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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防洪抽水站設計個案回顧研討 

李明德 

台灣世曦公司顧問、水利技師 

一、前言   

民國 72 年台北市政府深感松山南港

地區工商業日漸發展，由於當地地勢低

窪，每逢颱洪時山區之地面逕流易從三張

犂及南港兩排水溝流入基隆河，因受到河

川水位暴漲而倒灌，常發生永吉路、玉成

街、五分埔等地區造成嚴重水患，影響都

市發展及形成市民受害，故辦理玉成堤防

與玉成防洪抽水站工程建設。因市府養護

工程處（簡稱養工處）認為該工程技術特

殊及人力不足，始經由中興及中華兩大顧

問公司甄選，經評優後委託中華顧問工程

司(簡稱中華顧問)設計，計畫尚包含須附

做主機設備之重點監造工作。本工程自民

國 73 年 3 月 10 日開工至民國 76 年 8 月

31 日完工，由榮民工程處承包土建工程施

工，主抽水機械設備則由日商電業社供應

安裝，整體工程共分 11 標發包承做，而其

中超大型防洪抽水機口徑 3 公尺機組及系

統機電設備金額約占總工程費 40%，為國

內首見，亦屬當時東南亞第一大防洪抽水

站，爰工程設計條件特殊且完工後歷經異

常颱洪，惟迄今運轉正常續用，是以借鏡 

作為設計回顧研討。 

二、玉成防洪抽水站工程概況 (參見

圖 2-1 及圖 2-2) 

(一)三張犂排水溝及南港幹線重力排水路 

玉成抽水站之集水面積 1,701 公頃，

主要分由西側三張犂排水溝及東側南港排

水幹線等二條重力水路匯集後流入抽水站

前池，以及由重力閘門分別排入站址北側

基隆河，茲將此二條重力排水路分述如下： 

1.三張犂排水溝 
此排水溝源由北市公館地區，自基隆

路以南坡地沿光復南北路、縱貫鐵路、麥

帥橋、基隆河左岸腹地迄成美橋附近低地

所形成之排水路，其末端以 m
m
m 6.7

18
24

 梯

型渠道向北經過堤防段 3-7.0m × 4.5m 制

水閘門(IE.-0.50m)匯入基隆河，排水面積

1,563ha，其中地面標高 EL.7m～EL.15m

有 654ha，標高 EL.15m 以上有 680ha，其

餘為平地占有 229ha。水路經過永吉路、

玉成街、五分埔等低地後排入成美橋西側

基隆河(IE-0.60m)，溝路中途有 2 條排水次

系統包括松隆路及中坡北路等下水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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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之總流長 8.4km，其末端出口之 5 年

重現期距暴雨計畫排水量為  Q5=230 

CMS。 

2.南港排水幹線 

南港幹線源自四分子山脊，由南向西

北沿坡地流入成美橋東側之基隆河，集水

面積 134ha，涵蓋胡適及南港公園和停車

場一帶市區，其中標高 EL.7m～EL.15m 有

70ha，標高 EL. 15m 以上有 64ha，排水幹

線長 4.3km，流末端以 4.2m×3.5m 排水箱

涵經過堤防段之制水閘門(IE. 1.20m)後排

入基隆河，其 5 年重現期距暴雨之計畫排

水量為 Q5=30 CMS。 

(二)抽水站引水路 

1.先期規劃之合流引水路 

民國 73 年規劃將三張犂排水溝和南

港幹線兩條排水路合流引入玉成站前池，

再經抽水站之抽水井抽汲而排放至基隆

河，該引水路採用 5 年頻率颱風雨降雨強

度 i=43.3mm/hr 設計，抽水站計畫流量為

Qp=184CMS，其中三張犂排水溝抽水量

160CMS，南港幹線為 24CMS，且在成美

橋引道東側之 B 站址設有高水位溢流堰，

控制南港幹線引流水位為 WL.4.50m，使

合流後之前池維持起抽水位為 WL. 

2.60m。 

2.後期規劃之擴建引水路 

民國 94 年養工處為提升既有玉成抽

水站抽排水能力，乃計畫在成美橋東側 B

站址之基地擴建 50CMS 抽水量，除增加

擴建站提供南港排水幹線之抽水外，另加

做 A 站及 B 站之連通水路，使民國 76 年

已完工之玉成舊抽水站(A 站)前池進流水

亦可輸水至擴建站(B 站)前池供予抽汲。

擴建站規劃時，除保留原有南港幹線至舊

站前池之 4.2m×3.1m 引水箱涵水路外，另

自擴建站前池增設一條 5.0m ×3.2m 連通

箱涵匯入舊站引水箱涵，再流入舊站前

池，長度約 100m，且在舊站前池之匯流

口擴大通水斷面，以增加輸水量。 

(三)抽水站前池 

1.玉成舊站前池及進水口 

玉成抽水站於民國 73 年規劃定案

時，係將三張犂及南港兩條排水幹線之地

面逕流合併，引水流入成美橋西側 A 站址

之前池後，再抽排流入基隆河。此抽水站

之前池上游為漸變段 3-14.0m×7.2m 三孔

箱涵係銜接三張犂排水溝所導流 3-6.5m×

5.0m 引水箱涵，前池水域為 2,400m2 扇形

之明渠，池底標高 IE-3.50m，池岸頂高

GL 7.40m，池寬介於 42m～62m，前池縱

深 70m，其西南岸設有南港幹線之 7-1.00m

×3.25m 七孔匯流口，孔底標高 IE-0.45m，

可連接南港幹線之 4.2m×3.9m 引水箱涵。

前池之下游端銜接七道各 7.6m 寬之抽水

井進流水路，以供防洪抽水機抽水。抽水

井進流口處設有 14 組 3.3m×12.5m 旋轉式

撈污機及其垃圾輸送帶，可供颱風暴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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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除前池進流水所挾帶漂流物。 

2.擴建抽水站前池及連通口 

民國 94 年規劃之玉成擴建站，前池面

積約 900m2，池底標高 IE-2.40m，池岸頂

高 GL.7.50m，池寬 30m，前池縱深 30m。

該站區已將民國 73 年所設計之溢流堰設

施廢除，另增設一條 5.0m×3.2m 引水箱涵

連通至玉成舊站前池，而擴建站前池則逕

自承接南港幹線之 4.2m×3.1m，箱涵水

路‧以及市區 4.0m×3.5m 與 2m×2m 二條

下水道排水箱涵。此前池之引水箱涵及重

力水路匯流口之溝底標高各為 IE 0.70m及

IE 1.60m。擴建站之前池東北端設有重力

閘門，可關斷其下游 4.0m×3.5m 重力箱涵

排水路，並由站內控制抽水。擴建站抽水

井之進流口設有 4 組 6.2m×10.4m 旋轉式

撈污機及其垃圾輸送帶，可供撈除前池進

流水所挾帶漂流物。 

(四)玉成抽水站房及主抽水設備 (參見圖

2-3) 

