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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應用 Matlab 聚類分析方法對大甲溪 8 個測點水質參數進行研究。具有方便、快速
和提供分析參數多的優點。由聚類分析顯示，根據 8 個測點之間水質分組相似性，將大
甲溪分為 6 組，故流域間上、下游差異性越大分組數越多，以大甲橋測站組分最為顯著。
而用 Matlab 語言程式設計實現，簡化以往繁瑣的計算。提高了判別的速度及精確度。
本研究中結合大甲溪流域之地理環境背景，探討大甲溪水質空間分佈格局的成因，為分
析流域水質狀況提供參考。
關鍵字: 河川級序、河流水質、聚類分析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實環境中，常遇到有模糊特性之問
題，需利用模糊聚類分析對相似資料進行
歸屬分類，來得到合理的詮釋。本研究應
用 Matlab 聚類分析法對水質進行探討，水
質對於河川系統中為重要指標，於流域內
河川水質的好壞對民生用水、工業用水、
灌溉用水等息息相關。由於台灣為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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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地質等自然條件(Gibbs RJ,1970)以
及人類在生產、生活(Petts G,Calow ,1996)
的影響，影響河川水質由多因素、多層次
組合之結果，其流域內在反映出某程度上
的基本特徵。關於河川水質之污染物主要
集中於下游河道中，主要由(Horton,1945)
提出河川級序分類可觀察出，而對水質的
空間分佈與河川間有著相互關係。
本研究將水質特性進行比較使上、

《學術天地》
應用 MATLAB 聚類分析於大甲溪水質空間分佈特性之研究
中、下游水質立即分類判斷，讓較長時間

律，並結合已有的河川環境背景資料，分

之龐大數據，可以快速解析，近年來研究

析大甲溪水質空間分佈規律及變化原因，

水文之文獻如下:對高屏溪與東港溪污染

使水質能在水資源科學中提供後續研究者

量調查及整治規劃來進行高屏溪總量管制

合理之依據(葉與黎等人，2003)。

之研究(郭振泰，1998)，其研究中針對高
屏溪已有的相關研究報告，進行水文、水
力、水質資料之收集整理，並進行部份下
游支流河道採樣工作。該篇報告針對水質

二、研究材料與方法
2.1 研究區域調查
2.1.1 地理位置

參數之選取介紹，對於模式亦有詳細的說

大甲溪是台灣中部重要的河川，屬於

明。進行我國流域污染源削減最佳化策略

中央管河川，主流上游為南湖溪，其源流

與管理制度之研究(張乃斌等，2000)，此

中央尖溪發源於南湖大山東峰(標高 3,632

篇文章最終目的於高屏溪流域水污染總量

公尺）
，流域主要分佈於台中市，並包括南

管制實施辦法草案，提供未來管制制度及

投縣、宜蘭縣之一小部分。南湖溪流至 730

法令訂定之參考。建立我國河川流域環境

林道環山檢查哨附近與發源自南投縣仁愛

品質之評估模式(陳振華，2000)，該研究

鄉的大支流合歡溪匯合後，續流至台七甲

藉由相關之文獻研究，建立適合台灣流域

線 65.5 公里處(清泉橋與太保久間）與另

特性之河川環境品質綜合評估架構，並用

一大支流伊卡丸溪匯流後，始稱大甲溪。

於高屏溪流域，研討相關環境管理策略。

流經梨山、佳陽、德基、谷關、白冷、馬

研究過去多年生態環境調查之監測資料

鞍等聚落，流入東勢區、新社區後，逐漸

(葛健群，2002)，對生物造成快、慢性毒

進入平地，後流經石岡區、豐原區、后里

性生態風險的主要污染物，瞭解水生生物

區、神岡區、外埔區、清水區、大甲區及

之影響化學性生態壓力造成之風險，作為

大安區，最後注入台灣海峽。

高屏溪河川管理者在整治河川決策之參

大甲溪主流長度共 124.2 公里，流域
面積 1235.73 平方公里，年平均流量約 31

考。
由上述幾篇文獻，對水污染研究相關

立方公尺／秒，主要支流有七家灣溪、有

對象不少，但以水質進行聚類分析之研究

勝溪、南湖溪、志樂溪、匹亞桑溪、小雪

應用則尚未看到。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聚

溪、鞍馬溪、馬崙溪、稍來溪、十文溪、

類分析探討河川水質於空間上之變化規

東卯溪、橫流溪、麻竹坑溪及沙連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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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的發源地海拔超過 3500 公

