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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許多在海洋或港灣結構物受波浪作用之研究已因科技的進步及數值演算法的

精進，可以使用高效率的數值計算軟體獲得更準確的結果。目前內波的生成、傳

遞與碎波等物理機制是國內外海洋領域上重要研究課題之一，本研究利用

FLOW-3D 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軟體，模擬上層為淡

水、下層為鹽水的密度分層流體，使用重力混合塌陷方式製造內波，探討其通過

長斜坡、短平台梯形斜坡及等腰三角形等常見的障礙物之波形演變與流場分佈。 

本文同時介紹軟體操作設定及 FLOW-3D 應用於內波實驗，並參照前人實驗條

件及結果，模擬實驗內波傳遞之過程；以模擬成果驗証實驗數據，模擬先分析重

力塌陷法造波之閘門開啟速率對內波傳遞時間及振幅的影響；模擬結果發現，閘

門開啟速率快，內波振幅大、傳遞速度快；反之，閘門開啟速率慢，則內波振幅

小、傳遞速度慢；但兩者並非線性等比關係。本研究另模擬內孤立波通過不同障

礙物（長斜坡、梯形斜坡短平台及等腰三角形）之傳遞過程，討論內波經單一障

礙物之波形演變、渦動及流場變化。由研究發現，若能採用極細網格與費心分析

數值模擬的圖形輸出，相信比實驗室實驗觀察更能深入瞭解內孤立波的傳遞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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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sophistication of many efficient algorithms, 

accurate numerical results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highly efficient computational 

software for research in wave action on coastal and harbor structures. These advances 

have benefitted the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phenomena of internal wave generation, 

propagation and breaking, which are som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oceanography. In 

this study, the Flow-3D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oftware is used to 

simulate internal solitary wave motion in a density stratified fluid, in which the upper 

and lower layers are fresh and brine water, respectively. An internal solitary wave (ISW)  

is produced numerically by gravitational collapse mechanism in a numerical wave 

flume of 0.7 x 0.5 x 12.0 m (height x width x length ). The ISW in depression is then 

allow to propagate and across four different bottom obstacles (long uniform slope, 

trapezoidal section with short platform and isosceles triangle),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waveform evolution and flow field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also describes the sett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Flow-3D software, its 

application to the internal wave experiment, as well as verification of the numerically 

simulated results using previous laboratory experimental data. In this study, the lifting 

speed for the sluice gate was vital for not only the amplitude of an ISW, but also the 

speed of wave propagation in the flum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faster the gate 

opening, the faster propagation speeds and larger amplitude for the ISW so generated. 

Conversely, a slower gate opening led to weak wave speed and small amplitude to an 

ISW. Upon analyzing the result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ed 

of the gate opening and the wave propagation speed are not linear. Moreover,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re given for the ISW propagation over an obstacle 

(uniform long slope, trapezoidal section with short platform, and isosceles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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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on waveform evolution, vortex motions and flow field vari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we can gain a better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wav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physical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f the numerical tool is 

applied with very fine grids and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numerical out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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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在兩種不同性質流體界面的波動，稱為界面波(interfacial wave)。在大洋中，

因表層受大氣壓力變化形成的風場，在海水面吹拂產生波動，即是空氣與海水界

面的界面波。當氣體或流體發生密度層化現象(stratification)時，若遇外力（如風、

壓力、波浪及潮流、引力等）擾動，可能在界面產生波動，稱為內波(internal waves)；

因此，內波是在不同密度分層流體的一種波動現象。 

日常所見到的內波，如大氣中的內波，在天空中常出現深淺層狀排列有序的

高積雲，尤其是午後或下雨前。大氣中的內波運動會影響空氣的流動，導致氣流

上升，促使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成水珠變成雲；反之，當氣流下沉，則水蒸氣不

易凝結，即使有雲存在，內波使其消散，並形成如同百葉窗式的高積雲。 

自然界的水體，在密度穩定層化的狀態下，受到外界的干擾時，會發生內波

運動。如在密度穩定層化明顯的湖泊，受到風場的影響，在水面引起波浪衍生內

波，造成水體質量傳輸同時將水體累積至湖泊的邊緣處，造成堆積地區較高的水

位形成位能；當水體開始沉降時，將位能轉換成動能，亦能產生內波運動如南美

洲哥倫比亞的貝因湖（Babine Lake）的內波行為（Farmer, 1978）。而在鹽度、密度

或溫度分層穩定的海洋中，因潮汐作用、地形影響，乃水體隨星球引力牽引而移

動，當經過高低起伏較劇烈的地形時，便引發內波現象；如在南中國海發現的內

波（Hsu et al., 2000）。 

波動由深水區傳遞至淺水區，會有淺化、破碎、混合、渦流、折射、繞射及

反射的行為；因內波傳遞是一種波動，故亦具備上述的各種波動特質。海洋內波

的波長範圍很廣，短則幾百公尺，長至幾十公里，其週期快則幾分鐘，慢達幾十

小時，振幅從數公尺至數百公尺皆有。當海洋內波運動時，分層上方及下方的水

體流動方向相反，因流切作用而在分層界面處產生極大的扭力；若海中有結構物，

如鑽油平台的基樁及固定纜繩，極可能因承受不了巨大的扭力而斷裂(Bol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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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當航行於密躍層界面附近的潛水艇，遭遇海洋內波活動，因艇身被內波所