1.玉成舊站 

玉成舊站之站房地上結構 60.4m×21×

16m；其中管理房 3 層，機房單層；地下

結構 60.4m×32m×13m，地下一樓為抽水機

出水管路，地下二樓為抽水井。抽水機房

內安裝 7 台∮3,000mm 立軸軸流可動翼抽

水機，設計揚程 TDH=5.2m，額定抽水量

Qp=26.3CMS，設計轉速 Np=151 rpm，由

水冷式柴油引柴(2,110kw)及二段式角齒

輪減速機驅動，設計內水位為 NPW 

2.60m，設計外水位 EWL 7.12m (T=5yr)，

內外參考點高限水位各為 HWL 4.00m 及

HWL 8.75m。機房內安裝有 2 台緊急發電

機(900KW)，1 台 40 噸吊車，1 台 4CMS

清污泵。站房外設有 62m×3m×11m 調壓

井，以平衡排放水路湧壓及便利安裝抽水

機出流口之 5.4m×4.0m 液壓舌閥，並可利

用排放箱涵之地面裝設冷卻水塔及主油

槽。 

2.玉成擴建站 

擴建站房之地上結構 40m × 12m ×

16m，管理房 4 層，機房單層；地下結構

40m×12m×13m，地下一樓為抽水機出水管

及壓力暗渠，地下二樓為抽水井。抽水機

房內安裝 4 台∮2,200mm 立軸斜流固定翼

抽水機，設計揚程 TDH=7.25m，額定抽水

量 Qp=12.5CMS，設計轉速 Np=200 rpm，

由水冷式柴油引擎(1320kw)及一段式角齒

輪減速機驅動，設計之內水位 NPW 

2.40m，設計外水位 EWL 7.28m(T=10yr)，

內外參考點高限水位各為 HWL 4.00m 及

HWL 8.99m。機房內安裝有 2 台緊急發電

機(30kw)。站房外排放水路設有調壓井，

以平衡排放水路之湧壓及便利抽水機∮

2200mm 出水管之末端安裝舌閥，並利用

地下室設置 2 座桶裝主油槽。 

(五)抽水站排放水路 

1.玉成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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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防洪抽水機抽水匯入調壓井，水流

即呈旋轉 90°度轉向，利用三孔壓力箱涵

銜接並以垂直成美橋西側堤防方式再向北

排入基隆河，三孔壓力箱涵之兩外側孔通

水斷面各為 9m×4m，中央孔為 13m×4m，

可分別承納抽水站南北側各 2 台及中央部

位 3 台抽水機出水管之匯流，共計有

184CMS 抽水流量排放，於堤防擋水牆處

設置有壓力閘門 3 扇，壓力箱涵末端則以

36m×4.3m 明溝銜接再排入基隆河，堤防

處之溝底標高為 IE 0.50m，堤頂為 EL 

12.00m，該排放出口之基隆河 200 年頻率

洪水位為 HWL 10.30m。 

2.玉成擴建站 

擴建站之防洪抽水機分別配置於前池

北西端，西端 3 台各為 12.5CMS 抽水機之

出水管利用 4m×5m 壓力箱涵接入調壓

井，北端另一台 12.5CMS 抽水機出水管再

同井匯流後，始排入南港幹線重力閘門下

游端之 4.0m×3.5m 壓力箱涵，續向北垂直

成美橋東側之堤防，經舊站原有重力閘門

後再排入基隆河，而堤防外高灘地之銜接

明溝則以平行堤防方式與舊站之排放水路

匯流，其設計排流量為 50 CMS，但舊站

原有設計重力排水量為 30CMS，其堤防處

之排水溝底為 IE 1.20m。 

(六)基隆河堤防及閘門台 

1.堤防擋水牆及護坦 

玉成抽水站之堤防段工程範圍，西自

三張犂排水溝出水口向東延至成美橋西側

南港幹線出水口止，總長 1,246m，堤防採

用 RC 擋水牆(H=5.7m～7.2m)，其基礎以

20m 長∮40cm PCP 樁基與 15m 長∮35cm 

PIP 截水排樁構成，擋水牆前趾銜接 10.5m

寬幅 RC 護坦，護坦前緣施設 7m 長預鑄

版樁之截水牆，再順沿高灘地河床鋪設雙

層蛇籠護岸，以防河水淘刷。堤防擋水牆

頂之標高為 EL. 12.00m，牆底版上部 EL. 

4.80m，低水護岸之溝底為 IE-1.00m，堤

防 之 設 計 洪 水 位 為 HWL 10.30m 

(T=200yr)。 

2.閘門台及其機械設備 

玉成堤防段擋水牆共有 3 處閘門台銜

接，堤防之西段為三張犂排水溝出口閘門

台，設有 3 座 7.0m×4.5m 鋼索式鋼板閘

門，閘台房內有電動捲揚機可供操控。堤

防中段為抽水站之壓力排放水路出口閘門

台，設有 2 座 9m×4m 及 1 座 13m×4m 之

鋼索式鋼板閘門，閘台房內設有電動捲揚

機可供升降。堤防東段之南港排水幹線出

口閘門台設有 1 座 4.0m×3.5m 導桿式鋼板

閘門，閘房內有電動捲揚機。堤防段之閘

門設備均連線至抽水站內之控制中心，可

作啟閉搖控操作。 

三、玉成站抽水流況特性 (參見圖

3-1 及圖 3-2) 

(一)抽水排放基隆河之水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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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重力排流之河川水位年計時數 

基隆河水位之漲升影響玉成站排水系

統之淹水殊鉅，當抽水站未建時，高漲河

水容易倒灌而使排水路之低地市區受到廻

流漫淹；設立抽水站時，外水位（即河水

位）決定抽水機揚程，此河水位變動將影

響抽水機流量的發揮，若抽水操作經常處

於較佳抽水效率流況，則可將該對應之頻

繁河川操作水位作為抽水機設計額定點依

據。如抽水站進流水量過大時，能運用允

許高限之內水位抽水，則在河川高洪水位

條件仍能以高效率維持大流量抽水，亦即

能發揮抽水站在異常水文狀況下之防洪排

水，並減少當地之洪氾災損，故設計時應

對基隆河之河川水位情況須先掌握。根據

設計階段所蒐集到台灣省水利局第十工程

處已有基隆河成美吊橋處之松山站水文紀

錄，從自記水位統計資料（民 19～民 71

年，53 次颱風雨）顯示：平均每年河水位

超過WL 2.60m之總時數約達 100～200小

時，超過 WL 4.00m 河水位之總時數約有

50～100 小時，可見當設置防洪抽水站以

後，起抽水位 WL 2.60m 時每年可能需要

抽水運轉時間約達 100～200 小時。 

2.基隆河玉成站址之各頻率洪水位 

根據大台北防洪計畫之水文分析，基

隆河之松山水文站（成美橋下游）所統計

分析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列如下表：

玉成站址之基隆河各頻率洪水位分析表 
重現期距(年) 200 100 50 20 10 5 2 

洪水位(m)
(1)分洪前 10.30 9.72 9.03 7.96 7.52 7.12 6.12 

(2)分洪後 8.97 8.64 8.31 7.69 7.25 6.72 5.76 

3.抽水機操作與基隆河水位關係 

玉成抽水站址之基隆河流域排水面積

約有 320km2，河川流長約 58km，水路沿

線彎曲迂迴。估計抽水站址之基隆河洪峰

落後玉成站排水路之洪峰流達時間約 4～

6 小時。當基隆河水位漲升至抽水站之允

許最高內水位 HWL 4.00m 時，須即關閉

堤防段之重力排水閘門，並使抽水機排放

水路之堤防段壓力閘門維持開啟，將三張

犂排水溝和南港排水幹線入流前池之地面

逕流由抽水機抽排至基隆河，同時控制前

池之正常抽水位為 NWL 2.60m，以便抽水

站上游之排水系統可發揮自由流之排水功

能與不迴流造成市區淹水危害。從水位流

量歷線統計資料顯示（民 51～民 71 年）：

颱風雨期間基隆河河水位 WL. 2.60m 以上

之延時超過 40 小時，其中洪水位介於 WL. 

