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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河川水質即時

監測設施簡介─定點

定水深、自動跟蹤水

面之水質監測裝置

◎執筆/莊旭楨

現行之水質監測方式多係利用人工採樣，無法全天候監測

即時定點水質。少數自動連續監測之重點監測站，則難以兼顧

枯豐水期之水位變化，且採樣或量測點於水體之代表性較難掌

握。本文介紹一種經濟型、可自動跟蹤水面、連續(on Line)監

測固定水深水質之創新型河川水質即時監測設施。此監測裝置

採用目前已可連續量測水質之感應器，如pH 、導電度、水溫、

溶氧量、濁度、浮油等，連同訊號轉換之監控主機，佈設於新

型監測浮標，藉由自動拉伸纜索而平衡重力及浮力，讓浮標得

以懸浮於水面維持固定吃水深，並克服水體流動之漂力而保持

在固定座標點；浮標周緣之水質感應元件即可隨時測得水面及

固定水深之水質數據，經由纜索中之傳訊導線及訊號轉接設

施，可將測值傳訊至岸上之監測系統，或進一步傳輸至監控中

心。此監測設施可靈活懸掛於河川主河槽之橋上或取水口閘

外，輔以適當配置，應可有效增進河川水質監測數據之代表性

與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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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河川水庫及輸水渠道之水質

污染問題日趨嚴重，除因固定污染源

增多之外，亦常遇未經處理之廢棄物

隨機被排入於水道河川中；灌溉及民

生用水若引入受到污染之原水，除將

增加水處理成本外，亦可能引發污染

傷害事件。是以，如何長期監測、即

時掌握水質狀況，遇突發污染事件或

連續超標準污水排放時，可及時採取

因應措施，應為用水及環保機構嚴加

關注之課題。事實上，若能及時發現

水質污染事件，除可降低污染損害

外，亦能有效取締非法排放，進而建

立有效能之防污執法形象，或可間接

赫阻人為污染事故。

二、現行問題
目前例行之水質監測方式多係利

用人工採樣，無法全天候監測即時定

點水質。少數自動連續監測之重點監

測站，則採用管路幫浦以汲水取樣至

室內監測分析槽，其採樣取水管口相

對固結，其採樣或水質感測點實難以

具備水體或水流斷面之代表性，且不

易兼顧枯豐水期之水位變化，尤其石

化油類污染物質多浮在水體表面，自

動監測站之採樣方式似無法顧及。此

外，利用浮筒( 漂浮平台) 監測水質

者，多以纜索及電纜連接至岸上，其

浮筒會不定向飄流並導致電纜纏繞鉤

觸水中雜物，甚而影響監測水質工作

之進行。

或可說，上述現行水質監測方法

之缺點，可能係目前水污染防治工作

不易落實的原因之一。

於此，國內除幾個試驗站及自來

水給水廠施設自動水質監測系統之

外，在天然水體之水質監測規範中，

最多只是每個月一次採樣檢測，勉強

作為長期水質狀況統計之用，對於污

染事件之資料掌握似乎不敢期望，更

遑論人為超標廢污水偷排之取締了！

三、國外參考
美國官方﹙USGS﹚2000年出版一

冊有關連續水質監測之技術準則

﹙Guidelines and Standard Proce-

dures for Continuous Water-Qual-

ity Monitors : Site Selection,

Field Operation, Calibration,

Record Computation, and

Reporting.﹚，針對適於on Line量

測之水質感測儀器，詳述其使用準則

與選設建議。其中安裝方法示範了三

種型態，並皆各自表列其優缺點；然

而，其感應器探頭或抽水管口，亦只

能固定架設於低水位以下！顯然，水

質監測數據於水體動態水質之代表

性，尚有改進之空間。如圖1∼圖3。

此外，該「準則」特別強調了各種

施設方法皆難兼顧理想監測站各類要

件之最佳條件；雖然測點之評選可依

監測目的而取捨，然感測點對水體水

質之代表性庶幾為考量重心。

由圖4亦可看出傳統連續監測on

Line感測器之使用，由於固定架設於

特定之深度與距離，必要時須由人工

調整，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另一方面，今年5 月，國際水協

﹙IWA﹚將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水質

監測自動化」研討會﹙International

IWA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in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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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ga-sig.boku.ac.at/autmonet/

