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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第1節

淹水分析
概論

＜想 法＞
本章說明淹水分析所需之技術性事項。
淹水分析旨在藉由重建或預測河川氾濫水與降雨・逕流水等所產生淹水現象（淹水範圍與淹
水深度・淹水流速等），來檢討災情或水患對策、避難方法、填方構造等流域内地形調控氾濫流
水效果等。
過去多半將淹水現象，分類為堤防潰決與溢流所產生河川氾濫水，受地形等影響而流動・擴
大之現象，以及集中在堤防内地的雨水與下水道等超過排水機能之淹水現象，前者稱為「外水淹
水」，或者稱為「内水淹水」。
＜參考資料＞
「外水」、「内水」之定義，可參考「河川用語集」、國土技術政策綜合研究所下列網站及
資料。
URL:http://www.nilim.go.jp/lab/rcg/newhp/yougo/.
＜想 法＞
淹水分析旨在重現及預測河川氾濫水（外水）與降雨・逕流水（内水）所產生淹水範圍與淹
水深度以及淹水流速等，包括下列項目。
１) 淹水區域調査
２) 外水淹水分析
３) 内水淹水分析
＜標 準＞
進行淹水分析時，標準做法是除了選定適合淹水現象特徴與檢討目的的分析模型、設定計算
條件，還須以分析模型檢定與設定之計算條件，進行再現性的驗證，確認精度後再實施分析。
評估模式的校驗，須和理論得到的解釋比較，確認水收支平衡等，然後和過去相關研究及過
去淹水實際紀錄做比較，驗證其重現性。

＜建 議＞
實際淹水現象，一般而言會是出現外水淹水與内水淹水、降雨逕流、下水道排水等複合現象
。因此，實施淹水分析，應從掌握分析目標實際現象之本質特性的角度，建立分析模型（要素模
型），並在實務上儘可能忠實地進行貼合實際現象，忠實地分析。
針對淹水在內的降雨逕流、河川内洪水流動、下水道管線内的水理現象等，近年來都有許多
人開發了各種要素模型，同時因為目標指向之程式語言及利用這些程式語言的平台普及，已經夠
相對容易地建構組合應用這些要素模型的整合式模型。

＜參考資料＞
比如，CommonMP可參考國土技術政策綜合研究所下列網站・資料。
URL:http://framework.nilim.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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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淹水區域調査
＜想 法＞
淹水區域調査旨在蒐集淹水分析模型、設定計算條件、驗證再現性等所需資料。

＜標 準＞
淹水區域調査標準做法是，除了洪水水理分析所使用資料（含水文資料）之外，因應檢討目標針
對高程（線性地形、構造物）
、土地利用、下水道・排水路設施、地下空間・流域貯水設施、淹水實際
紀錄等為主地，適當設定調査項目、調査範圍、調査方法，必要時取得設施管理者協助，有效率地實
施。
此外，河川洪水水理分析所使用資料，應參考第 3 章 水文分析 第 2 節 逕流分析與 第 5 章 河川
洪水流動的水理分析。

＜參考資料＞
洪水的水理分析可參考下列資料。
1) (財)国土技術研究センター：河道計画検討の手引き，山海堂，2002.
＜建 議＞
若要提升淹水分析精度，最好能驗證淹水區域與淹水深度・依時間變化等重現性。因此，建議也
針對設置淹水深度計而實施的淹水深度時間變化計測、影像分析流速計測、利用衛星數據等掌握淹水
區域時間變化等，來檢討、驗證資料的蒐集等，進行檢討。

＜例 示＞
主要調査項目的各種調査方法，舉例如下。
１）地表高程
地表高程數據方面，為了精確預測・再現氾濫水的舉動，應在所預測會淹水的整個區域範圍
內，讀取其數值。若能針對地表高程，應利用都市計畫圖、國土基本圖、數値地圖 50m 網格數據
，以及可活用的話 LP（空載光達測量）資料，設定評估網路的地表高程。此外，道路、鐡路、
二線堤等連續填土地形與這些工程所使用箱涵與下方隧道等通路，也可能明顯影響氾濫水之變
動，因此須掌握連續填方地形的線形與地表高程、箱涵等的位置及各項要素（寬度、高度）。
２）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資料乃設定淹水分析與氾濫水透過率之必要資料，須使用具有高度可靠性的土地
利用圖等資料。此外，若無法取得近年來土地利用相關資料時，可利用空拍照與現地調查來掌握
。
３）下水道・排水路設施
下水道與排水路用來排除氾濫水與内水，特別是在内水淹水時，這些設施是否發揮機能，和
淹水現象關係密切。要掌握下水道與排水路之設施特性與排水能力，須調查人孔位置及其基本尺
寸、管路與側溝等各項因素・敷設位置、抽排水機各項要素・操作規則・排水目標河川等各項要
素，綜合掌握整個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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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下空間・流域貯水設施
淹水區域内有地下空間或流域貯水設施而需掌握貯水出入這些設施狀況時，應掌握氾濫區域内地
下空間等的規模、出入口等氾濫水流出流入位置，以及流出流入口的各項要素。
５）淹水實際紀錄
淹水實際紀錄調査，應藉由水痕調查與訪談調查，掌握過去發生的淹水範圍及淹水深度等。另外
，應一併事先整理可重現該淹水狀況發生時的地形、降雨、河川水位等數值於調查結果。