2.60m～WL 7.52m間之基隆河水位歷時超

過 30 小時。抽水站進流之設計降雨強度

i=43.3mm/hr(T=5yr)，24 小時延時總降雨

量為 250mm，其進流排水幹線（三張犂排

水溝）之到站集流時間為 tc=78min，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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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流抽水量（三張犂及南港幹線）為

184CMS (T=5yr)，抽水機組須配合此進流

量時間變化，由七台併聯之抽水機

（7@26.3CMS=184CMS）組合運轉操作，

將市區排水系統之內水抽水排流到基隆

河。當前池之進流量超過 184CMS 時（超

過設計颱風降雨條件），由前池內水位控制

與當時所對應基隆河洪水位起落之高差

（即靜揚程），運用抽水機特性之揚程對應

流量關係，發揮高效率抽水功能，根據θ

0=18 ° 葉 輪 角 度 調 幅 之 最 大 靜 揚 程

(Hs=6.3m)，操作所對應之抽水量約可獲得

22CMS 流量，亦即當基隆河高洪水位

HHWL 10.30m 及前池高限內水位 HWL 

4.00m 時，藉由該可動翼抽水機仍能發揮

80%抽水效率及 22CMS 抽水量抽水。 

(二)抽水站前池水位之調控抽水 

1.前池及引水路之蓄洪體積及抽水滯洪時間 

玉成站主排水幹線流長 8.4km，其

中、下游接近抽水站前池可供引水調蓄距

離 2.4km(溝底 IE 1.60m～IE -3.50m)，當抽

水機自前池低水位 LWL 1.80m 至允許高

水位 HWL 4.00m 變動空間抽水，由引水

路 及 前 池 可 獲 得 之 調 洪 體 積 約 有

V1=48,007m3，如以 1 台抽水機(26.3CMS)

起動抽水，將可供給約有 30 分鐘滯洪抽

水。若以正常抽水位 NWL 2.60m～允許高

水位 HWL 4.00m 之間抽水，則排水系統

之調洪體積約有 V2=30,550m3，可供滯洪

抽水僅為 19 分鐘。 

 

2.前池進水之流量變化 

由抽水站前池進水之時間流量變化曲

線（流量歷線）得知：於漲升期 5 年重現

期 距 颱 風 雨 之 地 面 逕 流 量 變 化 為

ΔQ1/ΔT1=62.5CMS/hr (=1.04CMS/min)， 

在 退 水 期 為

ΔQ2/ΔT2=80CMS/hr(=1.33CMS/min)。 

如採用固定翼抽水機操作，前池進流水之

流量變化相當於 1 台抽水機容量(26.3CMS)

時，約 25.3min～19.8min 時間內洪水變流

量便將發生（上肢段～下肢段歷線），換言

之，當以正常抽水位起抽時，引水渠路之

調洪體積可供抽水滯洪時間僅約有 19 分

鐘，實在不足以應付 1 台抽水機之待機運

轉操作（剩下 6.3 min～1.8 min 時間可供

應變，亦即有緊急應變抽水之操作風險存

在）。又因進流量歷線之呈現持續上升或下

降時刻，抽水站現場需即時調動抽水機併

聯予以組合抽水（QP=26.3～184CMS）情

況，操作勢必顯得急迫倉促（ 因需及時控

制引擎延伸到減速機和防洪抽水機轉速之

順利運作）。 如應付不及，於前池及引水

路流況勢被迫壅高水位，依照沿線迴水結

果勢必造成排水系統之地面積淹水現象發

生。但如過早起動抽水機組併聯抽水，則

前池及引水路流況恐將引起瞬間水面急降

（即進流量＜併聯抽水容量），因進流水之



《學術天地》 

超大型防洪抽水站設計案回顧研討 

7 

補給不足，遂形成水路產生駐立波或斷流

現象，進而影響抽水井內之抽水機發生運

轉過熱和異常振動等不利現象發生。如採

用可動翼抽水機操作時，由於葉輪得以角

度較小量（20%θ）之調動，可使抽水機在

較小流量(5.3CMS)下也能作高效率之運

轉，又依靠液壓便於調整抽水機翼角之性

能，遠較由引擎作變轉速而調動抽水機轉

速為較快且範圍較廣，可見可動翼具有調

節抽水量之操作為較能密合前池進流水之

流量變化，且能保持引水幹線之水流穩定

而不致水位波動過大，得免造成水面過高

或過低之現象出現，也不致引起上游排水

路系統之低地造成淹水災害發生。 

四、水理模擬分析和水工模型試驗

之需要性 (參見圖 4-1、圖 4-2
及圖 4-3) 

玉成抽水站之水工構造物設計涉及前

池流況之釐清，方能確切掌握進流水之流

量、流速和水深等控制，以使抽水機與耙

污機皆能在正常水流下操作運轉並發揮抽

排水功效。如由水工構造物之水力分析先

求得進水之流速平均值及其水力作用力，

即可決定斷面尺寸和結構受力大小，但因

流速和水壓力的分佈受到特殊地形影響和

流量非穩定性的變化，常呈現有不同的分

佈，或集中的效應發生，故無法僅能藉由

簡單的水理計算分析而獲得明白，故尚需

依賴較精細之 2D 或 3D 的流場模式分析及

水文模式結合模擬才能解決。流場或水文

分析的數理模擬均有其控制因素限制，受

到假設因素或無法和實體一致之代表性限

制，導致分析結果有所差異，於於工程設

計上也須有驗證及判斷其是否合理才具有

實用價值。玉成抽水站工程設計中之爭議

要項並為業主養工處所重視者包括：(1)

