∂P
=−
+ v(
) + fi
∂ x j ∂x j
Dt
ρ ∂xi

(1)

Ui 為 i 方向之瞬時速度；t 為時間；ρ 為流體之密度；
P 為壓力；v 為黏滯係數；xi 與 xj 為座標之張量形式；fi
為實體力。
(2) 紊流動能 (k) 方程式
∂U j ∂U i
∂U
∂k ∂ (U j k )
∂ υ T ∂k
+
=
(
) + υT ( i +
)
− ε (2)
∂t
∂x j
∂x i C k ∂x i
∂x j
∂xi ∂x j

(3) 紊流動能消散率 (ε) 方程式
∂ε ∂ (U j ε )
∂ υ T ∂ε
+
=
(
)
∂t
∂x j
∂ x i C ε ∂x i
∂U j ∂U i
∂U
ε2
+ C1ε υ T ( i +
)
− C 2ε
∂x j
∂x i ∂x j
k
k

ε

(3)

驗。發現透水性筐網圓柱後方會產生一流速較低、流況較穩定
之區域，稱之為「穩定低速區」，並將穿過透水性筐網圓柱之

υT = C μ

水流稱為穿越流。穿越流可對下游動能進行補充，干擾卡門渦

k2

ε

(4)

街之生成環境，降低卡門渦街強度並擴張尾流寬度，減少渦流

k 為紊流動能；ε 為紊流動能消散率； U j 為 j 方向之平

間之交互效應，以達到穩定流場之效果。林芳宇 (2013) 使用

均速度；υ T 為紊流黏滯係數； U i ：i 方向之平均速度；

不同孔隙率的透水性筐網圓柱進行明渠流場試驗。隨著孔隙率

Ck 及 C 為 Prandtl 紊流參數，對應紊流動能及紊流動能

提升，透水性筐網圓柱之緩速效果降低，但影響範圍較不透水
圓柱寬且遠。透水性筐網圓柱與不透水圓柱皆會產生遮蔽效
應，不透水圓柱之遮蔽效應能減緩流速但會造成高強度的紊
流，透水性筐網圓柱之遮蔽效應能減緩流速，同時降低紊流強
度，且範圍較不透水圓柱來得寬廣。

3. 自由液面流場之相關數值模擬
在自由液面之相關數值模擬方面，Hirt and Nichols (1981)
使用體積分率法 (Volume of Fluid, VOF) 模擬一含有自由液
面之不可壓縮流流場。當 F=0.0，代表控制體積內無水，F=1.0，
代表控制體積內充滿水，當 0.0<F<1.0 時，則代表控制體積內
水與空氣並存，此時便存在自由液面。顧可欣等 (2008) 利用
FLUENT 以 k-ε 紊流模式搭配體積分率法 (volume of fluid,
VOF) 進行三維度魚道模擬，並與試驗結果進行比較。發現
VOF 值=0.5 時，呈現之自由液面與其試驗結果相似。張家銘
(2011) 使用 FLUENT 以標準 k-ε 紊流模式搭配體積分率法進
行有自由液面之孔隙消能結構物之數值模擬，以數值磨損框邊
(porous jump) 進行圓柱模型建置。模擬結果將最大緩速範圍
之孔隙率定為最佳孔隙率，最佳孔隙率在 35.0%到 45.0%之間。

消散率，值為 1 與 1.3；C1 、C2 、C 皆為實驗驗證之經
驗值，值為 1.44、1.92 及 0.09。
將速度場使用過濾方程式 (filter equation) 加以積分處理
後，可得到過濾後的 Navier-Stokes 方程式，作為 LES 紊流模
式時之流場制御方程式。
(4) 過濾方程式 (filter equation)
u i =  G ( x, x ' )ui ( x ' ) dx '

(5)

以過濾方程式積分處理後之流場制御方程式
∂u i ∂u i u j
∂ ∂u i ∂u j
1 ∂P
+
=−
+ υT
+
(
)
∂t
∂x j
∂x j ∂x j ∂xi
ρ ∂xi
=−

∂
1 ∂P
+ 2υT
S ij
∂x j
ρ ∂xi

(6)

G(x, x’ ) 為過濾方程式；Sij 為剪應變率。
搭配體積分率法進行自由液面之呈現。
F=

∂Ω water
∂Ω ce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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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體積分率比；∂Ωwater 為控制體積內水之體積；∂Ωcell
為控制體積之大小。

kr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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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 CΔb = 0.52

(1 − φ 2 )