造成的升降流，使其浮出水面或衝撞海床，可能損壞潛艇。但海洋中的內波並非

一無可取，它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如當內波從深海地區傳遞至近岸大陸棚時，

會引起上下層的水體交換，將海床的營養鹽攜至陸棚邊緣，促進生物生長、調節

該地區的生態環境（Osborne and Bruch et al., 1980；Sandstorm and Elliot et al., 1984）

及豐富漁業資源。海洋內波影響的層面除上述項目外，尚包括海底的纜線及管路、

海中聲納探測、海洋生物環境及軍事活動等，故海洋內波之研究極為重要性。 

近幾年來研究內波的方式，包括解析理論推導、現場調查觀測及實驗室實驗

分析等。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進步與發展、電腦普及化及數值計算方法的演

進，許多與海洋工程相關的波浪作用普遍應用數值模擬方法求解。又因數值演算

方法的成本低於現場調查觀測及實驗室實驗分析，且能較快得到模擬結果等優點，

故本文選用數值演算法中的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簡稱

CFD）的 FLOW-3D 軟體模擬內波生成、傳遞、通過障礙物及逐漸消散之運動過程，

並參照前人實驗室模型實驗，分析比較內波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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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挪威探險家 Fridtjof Nansen（海洋學家、外交家、人道主義及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是最早發現內波現象的科學家。在西元 1901 年發表的探險遊記中

（Nansen,1901），記錄他於 1883~1896 年在北極探險的過程中，遭遇船隻不明減速

的奇特現象，將其稱為「死水」（dead water）。由於當時尚未能解開這個謎團，故

有許多謠言及故事。西元 1904 年，瑞典海洋學家 Ekman 利用實驗方法解釋了「死

水」的現象；即當船隻行駛於較淺的密躍層上方時，會將部分水體的動能轉成內

波所需的動能，在分層界面形成內波，使船隻因內波的運動而受到阻力，並減緩

船隻航行速度。 

自從 Ekman 的實驗開創了研究內波的風氣之後，一百多年來陸續有許多海洋

及流體力學學者研究內波的物理現象與運動模式；所使用方法可概分為四類，理

論解析、現場調查、實驗研究及數值模擬。 

 

1.2.1 理論解析 

內波理論解析，可分為以 Stokes 波動為代表的線性內波及以孤立內波為代表

的非線性長波。 

內波理論解析模式的研究，可追溯到十八世紀幾位歐洲的重要古典流體力學

者。首先是研究兩相異均勻流體界面波的 G.G.Stokes，他在 1847 年解析理想流速

勢之流體質點於上下兩層流體運動行為。隨後 Lord Rayleigh 在 1883 年考慮兩層相

異不可壓縮流體在無窮水深及並線性的考量下，推導波動控制方程式，再代入不

同的假設，得到較符合真實情況的物理量。Burnside (1889)進一步考慮流體密度隨

水深增加情形下，假設非旋性流體運動不存在，故流速勢亦不存在。Hareleman 

(1961)及 Gill (1982)為使內波現象更實際化，考慮類似前人的物理模式，將上層表

面波高與內波波高比值關係導入，使異向流體波高交互作用更貼近內波運動行為

之實際物理現象；但此種內波理論研究，皆未考慮內波的「長波」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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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內波的波長和振幅遠大於一般表面波。英國學者 Russell (1844)發現位

於蘇格蘭愛丁堡格的拉斯哥運河有種奇特的水波，只有單一波峰且可維持相同波

形持續傳遞，並將此稱為「孤立波」（solitary wave）。他針對此現象開創一系列實

驗，並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1). 孤立波遇直立壁時會保持原波形向相反方向傳遞。 

(2). 孤立波之波形可用擺線(cycloid)模擬。 

(3). 不考慮壁身磨擦效應與流體黏滯力時，孤立波之波高保持不變。 

(4). 當渠道深度遞減時，在孤立波波高大於水深處，發生碎波。 

然而在其後數十年間，科學家們並未找出符合此奇特現象的流體運動方程式。

在另一方面，Rayleigh(1876)以流函數(stream function)探討孤立波之波形，顯示孤

立內波的波長為無限，並提出孤立波有效波長之概念。 

西元 1895 年，荷蘭科學家 Kortweg and De Vries 發展在某項水槽實驗中觀察

到單向波動現象，經分析後發現此種波動現象具非線性及分散性，並推導出一階

方程，命名為 KdV 方程式，稱為橢圓波理論(Cnoidal wave theory)。西元 1966 年，

Benjamin 以兩層模式的基礎下，考慮上下層水深之影響，分別歸納出三套架構，

淺水架構、深水架構以及無限水深架構，同時描述內波之非線性及分散性運動。

Osborne et al. (1980)利用兩層模式的 KdV 方程描述非線性內波物理機制與表面波

相互作用。然而，近年來 Matsuno (1993)和 Choi and Camassa (1996)等學者，仍舊

於弱非線性的條假設下，討論在上下層水深比條件下之一般解析解。 

 

