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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極端氣候時代，颱洪或豪暴雨強度愈趨劇

烈，山區發生土石流的頻率日高，其強大的

衝擊力及破壞力，常造成下游及沿岸居民的

重大災害；如何儘早掌握土石流發生的跡

象，即時對下游居民發出警訊，即是重要的

防災任務。 

土石流是一種水、泥砂與土石充分混和

受重力作用的流動體，其啟動與持續降雨有

關；而經由歷次攝影所記錄到的土石流歷程

影片，上游爆發土石流之前，流通段的水量

會異常變小、而後土石流就整批下來；另

外，土石流雖由降雨而來，惟水流呈現破壞

力之時，已不僅是水流、而係含砂比率達到

10%乃至 50%以上，此時水土體之電阻率

會顯著大於正常水流之特性； 

據此，在流通段較為穩固之堤岸或渠壁

設置水體感測尺，隨時監測水流狀態：水位

升高又降低、水中含砂濃度由低而後大幅增

大，能將此資訊即時傳送到下游監測站，即

可爭取較長之預警或應變時間。 

概 說 
台禹 TR-DF01 泥砂濃度型土石流預警傳

訊站，包含 TF-284S 智慧型水體感測尺、

土石流傳訊器、無線電傳訊器等，並在下

游警報站設置無線接收及警報監控設備，係專為解

決河床沖刷動態之有效監測而研製，因其極小之水

流承受面、極精簡耐水流之構件、極低之電力需

求、極快之感測解讀動作、極穩定之測值輸出、極

精密之水土體多層電阻率變化動態，從而能全天候

自動監測溪流之水位升降變化及高濃度之含沙量特

徵，並定時與自動連續經由無線電傳訊到下游，可

提供即時準確之土石流前兆及動態資訊，有效之預

警與警報，助於減免土石流事件之損傷。 

扁平長條水尺造型之 TF-284S 水體感測尺，

以每 4cm 一層(對)之平凸型不銹鋼感水電極組，能

在高速水流中穩定感測出精密電阻參數，藉以明確

判識每一組電極所處位置究係在水中或砂泥中，從

而算出水土界面之點位；若水體層之電阻率變大，

可判釋或係上游出現較大之沖刷，逕流已包含相當

程度的沙土，已每次測出水土界面數值，亦即自動

監測沖刷或回淤之河床動態，可提供準確之即時防

災警訊。 

系統應用時，係將多段感測尺串接，崁接在不

銹鋼底板，平貼螺固在渠壁上，與固裝鋼片組成一

體型水尺型態；由於總厚度僅略大於 3cm，並有不

鏽鋼片斜拉貼平至渠壁，整組測尺承受流體之正面

積已極小化，且因感測尺之高強度塑鋼殼體扁平且

外表無可動元件，表面僅有不銹鋼電極微凸，因而

在攔砂壩側壁上，感測尺之損害機率可降到極低，

評估能在土石流全部歷程中持續傳訊測尺之數據。

感測尺於末端以防水電纜而連接至案台上之傳訊

器，除測樁之外，泥石水流之衝擊問題可減到極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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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特徵 
水體含沙高濃度或砂土沉積時，其電阻會顯著