＜參考資料＞
土地利用圖，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土地利用図.

2) (財)日本建設情報総合センター：100ｍ四方網格延床面積データ.
第3節
外水淹水分析
3. 1
概論
＜想 法＞
外水淹水乃堤防潰堤或溢流所產生氾濫洪水受地形等相關影響而流動之現象，淹水分析主要
課題是解開氾濫水的運動方程式。因此，進行分析之際，應了解析目的與目標之淹水現象特徴，
以此來選定基礎方程式與離散化方法，同時設定配合淹水區域特性的計算條件。另外，實施淹水
分析，應同時進行河道内的流況計算與淹水分析，交換在河道與堤内地的氾濫流量，確保其相互
的整合性。
計算精度取決於空間網格尺寸精細度與計算時間間隔，但這些要素具有和計算時間互償（
trade-off）的關係，因此須事先掌握符合分析目的之必要精度與能利用之計算機能力等，進行適
當組合的設定。

3. 2
外水淹水分析模型的選定
＜標 準＞
選定外水淹水分析模型，標準做法如下。
１）基礎方程式
外水淹水基本上乃有運動量之氾濫水二維地流動及擴散的現象，且與淹水深度及流速向量，都是
重要資訊，因此，基礎方程式的標準做法是，應用包含移流項在內的２維不定流方程式(7-3-1)。這種
方程式與淺海域的高潮與海嘯分析相同，都是基礎方程式，藉由設定海面的剪應力與海底地形變化，
就能應用於暴潮。
但谷底平原河川氾濫所形成一維性嚴重淹水，可使用一次元方程式，水流往窪地貯存等、不構成
流速問題的淹水形態，可應用不包含移流項的線形方程式等，也可配合淹水形態應用其他基礎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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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Qy：x 方向與 y 方向的單位寬流量、h：淹水深度、z：地表高程、nx，ny：x 方向及 y 方
向的底面粗糙度、qin：降雨、人孔的逆流等、qout ：下水道・排水設施的排水等、g：重力加
速度
２）離散化方法
淹水分析的離散化，標準做法應使用差分法、有限體積法、有限要素法等。特別是需反映
複雜地形與家屋・構造物配置等時，應使用不規則網格的離散化方法（有限體積法、有限要素
法等），或者配合地形設計成很小空間網格的差分法。

＜參考資料＞
基礎方程式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土木学会水理委員会：水理公式集［2009 年版］，pp.126-133，丸善，1999.
離散化方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2) 小林敏夫 編：数値流體力学ハンドブック，丸善，2003.
3. 3
外水淹水設計條件的設定
＜標 準＞
計算條件的設定，標準做法是配合檢討目的或目標之淹水現象特徴，設定模式常數與流入條
件等。
＜事 例＞
計算條件之設定方法，舉行如下。
１）流入條件
流入條件除了設定溢流和堤防潰決所形成的流入地點與流入寬度之外，也應根據河川流況條件，
設定流入流量與流向。河川流況方面，可應用將河道與淹水區域流量交換納入考量的一維不定流分析
，或運用準二維不定流分析進行的方法，也可使用以二維不定流分析實施和淹水區域的一體性分析的
方法。前者應如下述設定 a)～d)，後者則經由一連串分析過程算出 d)流量向量，除此之外的條件，則
可依照下列說明，適當地進行設定。河川流況具體計算方法，請參照 第5章 河川的洪水水理分析。
a） 溢流和潰堤地點
潰堤地點方面，應配合發生可能性高的地點、危機管理重要地點等檢討目的，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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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設定發生可能性較高地點時，除了依據潰決的實際紀錄進行設定之外，也應從重要水防
地點之中設定危險性較高地點，以及從地形特性等來看溢流・潰決危險性較高的地點（流動能
力較弱、舊河川封閉地點、溢流沖蝕、舊沖積扇地面與目前沖積扇地面交差的地點等等）。另
外，溢流地點應比較目標之洪水水位與堤防高，指出水位超過堤防高的地點與溢流範圍。
b） 潰堤寬度・溢流寬度
潰堤寬度應依據過去的實際紀錄進行設定，若無實際紀錄，可依據公式(7-3-2)的方法，進
行設定。此外，溢流寬度應依據河川水位與堤頂高之關係，來設定。
＜匯流點的情況＞
Bb＝2.0（log10B）3.8＋77
＜匯流點之外的情況＞
Bb＝1.6（log10B）3.8＋62
在此，Bb：最終潰堤寬度(ｍ)，B：河川寬度(ｍ)。