1.2.2 現場調查 

在大約占地球四分之三面積的廣大海洋，內波的運動現象幾乎日復一日，在

某些特定的地區天天上演，可見內波在海洋中是多麼地頻繁地活躍著。早期由於

科技不夠發達，對於海洋內波的觀測，極為困難。西元 1940 年起，由於探測儀器

的研發，使得海洋內波的研究迅速發展。西元 1972 年，Garret and Munk 由現場的

觀測資料中，統計整理後所提出大洋內波譜模型（Garret-Munk spectrum），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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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模型。此模型雖不能闡釋內波的物理機制，但與遠離邊界、表面和海底及流速

梯度不大區域之現場調查資料相當吻合，仍可當作內波資料分析的準則，是進一

步展開理論研究的參考點，被譽為內波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近年來的現場觀測研

究，普遍使用各種精密儀器，調查水深、潮汐、平均溫鹽剖面及氣壓等海域環境

資料，並配合衛星影像或航空攝影資料，總合分析。 

國內目前研究內波使用太空梭之合成孔鏡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並搭配海洋拖曳探測儀、底碇式 ADCP、溫度串及雷達海象觀測系統等儀

器，將現場所探測結果的資料，繪製成空間分佈圖，描述觀測區的內波運動情形

及特性。目前國內研究內波的重點區域，以台灣東北角及南中國海海域為主。南

中國海內波存在甚久，近幾年來才引起海洋學者的注意。南中國海位於北半球西

太平洋的西南隅，是西太平洋的一個半封閉邊緣的海域，呈東北－西南走向，東

鄰呂宋海峽，北鄰台灣海峽，西南至越南及馬來半島，面積約有 356 萬平方公里，

也是陸地島嶼連接至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南中國海的內孤立波（Internal solitary 

waves）的活動相當頻繁，且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內孤立波規模更大。Ebbesmeyer and 

Romea (1992)曾分析於東沙島附近的鑽油平台上之測量資料與昔日衛星影像資料，

顯示內孤立波的強度變化與大小潮之循環有關，並推測其發生區域是位於呂宋海

峽 Batan 與 Sabtang 兩島間僅 4 公里寬的水道，內孤立波於此區域行成後，再穿越

南海北部向西行進至東沙島附近的陸棚區。Bole et al. (1994) 進一步分析，表示約

每 12 小時會出現一個內孤立波事件，每個孤立波事件約包含有 1~6 個內孤立波，

且於東沙島附近產生繞射及複雜的交互作用之運動型態。由於南海的內波振幅大

且蘊含相當可觀的能量，在加上內孤立波的吹積運動（driven motion）會擴大且遍

佈至整個水層（water column），故在海上作業活動，必須考慮到內波的影響。Hsu 

et al. (2000)收集了從西元 1993 年至 1998 年 ERS-1、ERS-2 及 RADARST 等衛星及

太空梭之合成孔徑雷達（SAR）所捕捉的內孤立波衛星影像，繪製成南海內孤立

波空間分佈圖(如圖 1. 1)，顯示南中國海內波活動相當頻繁，咸認其行進方向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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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或西前進，波長可達 200 公里以上。據海洋學者推測及分析，南海內波是因

為潮波的影響從巴士海峽發生，由東向西傳遞，在東沙環礁東側分成兩部份，並

產生繞射現象。另外，南海內波由深水區傳遞至陸棚邊緣時，發生淺化效應，使

波能逐漸消散。Lin (2001)合併整理海洋拖曳探測儀，船載 ADCP、EK-500 科學魚

探機（EK-500 Scientific Echo Sounder System）及雷達海象觀測系統等四種儀器的

探測資料結果，對南海內波的特性大致歸納為：(1)大陸斜坡之內波，波高約 40~80

公尺，波長 1~1.5 公里，節點深度在水下 50~100 公尺處，以向西北方傳遞為主；

(2)大陸棚內的內波，波高約 30 公尺，波長 0.5~1 公里，節點深度在水下 50 公尺

處，主要向北北西方向傳遞，顯示內波在趨近陸棚時，因折射波長變短，波高減

小。 

 

圖 1. 1 南海孤立內波空間分布圖（Hsu et al., 2000） 

 

西元 1999～2002 年，台美雙方海洋物理學者在南海北方陸棚邊緣進行大規模

的海洋調查合作實驗，此整合研究計畫實驗稱為「亞洲海域國際聲學實驗」（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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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 International Acoustics EXperiment, ASIAEX）。在 ASIAEX 計畫中，藉由施放

多組海流儀、溫度串及拖曳式探測儀等儀器，曾觀測內波與聲學的交互影響及水

體的變化情形，同時進行有關物理海洋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方面的調查，並

獲得了大量的現場觀測資料。該資料整合研究成果已發表於 2004年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 第 29 期的整冊論文專刊。 

由上述可知，近年來現場觀測之研究，皆透過新型探測儀器、航空衛星圖資

等設備，並在進行現場觀測資料分析時，除了使用統計的方式迴歸分析之外，另

應用波譜分析的方式歸納內波的特徵。 

 