﹚，亦特別強調連續水質量測技術之

長足發展對水質管理工作有重大提

升，其中更點出「有時自動化量測較

採樣及實驗室分析還經濟」。可預期

地，自動化連續性之即時水質監測之

應用，很快會成為主流而加速普及。

四、經濟型方案
目前，一種經濟型、可克服前述

問題之河川水質即時監測設施即將首

先在台灣出現﹙亦將於5 月赴維也納

參加「水質監測自動化」研討會之技術

展﹚，其係一種可自動跟蹤水面、連

續(on Line)監測固定水深水質之創新

型監測裝置﹙圖5﹚，可提供水體代

表性水質變化動態之參考，除可因應

水質異常事件而緊急通報與掌握歷程

資料外，更可補助現行水質監測工作

中欠缺連續性資料之不足，尤於易因

外部條件變化而改變、須現場測試即

讀之參數，如T 、pH 、DO 等。

此外，連續監測可掌握全天候水

質測值﹙通常每一或十分鐘一筆資

料﹚，避免傳統人工測量時、瞬間測

值之代表性不足之問題；若納入水文

氣象參數﹙如降雨、氣溫、溼度、氣

壓、日照、風速等﹚，並可進一步判

識是否出現異常之污水排入。必要

時，亦可作為下游段引水保護之預

警，如自河川引水灌溉之農業用水及

抽取高屏溪之自來水等。

此監測裝置可組合配置目前已可

連續量測水質之感應器，如pH、導電

度、水溫、溶氧量、濁度、浮油等

﹙僅增加少許成本，即可增加水位、

水面氣溫、氣壓、日照等有用參

數﹚，連同訊號轉換之監控主機，佈

設於浮於水面之浮體上( 浮筒或浮

標) ，藉由自動回轉﹙亦稱彈拉、

Cable Extension﹚之收線輪盤之纜索

以維持浮標定點懸浮及固定吃水深之

平衡力，亦能克服水體流動之漂力，

使感測浮標可保持在流體中之固定座

標點，浮標周緣之水質感應元件即可

隨時測得水面以下固定水深之水質數

據，經由纜索中之傳訊導線及訊號

轉接設施，可將測值傳訊至岸上之監

測系統，或進一步傳輸至監控中心。

俾達到連續監測、立即反應處置之動

態監測功能；浮標配置之水質感應元

件，可隨感測器之發展而增加、亦可

因成本考量而增減。對於要求較高精

密度者，浮標配置雙層感測頭，可同

時量測不同水深之水質測值。

本水質即時監測設施之創新主體圖5  自動跟蹤水面之水質監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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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捲輪、拉伸兼傳訊纜索、浮體、