(7-3-2)

基本上，潰堤寬度的時間變化，應參考實際紀錄進行設定；若無數據，可使用下列的公式
(7-3-3)。

t＝0
0＜t≦60 分
t＞60 分

Bb'＝0.5Bb
Bb'＝0.5（1＋t／60）Bb
Bb'＝Bb

(7-3-3)

在此，t：潰堤後經過的時間(分)，Bb'：某時刻 t 的潰堤寬度(m)，Bb：最終潰堤寬度(m)。
ｃ）潰堤部的底床高
堤防潰堤部的底床高（bed height），基本上應依據實際紀錄，若無實際紀錄值，可採用其
他地點的高灘地高或背後地表高程高值。此外，可設定為潰堤後瞬間就連該部份床高都潰堤。
ｄ）流入地點的流量向量
流入地點的流量向量除了在二維不定流所形成一體性分析過程中，算出河道內洪水模型與
淹水分析模型這種方法之外，也可根據河道內水位與堤內地淹水水位之關係，運用將本間公式
（7-3-4）與河道平均河床坡降（Ｉ）納入考量的公式（7-3-5），然後設定流入量（Ｑ）與流向
（θ）。
流入量（Ｑ）：溢流堰的溢流量Ｑ0，可由本間公式（7-3-4）算出來，栗城等則以校正本間
公式的形式，進一步算出有河床坡降時的橫溢流量。此時，公式（7-3-4）的h1、h2 為填方地表
高程水位，h1 位於h2。
h2 / h1  2 / 3時， Q0  0.35h1Bb 2gh 1
h2 / h1  2 / 3時，Q0  0.91 h２Bb

：完全溢流

2g(h 1 - h2) ：下潛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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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h2

h1

h1

下潛溢流

完全溢流

圖7-3-1 溢流與本公式各項要素的關係
堤防潰堤時的氾濫流量
I  1/ 33600時，Q  0.14  0.19 log10 (1/ I )}Q0
1/ 33600  I時，Q  Q0
溢流所形成的溢流量

(7-3-5)

Q  Q0

(7-3-6)

橫溢流堰的溢流量方面，許多研究者根據實驗與理論，提出各種溢流量公式方案，比如，鬼束等
（2007）根據考量堤防梯形斷面水路的實驗結果，提出以下公式。其中，ｑ：單位寬溢流量，CM：流量係
數，h：堰上游河川水位，S：堰高，T：水面寬，L：堰長，m：側壁坡降，Fr1：上游側福祿數，g：重力加
速度。

流向(θ)：栗城等提出參考(7-3-7)、(7-3-8)依據河床坡降來設定流向之方法。
I  1/ 1580時，θ°－15log10 (1/ I )
1/ 1580  I時，θ  0°

(7-3-7)

溢流所形成的溢流量與流向
I  1/ 12000時，θ°－38log10 (1/ I )
1/ 1580  I時，θ  0°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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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降緩和時
=流入角較小

坡降陡峭時
=流入角變大(死水域變大)