φ2

(9)

kr 為阻力係數；C 為慣性阻力因子；∆b 為介質厚度；∅為孔隙

2. 網格建置
網格使用不等距六面體網格建置，以圓柱為中心，由密至
疏建置網格，如圖 1。邊界條件之設置，於上游入口使用速度

率。利用此式可計算出在∆b 厚度下，該表面孔隙率之慣性阻
力因子，本研究之∆b 為 0.0006m。

入流 (velocity inlet)，下游出口以自由出流 (outflow) 設置，

四、結果與分析

渠道 兩 側及 底床 皆 使 用壁 (wall) 邊界 ，頂 部 使 用對稱性
(symmetry) 邊界，如圖 2。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 (physical structure frame) 使用壁邊界

1. 模式驗證

建置，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則以數

將水規所 (2012) 與 Graf, et al. (1998) 之室內試驗結果以

值摩損框邊 (porous jump) 之邊界條件進行設定，圓柱示意圖

數值模擬方式重現並進行參數驗證。依據模擬結果，使用 LES

如圖 3 所示。兩者使用相同的實驗設置及水理條件進行模擬，

或是標準 k-ε 紊流模式，兩者與試驗量測值之相對百分誤差為

以比較兩者流場之差異。

10.0%。如圖 4 所示。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係利用軟體建置一孔隙率固定之實體
多孔隙圓柱，建置時間較長。為減少時間成本以及增加模型建
置之通用性，利用數值摩損框邊之邊界條件設定，模擬水流通
過一多孔性結構物時之動量損失，此損失量定義如下。
數值摩損框邊係於動量方程式中，新增一動量損失項 Si

μ
α

Si = ( U + C

1
ρU 2 ) Δb
2

(8)

μ 為黏滯係數；α 為滲透係數；U 為水平速度；C 為慣性阻力
因子；∆b 為介質厚度，於本研究為透水圓柱之壁面厚度。
由於本研究為高雷諾數流場，故省略黏滯項。由 Pink &
Herbert (1967) 以及 Reynolds (1969) 之研究進行慣性損失之
定義
(a)

(b)

圖 3 (a)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與，(b) 數值摩損框邊圓柱概念圖
(兩者尺寸皆為：高 0.24m，直徑 0.08m)
Fig.3 Concept of (a) Hollow cylinder of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b) hollow cylinder of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Size of cylinder: 0.24m height, 0.08m
diameter)

圖 1 網格示意圖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esh
Outlet

Symmetry

Wall
◆：experiment，▓：k-e，●：LES

Velocity inlet

圖 2 數值渠槽之邊界條件示意圖
Fig.2 Schematic diagram
boundary condition

of

圖 4 參數驗證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numerical

channel

of

Fig.4 parameter verification of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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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raf, et al. (1998) 之試驗以驗證 wall function 之合

圖中 Vx 為明渠流上下游方向之流速，Vinlet 為入流速

理性。根據模擬結果，除了兩種紊流模式導致之速度分布不同

度。實體外型框邊使用壁邊界作為孔隙圓柱之邊界條

外，該軟體之 wall function 設定合理。

件，當水流通過孔隙圓柱時受到阻擋並產生局部繞流，

2. 模擬結果
本研究將孔隙率分為低、中、高三組，依序為：10.0-30.0%
為低孔隙率、40.0-60.0%為中孔隙率，70.0-90.0%為高孔隙率，

表 1 透水程度分類表
Table 1

如表 1。水理條件，依據烏溪中下游之現場水理條件分成常水
位以及大水時期，以半浸沒條件代表常水位時期，浸沒條件代
表大水時期，如表 2。

Classification of Permeable level
透水程度

表面孔隙率

低
中
高

10% - 30%
40% - 60%
70% - 90%

(1)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與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實 體 外 型 框 邊與 數 值 摩 損 框邊 之 表 面 孔 隙率為

表 2 模擬水理條件

47.7%，屬於中孔隙率。兩者於圓柱周遭之自由液面流

Table 2

況，因邊界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如圖 5 所示。圖中可

模擬條件

看出，使用實體外型邊框時，水流通過圓柱受到非均勻
之動量損失，使得自由液面凹凸起伏。使用數值摩損框

半浸沒
浸沒

Hydraulic condition of simulation
入流速度
(m/s)
0.511
0.957

坡度
(S0)
0.004
0.004

水深
(m)
0.15
0.30

單寬流量
(cms)
0.0767
0.293

雷諾數
(Re)
40684
76193

福祿數
(Fr)
0.42
0.56

邊時，通過圓柱之水流受到均勻分布之動量損失，使得
自由液面較為平滑。
速度分布上，實體外型框邊圓柱與數值摩損框邊圓

(a)

柱，兩者於圓柱兩側及後方有些許不同，如圖 6 所示。
(a)