1.2.3 實驗室研究 

由於現場觀測海洋內波的研究，受限於天候的影響，故逐漸衍生實驗室研究

的發展。實驗室的內波研究可將影響變因簡單化，並可重複實驗觀測及針對某特

定現象深入探討，有助於瞭解海洋內波的物理機制。實驗室所見的內波研究，大

多注重於兩種不同密度交界面之變化與受地形的影響，而並非內波生成的機制，

代表作如 Nagashima (1971)、Koop and Butler (1981)、Baines (1983)、Kao et al. (1985)、

Helfrich and Melville (1986)、Helfrich (1992)、Honji et al. (1995)、Wessels and Hutter 

(1995)、Michallet and Barthelemy (1998)、Ariyaratnam (1998)、Johns (1999)、Vlasenko 

and Hutter (2001)等實驗。近年來，內波的生成機制，在設定的硬體控制設備下，

在層化水體的斷面水槽進行造波、觀測及驗證實驗條件所推導的理論結果，以掌

握內波特性，故實驗室研究內波極為重要。 

當內波傳遞到斜坡邊界時所產生的變化，也是從事內波實驗科學家所關切的

問題之一。Nagashima (1971)利用油水分離原理，在水槽中製造兩層流體，上層為

液態石油，下層為清水，並利用等速潛進模具（plunger-type generator）生成內波，

使內波作用於坡度 5.7°及 8°的斜坡造成反射，探討地形對內波的影響。實驗結果

顯示緩坡對於內波幾乎不造成反射，但若坡度增加則反射率急遽增加；此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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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尖銳度越大，反射率也隨之增大。Kao et al. (1985)發展實驗室中反覆觀察孤立內

波傳遞到斜波時的反應，發現內波會產生紊流、混合及碎波的現象，離開斜坡的

反射波則較不穩定。 

Wessels and Hutter (1995)在上舉型內波實驗中，定義障礙程度(degree of 

blocking：B = hs / H2，式中 hs及 H2分別為障礙物高度及下層水體高度與內波經過

障礙物時所產生透射和反射的對應關係(如圖 1. 2)，並彙整出以下幾點結論： 

(1). 當 B≦0.6 時，障礙物幾乎對內波沒有影響，內波在障礙物前沒有反射現象。 

(2). 當 B≧0.8 時，一個完整的孤立內波會轉變成一串消散的波串，在障礙物前方

和後方皆可明確量測到內波訊號，經過障礙物時，同時產生反射和透射。 

(3). 當 B≧1.2 時，內波的波形幾乎完全破裂，且幾乎完全反射，形成一串消散性

內波回傳到發源處。 

 

 

圖 1. 2 障礙高度與分層流體厚度關係之示意圖 

 

Sveen et al. (2002)在下沉型內波實驗中，發現波速、入射波振幅、上下水層厚

度比及障礙物高度對於內波變化有重大影響，且無因次入射波速與參數ζ= (a + h1) 

/ (h1 + h2 – hs )有明顯得線性正比關係，其中 a 為入射波振幅；h1、h2及 hs分別為

上、下層水深及障礙物高度。研究成果可歸納如下： 

(1). 當ζ<0.45 時，障礙物幾乎沒有影響，內波振幅的衰減，幾乎由黏滯力及磨擦

力所致。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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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 0.45≦ζ<0.55 時，障礙物對內波有顯著影響。當內波通過障礙物時，產生

變形，但無破碎。此時內波振幅的減少和無因次入射波波速有明顯線性關係，

入射波速越快，入射波振幅也越大；下沉型內波波峰越接近障礙物，能量耗

損越大，其振幅減少越多。另外，由於障礙物的淺化作用，內波開始產生分

散。 

(3). 當ζ≧0.55 時，內波通過障礙物時，波形變陡，且形成碎波；碎波發生時，

上下層水體會發生混合和翻轉的現象，此時內波的能量耗損最大。 

 目前國內外的實驗室研究成果報告，以探討內波在斜坡上的反應為主，而有

關障礙物之實驗較少，且對於障礙物之內波實驗探討者，多為上舉型內波，少有

下沉型內波之實驗。 

 國內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研究團隊在實驗室中的進行一系列內波研究如陳

震遠 (2005)、鄭明宏 (2010)等，具有重大的貢獻。在一系列的實驗中，先後探討

造波區與傳遞區上下層之水深比、造波區的位能差、障礙物的斜坡角度、高度、

種類、設置及順向或逆向斜坡、觀測水粒子的移動軌跡等。雖然實驗室內波研究

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瞭解內波現象，但由於受限於空間的影響，實驗室之實驗只適

用於較小尺度，與現場內波之物理現象仍有所差異。 

 

1.2.4 數值模擬 

在 19 世紀採用數值模式探討內波鮮少有聞，多以理論解析為主，到 20 世紀

才發展出現場觀測及實驗室試驗，近年來利用數值模式探討內波已逐漸流行，包

括 Muller and Liu (1999)、Vlasenko and Hutter (2002)等。由於科技的進步及數值演

算法的精進，許多在海洋或港灣結構物受波浪作用之研究已陸續使用數值計算軟

體來分析。中山大學海科院傅科憲 (2007)利用 Lynett and Liu (2002)發展之內波二

為傳輸模式及 Cheng et al. (2005)修正後的新模式，進行模擬非線性效應對於內波

傳遞的影響。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符勇慶 (2008)利用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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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America)鮑咸平教授(Prof. Hsien Ping Pao)所提供的 Fortran 原始碼，考