訊號傳訊器及數個水質感應元件所組

成，其中該捲輪係旋動纏繞有一傳訊

纜索，且該傳訊纜索係向下拉伸連固

有一浮體，而該訊號傳訊器係包括一

發訊電路板及一收訊電路板，其中該

發訊電路板係螺固於捲輪之外側輪壁

上，且其藉由光電訊號傳送方式而將

水質感測訊號傳送至水質監測站，而

該數個水質感應元件係分別固定於該

浮體底面之數個水質感應器，藉由該

捲輪與訊號索之拉伸該浮體與傳輸訊

號之雙重效能，及以光電傳輸訊號方

式，而達到即時傳送固定水面深度之

水質監測訊號的功效﹙如圖6﹚。

簡言之，本水質即時監測設施係

以浮體周緣之水質感應元件感測固定

入水深度之各項水質數據，利用自動

伸縮纜索之捲輪以維持浮體於定點水

面，並以光電傳訊方式，將浮體上感

測數據傳送至岸上監測系統，或進一

步傳輸至監控中心，即可達到連續監

測、立即反應處置之動態監測功能。

本監測設施可零活佈設於須加強

監測之水質監測點，若設於橋上，極

易於因應河川改道，而移動監測設

施。俾其監測數據具備代表性與即時

性。必要時，亦可在一個監測斷面同

時懸掛數個不同配備之浮標。

本項水質即時監測設施無須運用

無線電設備，亦可不需申設易遭雷害

之交流電源及因而設置之避雷系統。

由於免除抽水管路及相關防護設施、

可簡易維持較佳之量測點、可靈活採

用代表性之感測元件，因而其成本遠

較傳統之監測系統為低；若計入污染

擴散之補救成本，則本設施確屬河川

引水之水質管理上極經濟之設施，亦

可為水環境保護之基本設施。

五、應用圖說
自動化水質即時監測設施可依據

監測目的及測站而選配適宜之水質感

測器，包括目前已可連續量測水質之

感應器，如水溫、特定離子導電度、

溶氧量、pH 、濁度、輕質石化油質(

汽油、柴油等Hydrocarbon)及其他水

質等；其可為單一感測頭(probe)或多

項感測探頭之組合體(如圖7)，可為

圖6  自動跟蹤水面之原理示意圖

圖7  多感測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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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跟蹤水面監測系統設於橋上正面圖

圖9  跟蹤水面監測系統設於橋上正面圖

單純感測頭或連同訊號轉換電路合為

一體，監測浮標上之監測主機即依使

用需求及感測元件之成熟程度而靈活

選配，較能發揮經濟實用之效能。

本監測設施所可選配之輕質石化

油質感測(汽油、柴油等)亦屬首創，

配合自動跟蹤水面之浮標結構，現行

通用之浮油感測器即可大幅提昇其靈

敏度，足以對浮於水面之污染物發出

初期警報，可避面污染傷害之擴大。

參照USGS前述技術「準則」之說

法，河川水體之水質監測較佳代表點

近似於流量量測點，不外乎段面平整

水體充分混合之河槽中間；然而，傳

統採樣或量測，實在不易感測到該較

佳水體代表點。

如圖8、圖9所示，本水質即時監

測設施若設置於橋上，其感測浮標恰

可懸掛漂浮在主流槽之水面上，若裝

配適當、能保護不受漂流物沖毀，則

浮標下、後方﹙類似船之尾舵﹚及側

面之水質感測元件應可有效測得具備

水體代表性之水質。由於纜線可自動

伸縮，水位高低並不改變感測器相對

於水面之位置，在非十分湍急之河

道，本設施應能適應各種水文條件，

足可擔負長期自動監測之任務。

再參考圖10，自動跟蹤水面之水

圖10  跟蹤水面監測系統設於取水口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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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即時監測設施若設置於引水取水

口，其感測浮標可懸掛漂浮在取水口

欄污柵外水面上，自動跟蹤水面升

降，隨時監測表層之水質狀況，遇水

質超出取水標準時，可立即發出警

報，通知管理人員關閉取入水門，避

免受污染水流入。由於取水門多能調

節流入水量，水門前之流況相對單

純，浮標對激流或漂流物之防護簡易

許多。

六、結語
本水質即時監測設施，並非用以

取代現行完整採樣、全參數檢測化驗

之定期人工檢測作業，應屬提昇水環

境監測管理工作上新一代工具之一。

固然目前只能即時監測少數參

數，且其感測探頭仍須定期保養校

驗，整體監測系統之軟硬體仍有待進

一步強化與完善；惟基於「從無到

有」，本水質即時監測設施對河川水

質之動態變化已有了基本反應功能，

若能於使用中持續加入相關元件，並

完善其野外管理機能，即可發揮更多

應用效益。

作者簡介

莊旭楨─

現職：台禹監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

經歷：台禹監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電機、量測、水環監測

目前，關於河川野外型之自動化

連續性水質即時監測，國內外皆尚無

經濟實用之範例可供普及引用。而基

於管理實務所需，由台灣首創之設

施，若經實用及進一步與有關行政規

範互動而發展，除有助於本國河川水

質管理之績效，促進自動化採樣技

術，提昇環境監測之技術發展，更可

讓台灣之環保科技增加進軍國際之項

目，不再處處受制於國外。

參考資料
1.莊旭楨，「自動跟蹤水面之水質監

測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第

179536號，民國90年。

2.USGS，Guidelines and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Wa-

ter-Quality Monitors : Site

Selection, Field Operation,

Calibration, Record Computation,

and Reporting.，2000年。

3.行政院環保署，「水體水質監測站

設置及監測準則」，民國84 年。

4.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水環境

監測規範」，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