或主支流會給一較小的級序，集水區可以

尺，河川坡度陡急，平均坡降為百分之二

藉由級序分類。Horton 於 1945 年發展級

點六，因此含豐富的水力資源，係台灣水

序觀念，一般使用在河川生物學，在這方

力資源最豐沛的河川。加上大甲溪河谷兩
側又係堅硬的岩層，因此具有興建水壩的
良好條件。
本研究探討圖大甲溪流域取 8 個水質

法中水有小的、外部的河川都被定義為一
級級序，兩條一級級序接合形成二級級
序，依此類推，如圖 2；黃色為一級序集
流面積、藍色為二級序集流面積、綠色為
三級序集流面積(李錦育，2010)。

監測值(A.大甲溪橋、B.高速公路橋、C.
朴子口、D.石岡壩、E.東勢橋(東豐大橋)、
F.龍安橋、G.松鶴橋、H.迎賓橋)，利用此
流域 4 個參數值(DO、 BOD5 、COD、SS)
區分聚類間之變量。

圖2

河川級序圖

2.4聚類分析法
聚類分析法是一種多元統計分類方
法，此方法可以對一群未知類別的觀察對
象按彼此相似程度進行分類，已達到“物以
類聚”的目的。利用聚類分析有助於挑選變
圖 1 地理位置圖
(資料來源 Google 地球)
2.2水質觀測數據
本研究所利用水質參數監測值，資料
來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
測資訊網，利用表 2 中的水質監測數據，
採用 MATLAB 了解聚類連接之相關訊息。
2.3河川級序定律

量，分析影響因素。
設有n個樣品，每個樣品測得p項指標（變
數），原始資料矩陣為：
x1

X 1 ⎡ x11
⎢
X x21
X= 2⎢
L M ⎢ M
⎢
X n ⎣⎢ xn1

x2 L

xp

x12 L x1 p ⎤
x22 L x2 p ⎥⎥
M
M
M ⎥
⎥
xn 2 L xnp ⎦⎥

(1)

通常用於河川分類為河川級序定律

其中 xij （i=1，…，n；j=1，…，p）為第

(Horton stream order law)，在大部分河川級

i 個樣品的第 j 個指標的觀測資料，第 i

序推算方法中，較小之支流相對於主支流

個樣品 X i 為矩陣 X 的第 i 行所描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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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兩個樣品 X k 與 X l 的相似性，可以通
過矩陣 X 中的第 k 行與第 l 行的相似程度

4.計算新類別與當前各類別的距離；若類
別的個數等於 1，轉到 5；否則回 3

來刻畫；任何兩個變數 X k 與 X l 之間的相

5.繪製聚類樹圖

似性，可以通過第 k 列與第 l 列的相似程

6.決定類別的個數和類別

度來刻畫(劉與許等人，2005)。
表1

聚類分析的相關函數

三、案例應用
3.1連續取值函數
由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取大甲
溪 8 個測點 (A.大甲溪橋、B.高速公路橋、
C.朴子口、D.石岡壩、E.東勢橋(東豐大
橋)、F.龍安橋、G.松鶴橋、H.迎賓橋)，
2008~2012 年 2 月 4 個水質參數值(DO、

BOD5 、COD、SS)，並取平均值，試根據
下面數據對這 8 個地區進行分類。
表2

大甲溪斷面 8 個水質參數監測值

2.4 使用Matlab函數直接實現

3.2 聚類模型建立

2.4.1 使用函數方法與步驟

3.2.1以兩種方法進行聚類分析

層次聚類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的計

1. 一次聚類分析

算步驟：
1.計算 n 個樣本之間距離(dij)，記 D
2.創造 n 個類，每個類別包含一個樣本。

利用函數可以對樣本數據進行一次
聚類，但選擇比較狹窄，為不能更改距離
的計算方法。

3.合併距離最近的兩類為一個新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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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聚類分析

形。

將分布聚類法分為以下步驟分析:
(1)找到數據集合中變量兩兩之間的相似
性和非相似性，用 pdist 函數計算變量
之間的距離;
(2)用 linkage 定義變量之間的連續性;
(3)用 cophenetic 函數評價聚類訊息;
(4)用 cluster 函數創建聚類。

4.1.2分布聚類分析結果
數據標準化
xx=zscore(x);
計算變量間的相似
Y=pdist(xx);
性
將輸出轉化為矩陣
squareform(Y);
定義變量之間的連
Z=linkage(Y);
接
c=cophenet(Z,Y) 評價聚類訊息
c=

(許國根與許萍萍，2005)