增大，然而河川水中電阻會因區域性背景參數或土

壤沖蝕而有極大變異性，因此，電阻測值之精密穩

定即為水土界面得以準確判識的關鍵。 

基於數位式同步感測之台禹技術，TF-284S 可

測得0.1%高精度之電阻值、從而能對每一組電極所

處位置，明確分辨出是在水中或砂泥中，並換算找

出水土界面之點位，且不受水質或流速之影響。 

由主機自行轉以圖像顯

示者，底下３層全部埋

在砂中（電阻率較高），

第４點則係在水土界

上，其上各層數值相

等，係全在水中 

由監測機查閱測尺之

各層數據，最下一行

係埋在砂中之電阻

率，其上９比數據

68,68,,,69,70係在澄清

之水體中 

結構上，TF-284S 感測尺外表光滑且無可動元

件，係在高強度塑鋼尺殼上每 4cm 設置一對不銹鋼

感水電極組，尺殼內防水膠封訊號處理電路，末端

外接防水電纜而整批輸出每一對電極組之導電阻

值，經由測讀傳訊器從整串數值中依差異性而判識

出精度 4cm 之水土界面。由於電阻測值夠精密，換

算水位時，能有 1~2cm 之精度。 

相對於其他儀器，TF-284S 感測尺因以數位式

直接感應原理，消除了傳統感測器內訊號轉換、及

儀器外接時訊號轉換之溫度飄移及雜訊影響等誤差

問題；TF-284S 又以固定點位而積算界面位置，可

免除全程型類比感測儀器需做比例及基準(Scale & 
Offset)調設及校正動作。以如此全數位化感測原

理，即能常年保持穩定而準確之界面感測功能。 

系統組成 

TR-DF01 泥砂濃度型土石流預警傳訊站，包含

TF-284S 智慧型水體感測尺、土石流傳訊器、無線

電傳訊器等；其中，低功率之無線電波，傳送至方

圓 600 ｍ或 3km 距離之接收站。晴天無水時，傳訊

器可設每 1或 10分鐘傳訊一次；土石流傳訊器可另

設定含砂濃度之參考值，於液位達到特定高度或水

體剖面測值達到特定電阻率時，可自動加密傳訊時

距（每 20 秒∼1 分鐘）傳送整個剖面數值。接收站

除可察覺水體升降之狀態外，並能從水體剖面數值

自動判識而發出土石流之警報。 

監測主機 TW-86RT 可設置於下游防災監控

站，以無線接收設備接收上游之土石流前兆與流通

動態，主機可連接 adsl網路或接用 GPRS 等無線通

信設備，即時傳輸詳盡資訊至防災監測中心；此監

測站可採用太陽能板加充蓄電池作為電源，無需申

設交流市電。 

TW-86RT 監測主機可直接擴接傾斗式雨量

計，同時監測累計雨量及降雨強度；連同沖刷及水

位資訊，以極經濟之設備成本，可建置高功能之監

測系統。雨量站亦可設於上游，採無線傳訊式，可

直接建構上游暴雨而後下游沖刷之整合防災監測系

統。 

橋墩沖淤監測站亦可採無線傳訊方式，監測主

機即可置於橋頭或兩岸，既可單一主機同時監測複

數組沖刷監測站，亦可於橋的兩端分別設置監測

站；必要時，可直接驅動橋頭之防災警示設備，以

縮短斷橋警示之反應時間。 

電氣特色 
TF-284S 智慧型水體感測尺，使用上係連接一

測讀傳訊器，感測尺消耗電流只須 30uA，可由傳

訊器於解讀時供電，而無額外電源之需求。整套感

測單元及監測傳訊器皆為極低耗電之精微電路，可

使用鋰電池而能在野外做長期監測（每 1 或 2 年一

次更換電池兼執行定時巡查保養），省卻電力供應

設施之成本，大幅降低野外雷擊之損害風險並減輕

外力破壞之機率。 

測讀傳訊器內建無線電模組之控制接口，採短

延時單發模式定時傳訊，數值串包含 CRC-16 校核

碼，可確保收訊正確性。配接之無線電模組採天線

一體化之屋外型機殼，可直接套在直立管柱頂端而

能以較低功率傳訊到較遠距離；其效果是配接一U2
鋰電池，即可於野外長期間監測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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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感測尺經連體防水電纜連接測讀傳訊器模

組、而後以 RS-232 有線式接入 LG-86RS 長期記錄

器，可應記錄器之定時或操作叫醒，1~3 秒鐘即能

輸出所有電極組之測值，供現場直接查核全量程之

水體特性，包括水質狀況及是否有沖淤狀態。 

接用監測主機 TW-86RT 時，可免另攜電腦設

備，機組本身具備 4 行式文數字液晶顯示器，配合

指撥開關，可在現場直接查閱各項監測動態資料，

並可直接手按而設定多項參數；且能以小型太陽能

板，而執行長期間之紀錄。 

規 格 
感測尺單元 

感測方式：成對式平凸點電極，無活動元件。 
電極材質：不銹鋼SUS304；電極間距：18mm 
感測量程：50cm / 100cm / 150cm∼7.5m。 
分 辨 力：4cm 層距，第 2 層起解讀水位 1cm。 
工作溫度：－10 ℃ ~ ＋60 ℃。 
工作電源：DC 3 ~ 6 V，由測讀傳訊器供應。 
測尺尺寸：長52cm，厚3cm，可多段串接 