堤防

堤防

洪水流

洪水流

氾濫流

氾濫流 死水域
堤防

堤防

溢流寬
潰堤寬

溢流寬
潰堤寬

圖7-3-2 河床坡降與溢流量、流向的關係
２）糙度係數．滲透係數
就像避難路線淹水狀況那樣，若要詳細分析較狹窄範圍內的淹水現象，除了配合地表性質狀況設定粗糙
係數之外，也必須把家屋與建物當做淹水區域內的邊界條件處理。另一方面，掌握大範圍淹水現象，除了將
家屋佔有率換算成糙度或用透過率加以呈現之外，也可簡略化地用合成糙度代表計算格子內不同的土地利
用。家屋佔有率的租度與合成糙度方面，可參考公式（7-3-9）。
另外，配合土地利用的粗糙係數，應先掌握模式特性，然後設定。
(7-3-9)
n0：合成糙度，A1、A2、A3、n1、n2、n3：網各內的占有面積及其區域之糙度
n：將建物占有率納入考量的合成糙度，θ：建築物占有率（%）
３）連續填方地形條件
道路與鐵道、副堤等連續性填方地形也可能明顯影響氾濫洪水變動，因此，針對這類地形，應視為
邊界條件而反映到公式計算之中。該地點水深未超過填方地表高程的範圍內，視為不透過邊界，超過地
表高程時，根據公式（7-3-4），應該就會產生溢流。此外，道路填方等有設計箱涵等通路時，氾濫水流
可能由箱涵流出，因此應將這部份反映到邊界條件之中。箱涵等的流出量計算方法，可使用公式（7-3-10
）。在此，Q：流量(m3/s)、B：水門・箱涵寬（m）、H：水門・箱涵高(m)、h1：高水位（m）、h2：低水位
（m）
、g：重力加速度。

h2  H
h2  H

Q  0.75BH

：下潛逕流

h1 / H  3 / 2

Q  0.51BH

：中間逕流

h1 / H  3 / 2

Q  0.79Bh2

：自由逕流

但，h1 /h2 ≧ 3/2時，換成h2 =2/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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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圖7-3-3 水門的逕流型態與各項要素
４）下水道．抽排水機
較小規模氾濫或洪峯流量後淹水區域縮小時，可能會對下水道以及與其連結之抽排水設施，有較
大影響。
下水道管線規格方面，多功能性規格也已普及，能配合管路大小與水道網之現地條件而和氾濫計
算連接起來，但下水道數值的蒐集反映到模型以及計算時間的相關成本，未必能有意義地提升計算結
果之精度，因此應配合檢討目的適度地簡略化。
此外，提到抽排水機有時受到排水目的地河川之水位高低影響其排水能力變化、以及因操作規則
所帶來的排水限制之外，也會有供電系統或操作室發生淹水、燃料用磬等狀況造成停止運轉等狀況，
因此須掌握設施特性與操作規則，設定且符合現實狀況情境，並反映到模式之計算條件上。
５）河川．排水設施等
模擬範圍內主要河川，除了依據不定流計算模型等清楚地將其排水機能模式化之外，難以清楚模
式化的大多數小河川．排水設施等的集水區域，因為無法正確呈現堤內排水狀況，因此若計算結果出
現實際現象不太可能出現的長期間持續淹水狀況，就應透過設置假像排水設施，使氾濫洪水透過適當
的主要河川，直接排入海中。
６）地下空間．儲水設施
淹水區域內若有儲水設施等，應掌握設施地板高度與儲水量等設施特性，將儲水效果反映到淹水
分析上。同樣的，若有流入地下空間情況，其流入規模可能會對地表淹水狀況產生明顯影響，必要時
應將流入地下空間的水量等，反映到計算上。
７）降雨分布
實施外水淹水分析時，由於氾濫水流規模大於計算目標區域的降雨量，因此多半會略掉計算目標
區域的降雨。
但檢討相關避難方法等時，應掌握氾濫流匯集之前的內水淹水狀況，以及避難途中的降雨狀況，
評估避難路線的安全性等，因此須配合分析之目的，評估目標區域的降雨分布納入考量。此時的雷達
雨量計數值，應實施精度確認與校正，再適當地應用。
８）其他
淹水現象除了上述項目之外，也可能受到水防活動與抽排水機變動狀況等各種因素影響，因此應
配合檢討之目的，篩選出應考量之重要因素，然後做各相關之操作準則，透過情境設定並反映到計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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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通知等＞
1)

土木學會水理委員會：水理公式集 [平成11年版]，pp.125-132，丸善，1999。

＜參考資料＞
流入條件的設定，糙度係數、線性填方地形的計算條件設定方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1)

栗城稔，末次忠司，海野仁，田中義人，小林裕昭：氾濫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マニュアル
(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手引き及び新モデルの検証－，土木研究所資料，第 3400 号，1996.

溢流．氾濫時的流量．流向設定方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2)

栗城稔，末次忠司，海野仁，田中義人，小林裕昭：氾濫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マニュアル
(案)－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手引き及び新モデルの検証－，土木研究所資料，第 3400 号，1996.