0.9882
連接變量生成聚類樹後，可以用下列

四、結果與討論

方法進行修改了解更多的訊息。

4.1以兩種聚類分析結果

4.1.3 修改聚類樹
衡量聚類訊息的有效性中利用

4.1.1一次聚類分析結果
x=[9.5 7.18 32.94
10.32 2.54 7.9
10.28 1.06 3.94
9.6
0.9
3.92
9.6
0.9
3.9
9.64 1.9
5.22
9.78 0.9
3.9
9.66 2.24 5.88
T=clusterdata(x,0.5)
T=
4
3
5
5
1
6
6
2

101.88
11.92
6.86
6.06
4.86
3.12
2.06
1.02];

可見 MATLAB 將數據集合分為 6 類，如
果調整 cutoff 值，將會得到不同的分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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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henet 函數計算相關性，該值越接近 1，
表示聚類結果越好越準確。
將函數中的距離計算方法分別指定
為 Mahal、SEuclid、Cityblock 重新計算 pdist
函數後，再用 cophenet 計算出 c 值分別等
於 0.8073、0.9882 和 0.9825，所以用 SEuclid
計算距離較好。
4.1.4 計算聚類樹的不連續係數
聚類樹中每一個連接的相對連續性
可用 inconsistent 函數生成的不連續性係
數來定量表示。該函數比較某連接的長度
與相鄰連接長度的均值進行聯結識別。如
果該部連續係數與周圍變量連續，則不連
續性係數較低，反之則較高。
I=inconsistent(Z)
I=
0.0350 0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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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44
0.2460
0.5386
0.8264
0.9887
3.1111

0
0.2410
0.0423
0
0.5206
2.1779

1.0000
3.0000
2.0000
1.0000
3.0000
2.0000

0
1.0897
0.7071
0
1.1187
0.7071

矩陣中，第一列為所有連接長度之均

8(迎賓橋)為大甲溪上游流域，而 1(大甲
溪橋)、2(高速公路橋)、3(朴子口)為大
甲溪下游流域，證明同一條流域有相互
影響關係，因此相似地區會分為一組，
但大甲溪流域中差異性越大，則會獨立
分支為一組。

值，第二列為所有連接長度的標準偏差，

(3)從水質參數探討聚類樹之聚類過程，上

第三列為為計算包含連接數，第四列為不

游地區 4(石岡壩)、5(東勢橋)、6(龍安

連續性係數。

橋)、7(松鶴橋)、8(迎賓橋)水平連接性

4.1.5 生成聚類樹

較為相近，與下游地區 1(大甲溪橋)、

從生成的聚類樹中可清楚了解聚類

2(高速公路橋)、3(朴子口)水平距離較

過程及相互關係。

遠，由此推論上游地區水質參數較小表

dendrogram(Z);以圖 3 所示

示汙染值較低，下游地區水質參數較大
表示汙染值較高，由此觀察聚類樹有較
顯著的差異性。

五、 結論與建議
1. 本 研 究 將 距 離 函 數 計 算 指 定 為
“Mahal”、“SEuclid”、“Cityblock”重新
計算 pdist 函數後，再用 cophenet 計算
出 c 值分別等於 0.8073、0.9882 和
圖3

大甲溪流域聚類樹圖

(1)數據集合為聚類的方法之一，其比較聚
類樹中每一個連接的長度與相鄰連接
長度，如果兩者相近，則表示此水平變

0.9825，所以用 SEuclid 計算距離較好。
由於該值越接近 1，表示聚類結果越好
越準確。
2.本研究由聚類樹分析圖發現同一條流域
或地形中，分析結果將這些相似的流

量之間是相似，這些連接被認為具有較

域、地型與地區歸類為同一分支，但流

高水平的連接性，反之，稱為不連續

域中差異性越大，則會獨立分支成為一

性。

組。

(2)從聚類樹中可清楚了解聚類過程中分

3.本研究運用 1945 年 Horton 提出之河川

為 6 組。由地理位置圖發現地區 4(石岡

級序分類探討聚類結果，將上游地區

壩)、5(東勢橋)、6(龍安橋)、7(松鶴橋)、

4、5、6、7、8 定義為一級級序，而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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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一級級序接合形成二級級序訂為下

和聚類分析法的江蘇省十三市科技服務

游地區 1、2、3，由河川級序證實一級

業發展競爭力綜合評價模型研究，中國

級序污染值稍差，其累積到下游二級級

科技論文。

序水質變差比例較大。
4.本研究利用高屏溪水質參數探討聚類分
析，以函數 SEuclid 計算距離較好。其

9.周洪波 薛桂玉 付成華，2003，應用
Matlab 聚類方法分析大壩監測資料，人
民長江 34(11)，第 46~48 頁。

函數運用於水質參數上計算是否較

10.許國根、許萍萍，2005，MATLAB 在

佳，此相關課題還需進一步探討及研

化學中應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11.郭振泰，1998，高屏溪、東港溪污染調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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