為何要採用可動翼抽水機才能應付抽水？

（因採固定翼抽水機組操作較簡便且造價

較省）；(2)南港排水幹線流入前池，如何

確定可和三張犂排水溝水流混合均勻，並

可分配到 7 台抽水機而達到設計流量抽

水？（兩條進流水路逆向，又呈 S形偏流，

將產生流場漩渦及不均勻流速分佈，進而

影響各台抽水機組之抽水，又應如何控制

運轉順序及聯合操作方能配合進流水抽

汲？）；(3)併聯抽水時，當抽水機瞬間起

動或關閉抽水，於調壓井將發生流況變化

及水壓反應，對水工構造物或機械設備皆

各有反應作用力需要推估，如事先無法預

估及採取必要防制受力措施，可能會損壞

土木設施及機械設備（水鎚作用安全評

估）；(4)玉成站之抽水排放流量高達

184CMS，而當時站址對岸內湖堤防段尚未

興建，顧慮此強大水流沖力之對基隆河對

岸造成安全疑慮，故需賴河道流況模擬分

析，探討該排流沖力之不利影響和提出相

應補救措施。基於此四項問題爭議，唯有

依靠水理模擬分析與進行水工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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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數值驗證方具有說服力。何況在玉成

站未採購前之設計階段，對於決標廠商之

抽水機廠牌和其性能皆未能確定，故規範

中要求得標廠商須配合設備施做水工模型

試驗和抽水機性能試驗，並提出機組組合

之運轉模擬分析，凡此試驗模擬分析之成

果皆有助於抽水站施工作變更憑據與日後

設備實際抽水操作之參考。 

五、玉成站抽水機及水工模型試驗 

玉成站採用立軸軸流可動翼抽水機之

設備並通過國際標採購，經 7 家包括歐

洲、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製造廠商投標

符合規格審查後，再以美金基準計價，並

以最低價決標，結果由日本之電業社

(Dengyosha Machine Works LTD)得標製造

及安裝。根據玉成抽水站之設備規範規

定，除應提供該抽水機械設備外，尚須附

帶辦理抽水機模型試驗(Pump Model Test)

及 抽 水 站 水 工 模 型 試 驗 (Hydraulic 

Structure Model Test)，茲將兩項試驗說

明如下： 

(一)抽水機模型試驗 

電業社製造之抽水機為∮3000mm×

26.3CMS(Q)×5.2m(TDH)產品，模型試驗之

依據為符合本計畫設備採購規範及日本工

業規範 JIS B 8327 (1977), 8301 (1976) 

8302 (1976)與 JIS Z 8764 (1980)等相關

規定基準，其試驗目的有 3項： 

1.抽水機之特性須符合抽水站工程之設計

功能需求及滿足運轉條件。 

2.須驗證抽水機在運轉時無穴蝕之振動及

噪音危害。 

3.依照比例尺 1/7.15 之抽水機模型試驗

縮尺（包括立軸軸流可動翼抽水機，抽

水井及出水槽）得以驗證原型設備之抽

水功能。 

(二)水工模型試驗 

依據玉成抽水站主機設備採購規範之

規定，該項水工模型驗之比例尺為 1/15，

試驗範圍為自三張犂排水溝之重力閘門處

至引水箱涵、前池、抽水站內抽水井為止

之沿線水路，包括 7台 26.3cms×5.2m 立軸

軸流可動翼抽水機組之併聯抽水運轉流況

(184cms)，此項水工模型試驗之目的有 4

項： 

1.驗證玉成站之進流水路及前池、抽水井

等設計尺寸足以適合可動翼抽水機抽

水。 

2.如果前項驗證之進流水路、前池及抽水

井設計尺寸未符合需求時，須提出必要

之建議修正設計尺寸。 

3.依據定量流(Steady Flow)模擬方式試

驗各組合抽水機進流水和抽水井之運

轉流況(Qmax=221cms)。 

4.依據變量流(Unsteady Flow)模擬方式

試驗不同進流條件下之抽水流況

(Qmax=184.1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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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玉成站水理模擬分析 

玉成抽水站工程由於地理條件不良，

水路曲折，基地狹窄且偏離三張犂排水溝

出口，使用抽水機設備龐大，機種難以決

定，於規劃期間曾向業主經歷至少 12 次工

程簡報，雖經數度以傳統之水理分析提供

資料佐證說明，尚難釋除當時台北市長楊

金欉對工程佈置案之疑慮，即有關前池進

流與抽水機抽水流況所曾提及問題之澄清

（簡報中雖已提出在未來招標之設備規範

內，建議針對引水路及抽水機運轉要求廠

商辦理抽水機及水工模型試驗配合驗

證），是以中華顧問乃延請美國水利界著名

顧問公司 Simons, Li & Associates, INC. 

（簡稱 SLA 公司）合作，要求其研發〝玉

成抽水站前池及湧壓數理模式〞，運用當時

較進步之大型電腦運算，以有限差分之解

析法分析流場，並利用暫態流理論配合可

動翼抽水機之特性曲線資料，模擬 7台抽

水機分組及全部併聯運轉下之前池及調壓

井流況，將玉成站抽排水路之限制條件與

可動翼抽水機之抽水運轉，以及為滿足防

洪排水之功能發揮等項目需求，藉由數值

分析成果和圖表予以具體證明，終在市長

簡報中獲得說服及接受計畫方案。茲將該

兩種數理模式模擬(Mathematical Model 

Simulation)分別說明如后： 

(一)前池數理模式(Forebay Mathematical 

Model) 

SLA 公司所發展之前池數理模式為基

於二維(2D)平面水流之連續及動量方程式

而建立，可與湧壓數理模式(Hydraulic 

Transient Model)組合運用，得以模擬玉

成抽水站在不同入流和出流條件下，前池

內各點之流速、水深變化，以求最佳之水

理設計。同時亦可依據模式之研究結果訂

定抽水機之操作順序和機組運轉台數控

制。至於玉成抽水站之前池邊界型態分為

閉合及開放 2 種。閉合邊界指水面與前池

岸壁垂直交接面處，流速為 V=0 m/s。開

放邊界為南港及三張犂排水路之前池入流

口，係以其入流歷線作為上游邊界條件，

另一種開放邊界為抽水站抽水井內之抽水

機入口，依其抽水歷時曲線作為下游邊界

條件。根據模擬之抽水機運轉組合情況獲

知：前池設計形狀及水深足夠穩定抽水，

原設計之前池進流水路不需要增加設置導

流牆，而原設計南港排水幹線之前池入流

匯流口的開孔位置及斷面尺寸亦符合良好

抽水流況需求，也證明原水工設計恰當。 

(二 )湧壓數理模式 (Hydraulic Transient 

Model) 

SLA 公司所發展之湧壓數理模式為基

於流場有限差分法解析，以及結合抽水站

抽水機操作下之水體暫態流行為而建立之

模式，利用偏微分及特性方程式以說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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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系統中之變量流流況，包括流體及管壁