3)

栗城稔，末次忠司，小林裕明，田中義人：横越流特性を考慮した破堤氾濫流公式の検討，
土木技術資料，38-11，pp.56-61，1996.

4)

鬼束幸樹，秋山嘉一郎，井田千尋，保賀円：台形断面水路に設置された横越流式及び流量
係数，応用力学論文集，Vol10，2007.

透過係數的設定方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5)

榊山勉，阿部宣行，鹿島遼一：ポーラスモデルによる透過性構造物周辺の非線形波動解析，
海岸工学論文集，第 37 巻，pp.554-558，1990.

下水道、抽排水機的計算條件設定，可參考下列資料。
6) (財)下水道新技術推進機構：流出解析モデル利用活用マニュアル（雨水対策における流出
解析モデルの運用手引き），(財）下水道新技術推進機構，2006.
7)

国土技術政策総合研究所水害研究室：都市域氾濫解析モデル（NILIM2.0），2008.

河川與淹水區域整體的分析，可參考下列資料。
8)

重枝未玲，秋山壽一郎，梅木雄大，伊藤雄亮：破堤氾濫流の横越流特性と河道・氾濫域包
括解析の適用性の検討，水工学論文集，第 54 巻，CD-ROM，2010.

9)

辻本哲郎，北村忠紀，岸本雅彦：砂質堤防の破堤口拡大過程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と破堤水
理，河川技術論文集，Vol8，pp.31-3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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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水淹水分析
概論

＜想 法＞
內水淹水乃降雨與降雨逕流所形成流入量高於排水量而產生之相對靜態淹水現象，主要課題在於
流入量與排水量的設定。因此一般做法是，搭配組合運用逕流分析模型、下水道模型與河川內洪水模
型等，把淹水相關現象都當作分析目標。
此外，內水淹水主要有①排水目標河川（以下稱為「外水河川」）水位高於內水的原本河川（以
下稱為「內水河川」），排水不良所致的淹水，以及②豪雨所帶來降雨及逕流量遠超過下水道設施等
排水機能等所導致的淹水。河川事業目標主要是前者①，但進行這兩種內水淹水分析時流入量與流出
量的設定方法雖有差異，現象產生機制卻相同，因此以下仍一併進行整體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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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內水現象的一般性解說，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内水ハザードマップ作成の手引き（案），平成 21 年 3 月，国土交通省都市．地域整備局下
水道部.

4. 2

內水淹水分析模型的選定

＜標 準＞
內水淹水分析的分析模型選定，標準做法如下。
１）基礎方程式
內水淹水分析若不涉及淹水區域內流速與水面坡降等問題，標準做法是不考量運動方程式，而以
水池模式進行分析。
如公式（7-4-1）所示，若把淹水現象視為一個淹水區域，則可使用１池模式，或用多數的水池代
表淹水區域，某種程度可仔細呈現淹水狀況的模型，稱為多池模式。
（7-4-1）
V：淹水量（以淹水深度的函數來表示），

：流域逕流水、降雨、水路氾濫水等，

：往下

水道．排水設施的逕流量
另外，若需計算淹水區域內的流速與流速向量，應導入運動方程式，此時標準是使用本章 第3節
外水淹水分析方法。
２）離散化方法
使用水池模式時，離散化方法不會有特別的問題。導入運動方程式時，標準做法是實施本章 第3
節 外水淹水分析。
＜參考資料＞
內水分析的基礎方程式，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建設省河川局治水課監修，(財)国土開発技術研究センター編集：内水処理計画策定の手引
き，山海堂，1993.

4. 3

內水淹水的計算條件設定

＜標 準＞
設定內水淹水的計算條件，標準做法應配合檢討目的與分析模型，設定適當的模型常數與流入條
件。
＜事 例＞
計算條件之設定方法，舉例如下。
１）水池模式之中的淹水區域各項要素（H-V-A曲線）
水池模式之中的淹水區域的各項要素之中，須先適當描繪淹水水位與淹水量與淹水面積之關係式
。H-V-A曲線的製作方法，應依據地形圖與測量成果等畫出等高線，並整理H（淹水水位）與V（淹水
量）、A（淹水面積）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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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導入運動方程式而非水池模式時，需參照外水淹水計算條件之設定(3.3)。