慮二維Navier-Stokes方程式、Diffusion方程式及連續方程式所構成的控制方程式，

模擬南海北部觀測到的強非線性內波，並與現場量測結果及部分衛星資料對照佐

證，相互比較；但由於數值網格的精細度或某些未考慮進去的因素，造成模擬結

果與實際情形有相當的差異。另外，此模式是以 Lagrangian 的觀點來描述流體中

物體的運動，觀測座標一直隨著流體運動而改變，與 Eulerian 的觀點固定座標觀測

之實際現場測得資訊出發立場不同，故結果並不相同。李等人 (2009)以二維非靜

力近似海洋數值模式，模擬了南海東北部陸架處潮流及地形，在相互作用下產生

內波及內波的演化過程，探討潮流週期、密躍層深度對內波生成過程的影響。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王育崇 (2011)利用數值方法進行內波生成及演化的研究，進一步

探討內波通過三角形潛堤的波形與流場的影響。 

由於數值模擬在最近十幾年來才被應用於研究內波，目前這個領域尚處於發

展的階段，仍需依賴內波的解析理論作為基礎，並利用實驗室實驗及現場調查資

料的結果加以佐證，方可更加成熟。但數值模擬有其優點，相較於現場調查觀測

及實驗室實驗分析，所需成本較低，較不易受到空間的影響，且能較快得到模擬

結果等，故本研究選用數值模擬方式作為研究內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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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昔日學者從事內波現象的研究，大都以理論解析、現場觀測及實驗室試驗為

主；其中的理論解析通常以兩層模式(two-layer model)為基礎的 K-dV 方程式，描

述孤立內波非線性之特性；現場觀測則多受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及不確定因素，

較不易取得大量與可靠的觀測資料；而實驗室試驗所測得的內波數據、特性及環

境尺度等有所限制，故本研究擬利用高精度且可模擬計算的數值演算軟體

FLOW-3D，來模擬及探討內波運動過程遭遇障礙物的演化行為。 

本論文大致上分為兩個主題，第一部份為利用數值演算軟體 FLOW-3D 模擬兩

層流體系統，上層為淡水，下層為鹽水，以重力塌陷法生成內孤立波，再與前人

的實驗數據與過程相驗證。第二部份將數值模式結果與內孤立波傳遞現象及通過

障礙物的演化情形作探討，並設計三種不同障礙物，模擬內孤立波通過之傳遞現

象，進一步討論其變化差異。 

 

1.4 本文架構 

本文共分成五章，內容包括緒論、理論架構、數值方法、結果與討論及結論

與建議；各章節主要大綱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簡述本文研究動機、前人研究、研究背景及目的、本文架構等。 

第二章 數值模式：介紹 FLOW-3D 數值套裝軟體、流體控制方程式、初始條件與

邊界條件等。 

第三章 模式驗證與操作：模擬參數選定、操作步驟及驗證模擬結果。 

第四章 模擬結果與討論：主要模擬分為兩部份：（1）閘門開啟速率對內波傳遞時

間及振幅大小之影響。（2）內波通過特定障礙物之流場及波形變化。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將其寫成結論，並建議未來可發展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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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值模式 

2.1 FLOW-3D 軟體簡介 

1963 年，美國國家實驗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LANL) 的 Dr. C. 

W. Hirt 開創了幾項非常重要的流體動力學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的自由表面跟蹤

技術 － 流體體積法（Volume of Fluid, VOF ）。1980 年，他創設 Flow Science 公

司，發展一套擬真的流體動力學模型軟體，可用於流體力學的計算。 

1985 年 Flow-3D 商業版正式推出，基於連續方程式、動量方程式、

Navier-Stokes Equation 等完整的理論基礎，可廣泛應用於不同領域，如航太工業、

鑄造、噴墨、船舶、微機電工程、水利與環境工程等等。FLOW-3D 是一套操作介

面人性化的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 軟體。使用者可選

定不同的物理參數及數值模擬方式，計算不同流體在三維空間下的流動與熱傳現

象。FLOW-3D 適用於水動力、泥沙及波浪等具水力特性的許多工程設計，為世界

上海洋與港灣工程領域最先進之三維數值模擬軟體。其特有的體積分率法 

(fractional) 計算技術，能模擬真實且詳細的自由液面 (free surface) 與流場資訊。

故能處理流體固體耦合運動。 

FLOW-3D 數值計算軟體中有三大技術，即網格處理方法、障礙物處理方法及

處理流體界面和自由液面方法，茲將其概略說明如下。 

 

2.1.1 網格處理方法 

一般數值模擬，都需先規劃許多計算網格，各網格之間都著密切的幾何或數

學連接關係。一個大網格系統將空間與時間切割成許多節點及若干小體積，節點

可儲存未知的參數，例如壓力、溫度和速度等物理量，並結合流體運動方程式、

定義流體參數及設置邊界條件，求得數值解。網格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

所有未知變數都位於同一點的非交錯網格（non-staggered grid），第二種則是變數

互相錯開各自擁有儲存點的交錯網格（staggered grid）。FLOW-3D 採用 Harl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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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h (1965)所提出的 MAC（Marker And Cell）法做為交錯網格之配置，將網格視