面寬67mm，底寬86mm 
殼體材質：PC+ABS 

測讀傳訊器單元 

工作原理：整批讀取感測尺所有電極組之電阻。 
測讀方式：直接數位化，同基核算，無個別誤差 
數值精度：分辨力 0.1% 
測讀精度：水位±1cm。淤積砂位±4cm 
訊號輸出：RS-232/485；或直接經無線電傳訊 

無線傳訊 
傳訊模式：低功率、免執照，點對點、免通信費 
傳訊頻率：173Mhz、433/434Mhz 資料收集頻段 
發射功率：10mW、50mW、100mW 
傳訊距離：500m、1km、3km 

監測主機 
顯示器組：4x16,LCM25mm，可顯示中文及曲線圖 
顯示項目：日期/時間/10 分鐘、1 小時、3 小時雨量 

6 小時雨量/12 小時雨量/24 小時雨量 
操作查閱/水位/備用 

設定設備：4＋2 位數指撥設定器及設入按鈕 
雨量輸入：傾斗式，0.5mm 雨量一個接點訊號 
積算精度：１分鐘(10 分鐘雨量)，５分鐘(其他項) 
遙測輸入：RS-232，接無線接收器，４位數水位資訊 
資料輸出：RS-232，接 GPRS/GSM/ADSL 轉換器 
記憶容量：512KB Flash Memory 不自消快閃記憶體 
電源供應：充蓄電池 6V10AH，外接 6/12V 太陽能板 

 
電阻率與流體特性之關係： 
參考下頁各圖，係實際在濁水溪河水中，於上游排砂放水過程中，由測值剖面看出水體含砂濃度之變化： 
Ｙ軸係測尺縱深各層測點之點位（每 4cm 一層），ｘ座標軸表各層之電阻率測值，ｘ軸紅線係測值 80，代

表排砂高流量時含砂量相當高之水體電阻率，排砂之前正常低流速河水之電阻率約僅 60 出頭； 
當高含砂水體流經感測尺時，水體電阻率測值逐漸變大，接著出現落淤，測值升到 120~200，流量減小過

程中，水體中電組率回降，且落淤與沖刷之界面處出現顯著變化。 
依前述電阻率之變化狀況，攔砂壩（或梳子壩）在降雨初期，可測讀到較淺之清水（上層電阻率 60 左右），

待逕流變大且呈現濁流狀態時，電阻率將會初級上升（約 70~90），再進一步出現土石流時，界面層上下

有測值可能會超過 100; 
由前述 60、70~90、>100 三種狀態，可相當明確判釋『土石流前兆（沖刷）』及『土石流爆發』之狀態。 
  
河道沖淤之描述：【多層精密水土界面儀】亦稱『高密度電組率水體感測尺』，動態監測每 4cm 一層之水

體電阻率，串接縱深可達 7.8m 之水土體剖面，包含埋在河床中之測點；正常水體中，各分層測點之電阻

值皆大致相等，水面測點之電阻值變大乃至極大，水體中測點之電阻值若顯著變大且其下方測點仍為大測

值，即可判釋為進入水土界面；此外，水體之測點亦會因電導度增大而電阻率值降低，而若水中有較高含

沙濃度則令水體之電阻率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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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以高含砂水流之測值剖面示例 

降雨初期，尚無沖刷 
水體清，含砂量少，電阻低 

大雨強之後，出現沖蝕 
水位升，水渾濁，電阻率增 

累計雨量及雨強擴增，土石流出

現時，流體層電阻率整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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