的彈性效應，至於其邊界條件則含蓋抽水

機、閥、調壓井等水力系統狀況，此模式

另可模擬水柱分離，不同管徑連接，並將

流量歷線及能位歷線予以呈現。本模式分

析結果可配合前池數理模式加以組合運

用。由玉成抽水站之抽水井、調壓井和 3

孔排放箱涵之水工構造，結合所選購之日

製可動翼抽水機特性曲線資料納入模擬分

析，可獲知調壓井之湧壓效應數據(水力作

用力)以作為結構設計之檢核參考，另可依

據模擬分析結果提供抽水站抽水機組之併

聯及順序運轉操作參考。 

七、採用可動翼抽水機說明 

(一)基地站房之用地限制 

玉成舊站之可供裝設抽水機械設備空

間非常有限，尤其三張犂排水溝主流引水

係由堤後道路方向偏斜流入前池，取得站

區約僅 62m 寬及 70m 長之前池水域，而前

池入流量尚包括南港幹線 24CMS，共計高

達 184CMS 設計抽水量，一般依照入流量歷

線操作宜採小容量之機組併聯抽水，又須

符合水路流量變化和內外水位之起落抽汲

需求，並滿足抽水機設備造價節省原則與

便利日後操作管理維護配合，經用地評估

比較認為：只有以 7台可動翼立軸軸流抽

水機之佈置最能適應該條件，即以安裝抽

水機之口徑尺寸和其抽水井水工結構體，

以及站房牆厚等空間之進流水路寬度與縱

深，剛好可適合玉成 A站址之環境佈置。 

(二)抽水量操作變化範圍之彈性需求 

三張犂排水溝和南港排水幹線匯流入

前池水量，因受到集水區排水面積和當地

降雨強度及其延時影響甚大，依照前述

三、(二).2 項水文分析得知：計畫抽水量

下之 5 年重現期距颱風雨地面逕流，其逕

流 歷 線 之 時 間 流 量 變 化 率 高 達

62.5cms/hr～80cms/hr(或 1.04cms/min

～1.33cms/min)，如以相同尺寸之固定翼

立軸軸流抽水機抽水時，僅考慮自三張犂

排水溝末端引水，沿堤後引水箱涵至抽水

站前池之一段水路為有效且能直接調節抽

水，並可供抽水機組併聯啟動或關閉運

轉，從前池內水位由 WL 2.60m～WL 4.00m

變動空間之估計可提供調節水量約為

Vs=8,000m3，則此調節容積（8,000m3）僅

能供給1台Qp=26.3CMS固定翼抽水機抽水

操作約 5 分鐘(=304sec)；而前池進水流量

之變化增率為 62.5CMS/hr（或 1.04 

CMS/min）時，相當於 5分鐘內抽水機應轉

變抽水量為 5×1.04=5.2CMS，方能符合流

量歷線的對應增加流量需求，換句話說，

此 時 固 定 翼 抽 水 機 之 抽 水 量

Qp=26.3CMS(抽水量過大)>5.2CMS，勢將造

成進流水路之駐立波現象，水路有可能產

生來不及供水或斷水流況，而使抽水機發

生不正常運轉，導致抽水機械增溫及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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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吸管內而引發穴蝕危害。此時固定翼

抽水機若改由柴油引擎調動轉速驅動，其

調速之下限以 60% Np（抽水轉速）分析，

僅能取得之抽水量為 Q′p=15.78CMS，尚比

5.2 CMS 為大(將發生如上述不利現象)，

不符合前池進流量增加之變化。如將進流

水路增長，從三張犂排水溝主幹線長度

L=2,350m 範圍考慮，其可調節水量依前池

內水位由 WL 2.60m～4.00m，該變動空間

之體積約為 V′s=30,550m3，能供固定翼抽

水機容量 Qp=26.3CMS 之抽水操作時間約

19 分鐘(=1,162sec)，若以前池之進水流

量增率 1.04CMS/min 推估，在此抽水操作

下之變化進水量為 19×1.04=19.76CMS ﹤

26.3CMS（抽水量過大）；如採用 1台 80%Np

調速之抽水機操作時，其抽水量為

Qp=21.04CMS，顯見尚超過進流量多出

1.28CMS，何況抽水機也來不及應變操作。

又由於三張犂進水流路 2,350m 途中，水流

經過堤防重力閘門處有直角急轉彎及向前

池兩次變換流向，進水不順暢，可能使流

速分佈變化更大，故實際之抽水操作情況

將更難掌控。 

(三)可動翼抽水機之運轉流況確認 

根據得標日本抽水機製造廠商電業社

所供應設備容量 26.3CMS 抽水機之性能曲

線顯示：最佳效率操作點 (bep) 之正常運

轉下，抽水機翼角最小開度(θ=0°)之最小

抽水量為 Qmin=3CMS，可供全揚程約

TDH=3.2m 的抽水操作，而 3CMS 同流量操

作之最高全揚程為 TDH=9.7m（翼角開度θ

=8°)。當最大抽水量為 Qmax=34.6CMS 時，

可供應付全揚程 TDH=1.3m（翼角開度θ

=18°；抽水效率 70%）。若保持設計揚程

(TDH=5.2m)抽水量 Qp=26.3CMS(翼角開度

θ=18°；抽水效率 η=88%)，由前節之分

析得知：可動翼抽水機之流量調動依照翼

角開度方式配合抽水操作，足以應付前池

進流量之變化需求，即在洪水漲升期利用

引水路及前池之調節容積(V=8,000m3)可

充 分 肆 應 進 水 流 量 變 化 率

Δ Q/ΔT=62.5CMS/hr(=1.04CMS/min)，相

當於1台抽水機依設計抽水量Qp=26.3cms

操作 5.1 分鐘[≒8,000/(26.3×60)]時，其

前 池 進 水 之 漲 增 流 量 為

5.30CMS>3.00CMS，此表示可動翼調角尚有

能力調節運轉。另外對於洪水退水期之運

用調節容積(V=8,000m3)，於 1台抽水機依

設計抽水量 Qp=26.3CMS 操作 5.1 分鐘時，

前 池 進 流 之 減 降 量 為

-ΔQ/ΔT=-80CMS/hr(=1.33CMS/min)，相

當於 5.1 分鐘內須應付轉變之進水量為

5.1×1.33=6.78CMS>3.0CMS，此表示可動翼

抽水機以調角方式尚可調高流量運轉，不

致於因抽水量過大而使前池進流水路發生

水流之駐立波或斷流等不利流況出現。玉

成抽水站之舊站設置 7 台可動翼抽水機，

在全部併聯操作下，由翼角最小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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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0 °扭轉至最大開度θ=18°之組合抽

水量為ΣQp=21CMS(=7×3)～184.1CMS（=7

×26.3）；若採部份機組之併聯操作方式，

其組合最小抽水量為 ΣQp=3～21CMS，此

抽水量之運轉範圍可以滿足雨水下水道進

流之逕流量歷線變化（ΔQ/ΔT=1.04～

1.33CMS/hr）需求，即可使前池之進流量

和站內抽水機運作之抽水量相互密合。 

八、琳恩及納莉颱風之異常抽排水

檢視 (參見圖 8-1 及圖 8-2) 