為控制體積，變數純量置於中央控制體，向量項各別設定在控制體之各表面上。

交錯網格在使用上之優點在於壓力因配置在速度之控制體積的控制面，而在數值

觀點上成為速度變化之自然驅使力，如此可避免在非交錯網格下可能產生的不合

物理現象之速度場或壓力場解。 

FLOW-3D 運算的方式為將流體空間分割為矩形儲存網格，以有限差分法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FDM) 建立其方程式並離散化。每個矩形儲存網格可代

表流體的各種參數或物理條件。矩形結構性網格相較於其他形狀的非結構性網格

有著容易建立及運算較快之優點，但對於幾何形狀複雜的模型及不規則邊界，則

無法精確的表現原有的模型外觀，須增加網格數目來描述較複雜的模型。 

傳統的單區塊結構性網格為了讓模型更加精細，需大量網格來描述，若模型

較為複雜，模型外不須計算的網格區塊反而增加記憶體的負擔和運算的時間；

FLOW-3D 使用多區塊結構性網格(multi-block grids)之計算方式，改善不需計算網

格區所佔用記憶體的問題，縮短運算時間，更快達到收斂結果；另外，它可選擇

欲觀察流體流動較複雜之區域，進行網格局部加密或增加網格數。 

 

2.1.2 障礙物處理方法 

FLOW-3D 處理障礙方法稱為 FAVOR（Fraction Area / Volume Obstacle 

Representation）。言種概念建立於控制體積（Control Volume），使網格與幾何形狀

完全獨立。此方法相較於可變形網格（deformation mesh）方法簡單，避開了冗長

整理網格與幾何形狀的工作，使結構體保有簡單規格的網格，即使模型非常複雜，

也能精確的描述外型。 

FAVOR 定義矩形網格內一般幾何形狀的區域，利用矩形立方體所構成的網格

組立成複雜的幾何形體，每一個矩形立方體的六個面皆有流通面積與體積百分比；

這些面積與體積百分比將會併入有限體積運動方程式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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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流體界面和自由液面方法 

利用數值方法處理自由液面（free surface）之變化相當不容易，因自由表面會

隨著時間而改變，而 FLOW-3D 技術的流體體積法（Volume of Fluid, VOF）經由固

定網格追蹤流體界面，能準確地處理界面，可應用於自由表面或雙層流體界面。 

流體體積法乃 Hirt and Nichols (1981)所發明，將計算之網格點額外再定義一流

體比例函數 F(x,y,z,t)，F 的位置與壓力變數相同，皆位於網格中心點，其值介於 0

和 1 之間，若 F=1 則表示完全填滿；若 F=0 則表示無任何流體；若 F 介於 0 和 1

之間則表示部分填充，而此時代表流體之界面。F 函數值之控制方程式為： 

  

  
 

 

  
             (2-1) 

上式中  為體積比，  為面積比，   為流速。 

由於自由表面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每一個網格的 F 值也隨之變化才能反

映該界面之變動。目前大多數的 CFD 軟體，在自由液面的計算，大多是根據此方

法進行開發。而 FLOW-3D 在自由液面的模擬表現更加完整，稱為 TureV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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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二維直角網格面積與體積比例計算示意圖 

 

如圖 2. 1 所示，虛線表示自由液面之真實形狀，  和  表示自由液面在計算

網所佔之比例；    為表面積， 為表面向量，    為自由液面在網格間移動之速

度，V_cell 為每一立方網格之總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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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控制方程式 

FLOW-3D 之核心理論基礎建立於質量守恆方程式、動量方程式以及能量不滅

方程式等，因此它可應用於模擬大部份及各種型態的流體運動現象。本文所研究

的物理現象為流體動力學問題之一種，遵循 Navier-Stokes 方程式，惟因現今解析

法仍未完全能準確地解析此種偏微分方程式，故本研究擬運用數值方法，選擇

FLOW-3D 數值計算軟體來模擬解析流場。茲將此數值模式的核心架構大略描述於

下。 

 

2.2.1 Navier-Stokes 控制方程式 

在古典力學中，任何物質都遵循的法則為「質量守恆」及「動量守恆」，對於

三維不可壓縮黏性流體，連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在卡式座標系統的數學形式

為： 

(1). 連續方程式 

  

  
 

  

  
 

  

  
   (2-2) 

(2). 動量方程式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2-3) 

以上方程式中 ( u, v, w) 分別為水平（x, y）和垂直（z）方向之瞬時速度分量，( x, 

y, z)表示水平和垂直方位之座標，P 為瞬時壓力，皆會因時間的變動而改變；ρ為

流體之密度，ν為流體之黏滯係數；ρ及 ν值在本數值模擬中，假設皆為定值。 

 

2.2.2 FLOW-3D 控制方程式 

FLOW-3D 套裝軟體中，與 Navier-Stokes 方程式相似的基本控制方程式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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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分別為「質量連續方程式」及「動量方程式」。 

(1). 質量連續方程式（Mass Continuity Equation） 

一般質量連續方程式形式如下 

  

  

  
 

 

  
       

 

  
      

 

  
                 (2-4) 

上式 VF為流體體積比，ρ為流體密度，RDIF為紊流擴散項，RSOR為質量發源項， u, 

v, w 各為 x, y, z 座標方向之流體速度，Ax , Ay , Az分別為 x ,y ,z 方向之通量面積比。 

     
 