２）流入條件．流出條件
計算內水淹水時，一般需先給予公式（7-4-1）右邊的入流量與流出量，搭配淹水分析模式與逕
流模式、河道模式、下水道模式等的使用，整體地設定流入條件與流出條件與淹水分析。流出模型
與河道模型的計算條件的設定，可參照第3章 水文分析 第2節 逕流分析、第5章 河川洪水流的水理分
析。
特別是都市區域淹水分析之中，作為重要的下水道模式，會將雨水等流入（或流出）地點的人
孔，與搭配產生流動現象的管路、抽排水機，並進行模式化，開發能處理複雜管路網的模式，並加
以利用。

＜參考資料＞
設定池模型相關計算條件，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建設省河川局治水課監修，(財)国土開発技術研究センター編集：内水処理計画策定の手引き，
山海堂，1993.

下水道分析，可參考下列資料。
2) (財)下水道新技術推進機構：流出解析モデル利用活用マニュアル（雨水対策における流出解
析モデルの運用手引き），(財）下水道新技術推進機構，2003.
3) 国土技術政策総合研究所水害研究室：都市域氾濫解析モデル（NILIM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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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分析結果的應用
概論

＜想 法＞
運用淹水分析結果時，重點在於配合目的找出好的呈現方法等，適度加工，以提高應用效果。

5. 2

淹水潛勢區域圖

＜事 例＞
淹水潛勢區域指防洪相關計畫基本要素之中，降雨造成該河川氾濫時預估會淹水的區域，從不同
顏色表示預估的淹水區域及淹水深度的地圖，稱作為淹水潛勢區域圖。
淹水潛勢區域圖須考量各種危險性，設定複數的堤防潰堤地點與溢流地點，進行淹水分析，以包
含分析而得的淹水範圍及淹水深度最大值之區域，及淹水深度等資訊來表示。
市町村長應依據淹水潛勢區域圖製作防止人命傷亡的洪水防災地圖，提供居民河堤潰堤、溢流等
造成之淹水資訊與避難相關資訊，廣泛公布相關資訊給居民。
洪水防災地圖能讓居民在平常時，能深入了解自己所居住區域的淹水歷史、淹水可能性，並做好
為防範水患而準備之緊急備用品，採取能配合當地水患危險度的土地利用與建築格式，洪水災害時並
應依據洪水防災地圖所提供資訊，以及氣象預報、市町村所發佈避難資訊，採取精確踏實的避難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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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製作淹水預估區域圖的方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1)

浸水想定区域図作成マニュアル（改訂版），，平成 26 年 3 月，国土交通省水管理・国土保
全局河川環境課水防企画室，国土技術政策総合研究所危機管理技術研究センター水害研究室.

製作洪水防災地圖，可參考下列資料。
2)

洪水ハザードマップ作成の手引き（改定版），平成 25 年 3 月，国土交通省水管理・国土保
全局河川環境課水防企画室.

5. 3

即時淹水模擬

＜事 例＞
當堤防潰堤等原因造成淹水發生時，預測其接下來淹水區域擴大狀況等，以提供避難誘導、危機
管理對策參考，稱為即時淹水模擬。
若淹水區域廣大或地形坡降和緩等原因，使得淹水到達人口與資產密集地區需一定程度以上時
間，就能藉由預測淹水可能到達區域及開始淹水的時刻，將淹水到達時間有效運用為進行避難之前置
時間（lead time）。

＜參考資料＞
即時淹水預測模擬做法，可參考下列資料。
1)

5. 4

リアルタイム浸水予測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手引き(案)，平成 19 年，国土交通省河川局.

內水處理計畫的制定

＜事 例＞
有效應用內水淹水的分析應用事例，為制定治水事業之中的內水處理計畫。內水河川的水位上
升，視內外水河川水文規模與波形及這些因素的相對關係而定，並且，內水處理計畫則是考慮當內
水河川水位上升成為內水淹水直接原因時所應採取的對策。其對策方法包括在匯流點設置水門等，
考慮將外水位與內水位的洪峰時間差，來進行水門操作，讓外水位之上升低於內水位，或者若難以
用上述方法仍難以避免內水水位上升，則可設置抽水馬達設施來進行內水排水，以降低內水水位。
因此，制定內水處理計畫，應適當地連結內外水河川水理條件和堤內的淹水分析模型，建立能
以必要精度再現該內水現象、到達對策效果之分析模型。

＜參考資料＞
內水處理計畫的制定，可參考下列資料。
1)

建設省河川局治水課監修，(財)国土開発技術研究センター編集：内水処理計画策定の手引
き，山海堂，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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