玉成抽水站於民國 76 年 9 月完工以

後，當年 10 月正好遇到琳思颱風侵襲，於

民國 90 年 9 月十又面臨納莉颱風考驗，此

兩次颱風均為異常水文事件，台北地區發

生浩大淹水災害，有關當時此抽水站遭遇

二次異常抽排水運轉之颱洪淹水背景列表

如下：

琳恩及納莉颱洪時之台北地區淹水背景 
颱洪淹水背景 琳恩颱風 納莉颱風 

(1)颱風期間 76.10.23～76.10.25 90.9.16～90.9.18 

(2)累積降雨量(mm) 1,483 1,462 

(3)1 日降雨量(mm/dy) 

(相當頻率年) 

856 

(T≧1000yr) 

644 

(T≧400yr) 

(4)最大降雨強度(mm/hr) 

(相當頻率年) 

113.5 

(T≒100yr) 

142.0 

(T≒200yr) 

(5)基隆河洪水量(cms) 

(相當頻率年) 

＞2,300 

(T>1000yr) 

＞3,300 

(T>400yr) 

(6)淹水時間(hr) ＞48 ＞96 

(7)淹水面積(ha) 3,332(其中北市 1525) 6,640(其中北市 3770) 

(8)玉成站址河水位(m) 8.36 8.85 

(9)站址堤頂高程(m) 未建堤(GL 7.40) 

（撫遠堤 EL8.15） 

10.00 

（松山堤） 

(10)淹水主因 撫遠堤水閘門未關及站址

未建堤，溢漫市區 

基隆河大坑溪口堤防施工缺口

未封，溢漫市區 

(一)琳恩颱風期間之抽排水狀況檢視 

民國 76 年 10 月琳恩颱風侵襲時，玉

成抽水站之機房一樓地板標高 EL.9.00m

較颱洪水位 HWL 8.36m 為高，站內抽水機

所驅動柴油引擎之露天冷卻水系統馬達未

受浸泡以前，防洪抽水機械設備仍能正常

運轉抽水，當時三張犂排水溝及南港排水

幹 線 匯 流 之 前 池 最 大 進 流 量 約 為

Qi=482CMS，超過設計抽水量 Qp=184CMS 

(T=5 yr)，已高達 2.6 倍，抽水來不及負

荷，又因松山堤防未建，撫遠堤防亦未加

高，故基隆河洪水位乃沿此兩河堤段氾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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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抽水站之排水市區漫淹，其淹水範圍

遠及忠孝東路至光復北路以東一帶地區，

面積高達 1,108 公頃(松山區)，淹水深度

0m～3m，淹浸時間 14 小時以上，而玉成抽

水站處之積淹洪水位為 HWL 8.36m，較抽

水站址之地面標高 GL 7.40m 為高，既使抽

水機抽水亦無助於排水系統之排流（站址

抽排水又回流前池），待基隆河之河水位低

於站址基隆河護岸高程 GL 7.40m 後，方有

助於對埋有雨水下水道市區之淹積水能排

流渲洩。假設堤防已興建，依據玉成站之

設計允許最高內水位 HPWL 4.00m 時續抽

水，當基隆河外水位漲至 EWL 7.40m 時，

靜揚程為 Hs=3.4m(=7.4-4.0)，防洪抽水

機可發揮之最大抽水量（翼角開度θ=18°）

為 Qp=30CMS (TDH=3.8m)，則站內七台抽

水機組之總抽水量為 210CMS，仍不能滿足

抽水站前池之進流量 Qi=482CMS，勢必不

及應付抽水。又從水文紀錄之最大降雨強

度 imax=113.5mm/hr（相當於洪水頻率

T=100yr）檢視，由基隆河洪水位歷線可

知：河水位 EWL 7.40m 之滯延時間約有 20

小時，河水位退水至 EWL 4.00m（開閘）

之延時約有 32 小時需要配合抽排水，為加

速市區排水考慮，可在退水期間提早打開

重力閘門，控制閘門局部開度之潛沒出流

以輔助排水，同時採用七台防洪抽水機併

聯運轉之聯合操作方式，應可以加速排水

而減少市區受浸淹水危害。 

(二)納莉颱風期間之抽排水狀況檢視 

民國 90 年 9 月納莉颱風侵襲時，河水

位 HWL 8.85m＜EL10m，比堤頂低，可見玉

成站如未受基隆河上游南港研究院附近之

大坑溪匯流口意外事件，因有其他工程施

工之砂包臨時堤潰決缺口發生，造成基隆

河河水漫溢而氾濫南港、松山市區，導致

淹浸抽水站址之冷卻水系統抽水馬達而當

機，否則在堤防完備下該防洪抽水站應仍

能持續抽排水。根據當時之水文資訊得

知：最大降雨強度 imax=142mm/hr（相當於

洪水頻率 T=200yr），推估抽水站前池之最

大進流水量約為 Qi=603CMS，超過設計抽

水量 Qp=184CMS (T=5yr)，高達 3.3 倍，

抽水設備容量實不足以應付抽水，檢視前

池最高允許內水位HPWL 4.00m及基隆河洪

水位 HWL 8.85m 之靜揚程，核算可動翼抽

水機可發揮之抽水量（θ=18 °）為

Qp=26CMS (TDH=5.25m)，全站 7台抽水機

總抽水量為 182CMS，實在無法應付當時抽

水站前池之最大進流量 Qi=603CMS，又從

基隆河之洪水位歷線估計河水位 HWL 

8.85m 之滯延時間約有 12 小時，而河水位

由洪峰水位退水至開閘水位 EWL 4.00m 間

之延時約有 34 小時需要抽排水，為加速市

區之排水，可考慮於基隆河退水期間局部

打開重力閘門，運用閘門之開孔潛沒流及

防洪抽水站全部 7 台抽水機組併聯運轉

(θ=18°)操作方式抽排水，亦應可加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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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而減少市區之浸淹水受害。 