  
     

  

  
   

 

  
      

  

  
  

 

  
     

  

  
   

     

 
 (2-5) 

其中係數        ，μ為動量擴散係數，cp為紊流施密特數（turbulent Schmidt 

number）倒數的常數項。ξ為座標系統指標，若為卡式座標時，則ξ=0；若為圓

柱座標時，則ξ=1。 

     
 

 
 
 

  
       

 

  
      

 

  
       

   

 
  (2-6) 

若流體為可壓縮性，則須定義密度傳輸方程式；若為不可壓縮者，則密度為常數

值。 

 

(2). 動量方程式（Momentum Equation） 

將 Navier-Stokes Equation 以卡式座標形式展開，可分別得 x, y, z 方向之流體速

度 u, 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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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式中 uw, vw, ww分別為模擬物體在 x, y, z 方向之運動速度；Gx , Gy , Gz各為物

體之加速度；bx , by , bz各為通過多孔介質或閘板時受到阻礙而減少的流動；而 us, vs, 

ws分別為流體表面速度；δ為一種壓力源項之形式指標，若為靜壓力時，δ=1.0；

若為停滯壓力，則δ=0，即流體於此區域無流速；fx , fy , fz各為 x, y, z 方向之黏滯

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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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ij為流體剪應力（shear stress），第一個下標 i 表示剪應力作用面，第二個下

標 j 則表示剪應力作用方向，其中各剪應力表示如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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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 

開始數值計算時，需先給定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在 FLOW-3D 體系中，也需

要設定邊界條件。FLOW-3D 裡共有十種邊界選項，分別為對稱性（Symmetry）、

連續性（Continuative）、給定壓力（Specified pressure）、網格重疊區（Grid overlay）、

造波（Wave）、屏障（Wall）、週期（Periodic）、給定速度（Specified velocity）、流

出（Outflow）、體積流率（Volume flow rate）等十種，如圖 2. 2。 

 

 

圖 2. 2 FLOW-3D 邊界選項示意圖 

 

FLOW-3D 一般將計算區域畫分成六面體，分別為上游（Xmin）、下游（Xmax）、

底部（Zmin）、頂部（Zmax）及左（Ymin）右（Ymax）兩側，共六個邊界，如圖 2. 3。 

 

 

圖 2. 3 FLOW-3D 六面邊界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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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數值模型實驗的上游設定邊界多為流體流入或造波邊界，設定方式各有

所不同，但模擬條件初始流場皆為靜止狀態。本研究探討內孤立波的生成與傳遞

現象，以重力混合塌陷法，初始條件給定不同密度的水位及標準大氣壓力，並將

不透水可移動閘門抽離，形成內孤立波；為了確保水體的不會流失，故將左、右、

底部及頂部邊界設定為屏障邊界（Wall，W）；又當波浪傳遞時，為避免反射波干

擾入射波的傳遞，將上游區及下游區邊界設定為對稱性邊界（Symmetry，S），因

對稱性邊界適用於無流體穿過及無剪應力產生之處，故將上下游邊界選用對稱性

邊界。以下為本研究之邊界設定： 

表 2. 1 內波水槽試驗之模擬邊界設定 

邊界位置 邊界選項 

Xmin Symmetry，S 

Xmax Symmetry，S 

Ymin Wall，W 

Ymax Wall，W 

Zmin Wall，W 

Zmax Wall，W 

 

2.4 模型輔助設計 

FLOW-3D 本身有內建簡單的模型可以建置，如球體、圓柱體、圓錐體、立方

體及環形體，但對於較複雜的形體或模型，則需借助其他的模型輔助繪圖軟體來

建置。FLOW-3D 有提供一項功能，可由其他繪圖軟體所繪製的檔案匯入至

FLOW-3D 建置模型。目前設計模型的繪圖軟體有多種軟體可以使用，例如：

AutoCAD、SolidWorks、Pro/Engineer、3D MAX、Rhinoceros 等繪圖軟體，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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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各有所不同，各有其特色，所繪製出的模型樣貌、形狀及線條各有千秋。 

本研究採用 AutoCAD 繪圖軟體繪製模型，此軟體是由美國歐特克公司

（Autodesk）為計算機上應用計算機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技

術而開發的繪圖程序軟體，現已成為國際上廣泛流行應用的繪圖工具。先運用

AutoCAD 繪圖軟體設定基本單位，接著建立幾何形狀模型（如圖 2. 4），需將模型

建立於第一卦線（X、Y 及 Z 座標值皆大於 0），方可存成 .STL 文件格式，再利用

FLOW-3D 裡內建的匯入 STL 文件選項來讀取模型。STL 文件檔案格式是以小三角

面為基本單位，可離散式描述三維實體模型的表面。STL 文件最初應用於快速成

型（Rapid Prototyping）製作大規模三維零件或裝配模型技術上；目前 STL 文件在

許多模流軟體及三維實體模型的領域中廣泛的應用。匯入的 STL 模型，可利用

FLOW-3D 裡的 FAVOR 功能，檢視此模型之形狀及外觀（如圖 2. 5）。 

 

 

圖 2. 4 AutoCAD 製作 3D 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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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FAVOR 功能檢視匯入 3D 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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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式驗證及操作 