(b)

(b)

圖 6 半浸沒條件之無因次水平速度分布圖 (k-ε)，(a) 實體外
圖 5 不同框邊圓柱之自由液面 (k-ε)，(a) 實體外型框邊圓
柱，(b) 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Fig.5 Free surface of difference frame by k-ε (a) Hollow
cylinder of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b) hollow
cylinder of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型框邊圓柱，(b) 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Fig.6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Hollow cylinder of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b)
hollow cylinder of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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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流況紊亂，流速減緩，於 2.5 倍圓柱直徑內為降至

紊流模式較為平滑，水面凹凸變化規則且左右對稱，如

0.25 倍入流速度。而數值摩損框邊圓柱以數值摩損作為

圖 9 和圖 15 所示。此差異源自於方程式中，對於剪應

孔隙圓柱之邊界條件，此邊界條件令水流通過孔隙圓柱

力之反應程度。LES 對於剪應力之變化較為敏感，標準

時，產生一動量損失，直接減緩流速，並無繞流之情形

k-ε 紊流模式對剪應力之反應較不明顯。

產生，在 2.5 倍圓柱直徑內僅降至 0.55 倍入流速度。兩

於低孔隙率時，LES 模擬之流場保有上升流、下射流、

者於流速減緩範圍上，實體外型框邊圓柱後方之流速回

馬蹄形渦流以及卡門渦街等不透水圓柱相似之流況，但

復較快，而數值摩損框邊圓柱則有緩速區域過長之情

是範圍較小且強度較弱，如圖 16、圖 19 所示。標準 k-ε

形。

紊流模式僅上升流較明顯，而馬蹄形渦流及卡門渦街等

由圖 7 可知，上述流速減緩成因之差異。圖中 Vor-mag

流況皆無生成。如圖 10、圖 13 所示。

為渦度大小，Vor-inlet 為入流之渦度大小。實體外型框

中、高孔隙率時，LES 與標準 k-ε 紊流模式模擬之

邊圓柱周遭渦度大，流況紊亂，導致水流通過時，流速

流況相似，如圖 11、圖 17 所示。以 LES 模擬之多孔隙

減緩。數值摩損框邊圓柱渦度分布於圓柱兩側，渦度較

圓柱其下射流、馬蹄形渦流以及卡門渦街等流況皆消

小，流況較平穩。由此可知，實體外型框邊柱與數值摩

失，上升流角度減小，此時 LES 與 k-ε 標準紊流模式之

損框邊圓柱，造成兩者流速減緩之主因不同。垂向流速

模擬結果相似。

分布，於圓柱上游方兩者相似，圓柱後方些微不同，如

(3) 浸沒條件之孔隙圓柱流況

圖 8 所示。在實體外型框邊圓柱內部會產生局部加速現

浸沒條件時，流場表現與半浸沒條件時相似。LES

象，數值摩損框邊圓柱內部無此現象。圓柱下游方 2.5

模擬之低孔隙率圓柱流場擁有上升流、下射流、馬蹄形

倍圓柱直徑範圍內，兩者流速分布相異，實體外型框邊

渦流以及卡門渦街等流況，如圖 18 及圖 20 所示。標準

圓柱下游方最低降至 0.2 倍入流速度，數值摩損框邊圓

k-ε 紊流模式模擬僅上升流較為明顯，亦無馬蹄形渦流

柱下游方最低至 0.4 倍入流速度。

及卡門渦街等流況。如圖 12 及圖 14 所示。

(2) 半浸沒條件之多孔隙圓柱流況

當圓柱為中、高孔隙率時，圓柱對流場之影響減
弱，上升流角度減小，下射流、馬蹄形渦流以及卡門渦

當圓柱為不透水與低孔隙率時，LES 所模擬之自由
液面流場，較為紊亂，水面凹凸變化不規則。標準 k-ε

(a)

街等現象皆消失。

(b)

圖 7 半浸沒條件無因次渦度強度分布圖 (k-ε)，(a)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b) 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Fig.7 Dimensionless vorti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Hollow cylinder of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b) hollow cylinder of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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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8 半浸沒條件之垂向水平流速分布圖 (k-ε)，(a)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b) 數值摩損框邊圓柱
Fig.8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Hollow
cylinder of physical structural frame (b) hollow cylinder of numerical frictional frame

(a)

(b)

(c)

(d)

圖 9 半浸沒條件之不同孔隙率自由液面圖 (k-ε)，(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c) 孔隙率=50%，(d) 孔隙率=70%
Fig.9 Free surface of difference porosity cylinder by k-ε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c) Porosity=50% (d) Porosity=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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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10 半浸沒條件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k-ε)，(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0