九、液壓舌閥之設計機制 

玉成站之每台抽水機設計容量為

26.3 m3/s，該抽水機之出水管路為鋼筋混

凝土構造壓力暗渠，由 7.0 m × 1.5 m 變

化至 5.4 m × 4.0 m 斷面而流入調壓井，

之後匯入壓力排放箱涵再排放於基隆河，

抽水機出口端之暗渠溝底 IE. 1.50 m，調

壓井底為 IE. 1.00 m，壓力排放箱涵末端

之溝底 IE. 0.50 m。當前池起抽水位為 PWL 

2.60 m 或重力閘門關閉水位 WL 4.00 m 

時，基隆河之河水可能逆流至抽水井及前

池，故抽水機出水管路須依賴逆止閘或舌

閥控制，方能防止河水倒灌，並使抽水機

出水管路中之殘留空氣隨流水逸除，尤其

當抽水機運轉期間若發生機械故障(包括

抽水機、引擎、減速機)狀況，瞬間當機，

勢將造成管路之水鎚作用，逆流河水如湧

向抽水機端，急速形成巨大壓力，除可能

損壞抽水機軸與器壁結構外，此逆流形成

抽水機飛輪逆轉現象，將加速河水倒灌並

流入前池與雨水下水道系統，可能衍生上

游集水區之淹水災害。玉成站之抽水機出

水管路末端採用單桿式液壓舌閥 ( 5.4 m 

× 4.0 m ) 設備，因具有緩開關和急緊閉

之控制功能，較其它重力式多片門逆止閘

或電動制水閘門能於短時間防制水鎚衝

擊，同時亦可配合抽水機之啟動而順利抽

排水。抽水機之出水管路亦附設有釋氣閥

與排氣管，運用液壓舌閥操作可將管路中

之殘留空氣逸除，俾避免水路中積氣而產

生穴蝕之不利危害。又當抽水機組併聯抽

水運轉時，在東側壓力排放箱涵 ( 9 m × 4 

m ) 水路之 2 台抽水機組如瞬間啟閉，其

抽水流量介於 0 CMS ～ 52.6 CMS，調壓

井處可能產生 2 m 之 水面波動，且隨基

隆河之洪水位迴流而呈現湧壓變化，採用

可動翼抽水機變換角度以調節抽水量，以

及運用出水管末端液壓舌閥之開度操控，

可緩衝該 2 台抽水機流量變化所引生水鎚

作用，而另在中央部位及西側共 5 台抽水

機組之壓力水路，亦可受相同之水鎚作用

防制保護。 

十、玉成站抽水機水路佈置方式檢討 

(一)抽水路佈置方案 

1.CECI 設計佈置案 

(1)服務建議書階段 

A.業主規定站址佈置案 

採 A、B 兩址設站，分別設立成

美 橋 西 側 之 三 張 犂 站 抽 水 量

Qp1=160CMS，及成美橋東側之南港站抽

水量 Qp２=24CMS。A 站設計起抽水位

PWL 2.60m，B 站為 PWL 4.50m，抽水

路之佈置示如圖 10-1。 

B.建議調整之合併佈置案 

A、B 兩站合併集中設在 A 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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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犂站)，將南港幹線 B站之地面逕流

經引水箱涵自東向西匯入 A 站前池，

總 抽 水 量 Qp=184CMS 由 7 台 各

26.3CMS 可動翼立軸抽水機抽排水，

其抽排水路佈置詳見圖 10-2。 

(2)初步設計階段 

將 A、B 兩站合併，依建議修正

之合併佈置方案作進一步規劃，其抽

排水路佈置詳見圖 10-3，已調整進水

路彎段較順暢，擴大排放箱涵及增加

南港幹線跌水工，使重力水路順沿計

畫道路埋設，經過成美橋東側之排水

閘門流入基隆河。抽水機之出水管端

及調壓井安裝舌閥，經連接壓力排放

箱涵到堤防端出口，再設制水閘門控

制，另借由引水箱涵漸變段之導流

牆，以圓弧順應流勢將進流水匯入前

池與抽水井(參見圖 10-3、圖 10-4、

圖 10-5、圖 10-6 及圖 10-7)。 

(3)細部設計階段 

將初步設計之佈置予以詳細配

置，縮小前池露空面積，增長進水路

導流牆（後經水工模型試驗分析建

議，取消前池內之延伸導流牆），加設

清污抽水機排放管，並匯入防洪排水

機之排放箱涵。B 站基地內設立分流

工及南港幹線溢流堰，利用引水箱涵

接入 A 站前池。抽水站房內抽水機之

進水槽與出水槽設計，採混凝土暗渠

斷面並在設備規範上則要求承包商配

合，且須提出抽水機及水工模型試驗

分析建議尺寸，以便安裝施工時可予

以修正調整。至於舌閥則特別採用單

桿式之液壓電動控制設備，以利安裝

於調壓井內及方便維護（參見圖

10-8、圖 10-9 及圖 10-10）。 

2.中興顧問之建議書佈置案 

中興顧問社投標之抽水路佈置

方案僅提供 A,B 兩站址方式，其三張

犂站佈設 6 台各 26.7CMS 斜流豎軸螺

殼抽水機(Volte Casing Mixed Flow 

Pump)，配合混凝土進出水槽外加制水

閘門後，再佈設舌閥。而南港站則設

3 台各 8CMS 軸流豎軸抽水機(Axial 

Flow Pump)，其出水管採用鋼管，末

端安裝舌閥，再排入暗渠後流入基隆

河（參見圖 10-11 及時圖 10-12）。 

3.設備供應商提供建議佈置案 

針對 CECI 初步設計之設備功能

需求，有兩家歐美供應廠商提出替代

建議佈置案，列述如后： 

(1)義大利設備廠商 (TERMOMECCANICA  

ITALIANA  AXIAL PUMP) 

用∮3200mm 出水鋼管及立軸抽

水機設備安裝於抽水井，配置逆止蝶

閥及舌閥以防止河水倒灌之抽水路佈

置方式（參見圖 10-13）。 

(2)美國設備廠商 (M&W HYDRAFLO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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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電動抽水機及∮3660mm 出

水鋼管，加設逆止蝶閥及舌閥以防止

河 水 倒 灌 。 該 抽 水 機 之 驅 動 由

HYDRAULIC MOTOR 及 DIESEL ENGINE

供 應 動 力 （ 參 見 圖 10-14 及 圖

10-15），柴油引擎與抽水機之機房可

獨立分開，抽水管路能就近接到前池

與基隆河。 

(二)抽水路佈置方案評估比較 

1.抽水功能 

因固定翼抽水機無法兼顧玉成

抽水站前池進流量變化之抽水配合需

求，故義大利及美國兩設備廠商之抽

水機機型不予考慮。又因抽水站用地

限制而無配置其他方式，最後決定採

用 7 台可動翼立軸軸流抽水機組佈置

作為機房及抽水路設計之依據。 

2.工程造價及運轉維護費用 

可動翼抽水機較固定抽水機之

設備購置成本貴 15%，但其操作較固

定翼抽水機方便控制且其運轉範圍較

廣泛（可適應進流水量之大小變化抽

水，以及揚程與動力之調整），惟該設

備之運轉維護較固定翼抽水機複雜及

多項，若以 20 年壽齡之基準分析，所

需運轉運維費用則較固定翼抽水機約

多出 3.44%。如採固定翼抽水機替

代，必須組合多台不同容量之抽水機

組併聯，勢將增加驅動設備及其安裝

空間(超過用地限制而不可行)，且其

土建與機電工程造價更高。 

3.防洪風險及成本 

使用柴油引擎驅動抽水機之方

式，較直接由馬達驅動抽水機為具有

風險防制與縮減成本之優勢，蓋一般

馬達須經電力供應，基本上係由台電

公司輸電，若遇颱風天停電，將中斷

防洪抽水機運轉，故抽水站須另備置

緊急發電機應變，但因該抽水機動力

極大，緊急發電設備之造價亦必高（包

括發電機及機房），故採用柴油引擎及

角齒輪減速機驅動防洪抽水機之配置

方式為較節省。何況站址之抽水機械

運轉僅於颱風或暴雨防汛期間，因系

統不能重力排水才需啟動設備抽水，

該操作時間較短暫，不像採電動機時

須向台電購買電力較貴(契約容量

大)，何況電源又恐受制意外停電而中

止抽水具有風險，是以計畫佈置案之

防洪風險和防洪成本均較低。 

4.施工及工期 

採用有抽水機殼的出水鋼管及

安裝閥、閘之抽水路佈置，由於設備

體積重量較大，其造價及運費均較現

場採用混凝土暗渠構造為高，也較僅

安裝抽水機葉輪與液壓舌閥、制水閘

門等設備之抽水路方式施工困難，何

況抽水站現場尚須配合吊裝及預埋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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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基礎，遠比採用可動翼之混凝土管

路施工方式較為複雜，尤其施工排序

涉及站房結構澆築和基礎開挖，其先

後關係甚為密切，影響工期殊鉅，又

自國外進口成品設備之道路運送路線

安排，以及機械安裝與材料試驗檢驗

工項繁多，其所占用間接施工之期程

亦較可動翼設備為長。 

5.防患河水倒灌機制 

(1)雖抽水機出水鋼管加裝電動蝶閥

及重力出口舌閥，可提供抽水機啟

閉抽水和防制外水逆流倒灌，但因

蝶閥僅具制水斷流及舌閥可防制

倒灌，對於因瞬間斷水而生之水鎚

不具緩衝效能，其水路所受之水壓

力仍大；而當水鎚發生時，重力式

舌閥之反擊力強大，其振動力將傳

遞到管體和防洪牆，往復振動結果

將對結構產生不利影響，故此種抽

水路之佈置較有缺點。 

(2)抽水機之出水槽使用混凝土壓力

暗渠，可以擴大通水斷面而降低排

水流速，利用出口佈設液壓電動舌

閥，可以達到急閉及緩關控制機

能，可符合水鎚防制與抽水機啟動

抽水之順暢機能需求。而連接抽水

機出水槽末端之調壓井設置，既可

平壓水路之波動及減小流速，又可

使抽水機之排出水流接近基隆河

流速，並利用排放箱涵之彎道可順

勢導入基隆河而向下游排流。且水

流振動波可經由大通水斷面之暗

渠及露空之調壓井予以衰減壓

力，有助於穩定堤防結構安全。至

於堤防端加設制水閘門，則可供應

抽水機或液壓舌閥失靈時之斷水

措施，俾防止河水倒灌。利用調壓

井之露空出口可提供液壓舌閥之

安裝及作日後維護通道，又可兼作

排放箱涵水路之溝底淤積清疏工

作井。反觀中興顧問社所規劃之抽

水路，其制水閘門在舌閥上游，係

屬壓力式操作閘扉，檢視不易。而

暗渠中之重力式舌閥施工有其困

難，且日後之檢視維護亦較不便，

何況當抽水路水鎚發生時，抽水管

路均無急閉及緩關之機能，逆流倒

灌之河水對防洪抽水機將發生飛

輪現象及對抽水機軸產生不利危

害。 

十一、舊站與擴建站聯合抽水操作

(參閱圖 11-1 及圖 11-2) 

玉成抽水站舊站安裝有 7 台各

26.3CMS 可動翼立軸軸流抽水機，擴建站

則由4台各12.5CMS 固定翼斜流抽水機組

成，抽水站總抽水容量為 234.1cms。因擴

建時已將南港排水幹線舊有之溢流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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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使兩站前池之水流連通，故抽水操

作可能造成水路流量互相干擾，也使抽水

站前池之水位難以控制，如何依據引水路

之進水流量變化去安排抽水機操作排序及

組合台數，實有待水工模型試驗與水理模

擬分析加以確定。根據玉成擴建站設置兩

條連通箱涵水路( 4.2m x 3.9m ,5.0m x 

3.2m )及其輸水閘門啟閉控制條件之模擬

分析，其訂定玉成抽水站舊站與擴建站設

備聯合抽水操作之機制說明如下： 

(一)、排入基隆河重力水路之閘門關閉水

位 

1. 舊站    WL 2.40 m 

2. 擴建站  WL 2.80 m 

(二)、擴建站連通箱涵水路之閘門啟閉水

位 

1. 關閉水位  < WL 2.80 m (擴建站

重力水路閘門開啟) 

2. 開啟水位  > WL 2.80 m (擴建站

重力水路閘門關閉) 

(三)、抽水機操作排序(抽水機編號由南向

北遞增) 

1. 舊站抽水操作 

WL 2.40 m   啟動2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2.50 m   啟動1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2.60 m   啟動7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2.70 m   啟動3號及6號抽水機

組抽水 

WL 2.80 m   啟動4號及5號抽水機

組抽水 

2. 擴建站抽水操作 

WL 2.80 m   啟動1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2.90 m   啟動2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3.00 m   啟動3號抽水機組抽水 

WL 3.10 m   啟動4號抽水機組抽水 

十二、結語 

 (一)、玉成抽水站舊站之原始設計目標採

用總抽水容量 184CMS，所匯集三張

犁排水溝與南港排水幹線之引水

流量分別為 160CMS 及 24CMS，依照

民國 73 年之規劃定案係將 A、B 兩

站合併設於 A站址區，又因受用地

限制最多僅得佈設 7台可動翼立軸

軸流抽水機，無備用機組位置，至

民國 94 年始於 B站址擴建 50 CMS

抽水容量，除補充玉成站備用機組

外，同時配合台北市總合治水計畫

之提高排水標準而增大抽水量，使

原設計降雨強度I = 43.3 mm/hr 得

以提升到 I = 55 mm/hr。 

(二)、玉成抽水站之舊站自民國 76 年完工

以來，迄今已有 26 年運轉，除歷

經琳恩及納莉颱風之超異常水文

與因外部環境事故殃及當機外，基

本上原設計之水工構造與水力機

械研選皆尚適宜，足可應付防洪及

排水功能需求，對於當年中華顧問



《學術天地》 

超大型防洪抽水站設計案回顧研討 

19 

公司未曾具有此工程設計經驗之

主事人員能擔負該項挑戰，值得肯

定。而在設備規範開立上，考慮以

美金計價，也確實替業主節省甚多

不必要的物價波動調整(當年開標

時之日元匯率 240￥=1＄USD，施工

後國際匯率大變動 )，另規定主抽

水機電設備完工後須附設計值以

上 3次颱風雨抽水正常功能之保固

責任，所幸琳恩颱風水災受損設備

得予維持完整保固，應已善盡工程

服務品質。 

(三)、玉成抽水站用地環境不良，致使水

路彎曲偏折，進水流況不利，影響

引流抽水操作，其設計條件遠較同

為可動翼機組但容量較小 之中山

橋附近建國新生抽水站(∮2200mm, 

Qp=136 CMS)為差，但作業中從水

文、水力數值模式及水工模型試驗

等詳細分析，進而校核設施設備之

尺寸與負載機能，終可彌補環境限

制，去除設計狀況的資訊不全，也

避免完工後可能產生日後不可逆

之運轉及維護問題發生。 

(四)、國外素有針對特殊設計案例之成敗

工程作事後回顧研討，藉以認識經

驗及增加技術交流，避免犯錯與汲

取注意事項，同時紀念創新與開啟

後進，俾鼓勵及尊重土木水利建設

之信心與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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