(a)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b)

圖 11 半浸沒條件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k-ε)，(a) 孔隙率=50%，(b) 孔隙率=70%
Fig.11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Porosity=50% (b) Porosity=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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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2 浸沒條件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k-ε)，(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2

(a)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b)

圖 13 半浸沒條件之無因次渦度強度分布圖 (k-ε)，(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3

Dimensionless vorti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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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14 浸沒條件之無因次渦度強度分布圖 (k-ε)，(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4

Dimensionless vorti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immersion condition by k-ε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a)

(b)

(c)

(d)

圖 15 不同孔隙率之自由液面圖 (LES)，(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c) 孔隙率=50%，(d) 孔隙率=70%
Fig.15

Free surface of difference porosity cylinder by LES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c) Porosity=50% (d) Porosity=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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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7 半浸沒條件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LES)，(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7

(a)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LES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b)

圖 18 浸沒條件之垂向流速分布圖 (LES)，(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8

Dimensionless horizontal velo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in immersion condition by LES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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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19 半浸沒條件之無因次渦度強度分布圖 (LES)，(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19

(a)

Dimensionless vorti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non-immersion condition by LES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b)

圖 20 浸沒條件之無因次渦度強度分布圖 (LES)，(a) 孔隙率=0%，(b) 孔隙率=10%
Fig.20

Dimensionless vorticity magnitude distribution of horizontal in immersion condition by LES (a) Porosity=0% (b)
Porosit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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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1. LES 與標準 k-ε 紊流模式兩者流況之差異

[5]

工程，32(8)：39-44。(Huang, C.K. (2006). ‘‘Research on

模擬不透水圓柱與低孔隙率圓柱時，使用 LES 可得到較
真實之流場情況，包含馬蹄形渦流以及卡門渦街等對流場影響
劇烈之流況。標準 k-ε 紊流模式則無法顯現馬蹄形渦流以及卡

tection by Porous Cylinder, Master Thesis, Feng Chia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黃進坤 (2006)，「橋墩保護新工法之研究」，臺灣公路

[6]

new engineering methods of bridge pier protection.” Taiwan Highway Engineering, 32(8), 39-44. (in Chinese))
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0)，「研發透水性結構物以

門渦街等流況，故無法有效提供現地局部沖刷之工程判斷。若

防治河岸沖刷之實驗與數值模擬 1/3」台中市。(Water

模擬中、高孔隙率之圓柱時，LES 與標準 k-ε 紊流模式所得之

[7]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0). ‘‘Study on Porous
Structure for River-Bank Protection by Both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1/3).” Taiwan, Taichung, ROC.
(in Chinese))
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1)，「研發透水性結構物以

[8]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1). ‘‘Study on Porous
Structure for River-Bank Protection by Both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2/3).” Taiwan, Taichung, ROC.
(in Chinese))
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2)，「研發透水性結構物以

流況差異甚小，可使用標準 k-ε 紊流模式進行流場模擬，以節
省時間成本。

2. 實體外型框邊圓柱與數值摩損框邊圓柱之差異
於相同紊流模式下，若以實體外型框邊圓柱進行紊流流場

防治河岸沖刷之實驗與數值模擬 2/3」台中市。(Water

模擬，圓柱周遭流場易產生強烈局部紊流；以數值摩損框邊圓
柱進行紊流流場模擬，流場平穩無局部紊流產生。然實體外型
框邊圓柱之柱後低速區較短，流速回復較快，數值摩損框邊圓
柱則有低速區過長之情形。因此，針對現地，如多排圓柱之適
當間距等工程判斷，實體外型框邊圓柱較能提供正確之參考。

3. 不同孔隙率之流況

防治河岸沖刷之實驗與數值模擬 3/3」台中市。(Water

流場紊亂程度與圓柱之孔隙率成逆相關。當圓柱為低孔隙
率時，流場紊亂程度較高，當圓柱為中、高孔隙率時，流場紊
亂程度較低，流況較穩定。此一條件影響泥沙通過圓柱後之沉
降行為甚鉅。通過圓柱之自由液面，隨著透水程度增加，柱前
壅水高度下降、馬蹄形渦流、卡門渦街減弱、柱後低速區之效
果逐漸消失。

[9]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2). ‘‘Study on Porous
Structure for River-Bank Protection by Both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3/3).” Taiwan, Taichung, ROC.
(in Chinese))
顧可欣、張高華、張倉榮 (2008)，「三維度魚道水理及
魚體行進力能之數值模擬研究」，農業工程學報，54(3)：
64-84。(Gu, K.H., Chang, K.H., and Chang, T.J.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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