3.1 實驗室內孤立波實驗 

本研究擬利用FLOW-3D探討內波生成、傳遞、通過障礙物的演變及流場現象。

為增加 FLOW-3D 於內波應用的可行性、實用性、精確性及可信度，選取鄭明宏

（2011）所發表的「下沉型內孤立波越過梯形障礙的影響」實驗結果，進行驗證

與比較。該實驗在觀測及比較同一初始內孤立波通過四種不同障礙物的波形演變，

其四種障礙物分別為 13°、45°、60°及 90°之坡面，實驗配置如圖 3. 1 所示。本研

究選取前坡為 13°的案例與 FLOW-3D 數值模擬結果比較對照。 

12m
6.8m

Digital Camera 1 Digital Camera 2

hs1

hs2

Probe 3Probe 1 Probe 4Probe 2

Sluice

Gate

hs = 0.37m

1m
L = 4.8m

2.0m

a1
0

2h

1h

Slope

Shoulder

Interface

Free Surface

0.65 m

, ρ1

, ρ2

θ

 

圖 3. 1 下沉型內孤立波通過梯形障礙的實驗配置圖（鄭明宏，2011） 

實驗室之內波造波水槽，長 12 m，寬 0.5 m，高 0.7 m；水槽右半部內佈置一

不透水梯形障礙物，底長為 6.8 m，高度為 0.37 m，前坡角度（θ）為 13°；距離

水槽內側左端 0.3 m 處設置一個氣動式升降不透水光滑閘門（sluice gate），閘門的

左側為內孤立波之造波水頭位能區，其右為內波傳遞區。以利用重力塌陷法（gravity 

collapse）製造內孤立波。造波前，由水槽底部注水孔分別注入兩種不同分層流體，

上層為密度（ρ1）996 kg/m
3的淡水，下層為密度（ρ2）1030 kg/m

3的鹽水；閘門

左端區域上層淡水厚度（H1）為 0.29 m，下層鹽水厚度（H2）為 0.26 m；閘門右

端之內波傳遞區內上層淡水厚度（h1）為 0.14 m，下層鹽水厚度（h2）為 0.4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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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水深（H）為 0.55 m，造波位能差η0為 0.15 m，圖 3. 2 中間之寬厚直線為閘門

（其中η0 = h2 －H2）。  

 

圖 3. 2 利用重力塌陷法造波之水頭位能 

當氣動式閘門往上抽啟時，閘門兩側水體因不同厚度的密度位能差而開始混

合，在 h1及 h2之界面處形成內波，向右傳遞。實驗時內波傳遞至障礙物的連續影

像如圖 3. 3（鄭明宏，2011），圖中 t0 = 42 秒。 

 

圖 3. 3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經過 13°斜坡梯形障礙物的連續組圖（鄭明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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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LOW-3D 模式執行步驟 

本研究利用 FLOW-3D V9.3 版模擬與鄭明宏（2011）在相同試驗條件的內波

傳遞過程。茲將執行數值模擬之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一 Navigator 選項 

由 Portfolio 視窗預設工作區（Default Workspace），建立一個新的工作區

（New Workspace），在新的工作區內增加一個模擬實驗（Add New 

Simulation）。 

步驟二 模式設置（Model Setup）選項 

在圖窗上之選項由左至右逐一設定。 

(1). 一般條件（General） 

設定模擬時間（Finish time）。為驗證實驗，將時間設定為 100 秒。因模

擬驗證的流體為液體，故界面追蹤（Interface tracking）選項選擇 Free 

surface or sharp interface；若模擬流體為氣體，則選用 No sharp interface；

模擬之水體為不可壓縮流體，故流體狀態（Flow mode）選擇不可壓縮

（Incompressible）。此外，模擬的流體為水，則流體數量（Number of fluids）

選用單相流（One fluid），此時不需考慮空氣。使用單位（Units）選用國

際單位制（SI）。 

(2). 物理性質（Physics） 

選擇模擬相關因子，在 FLOW-3D 裡可選定的物理性質非常多，其中與內

波物理性質有關的因素為： 

 密度計算（Density evaluation）：本模擬驗證為雙層流體實驗，故選

用處理密度傳輸方程（Solve transport equation for density）。 

 引力（Gravity）：各種星體皆有自身的萬有引力，包括地球，故模擬

需考慮引力的問題。本模擬將 Y 座標軸設為引力方向，向上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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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為負。由於單位選用國際單位制（SI），故在 Y 方向（Y-direction）

輸入地球引力為 -9.81 m/s。 

 移動及變形物件（Moving and deforming）：實驗室利用重力塌陷法配

合氣動式升降閘門，故選定此模組模擬移動升降閘門。 

 黏滯性與紊流（Viscosity and turbulence）：本研究模擬層化水體的內

波現象，水為主要流體，具黏滯性，且為牛頓流體（Newtonian 

viscosity），故在黏滯性選項（Viscosity options）選擇牛頓流體。 

(3). 選擇模擬之流體（Fluids） 

FLOW-3D 內建數種單位及型態之流體；本模擬的對象為水，故選擇單位

為國際單位（SI）制，在 20℃狀態下的水（Water at 20 C），匯入至 Load 

Fluid 1 選項裡。 

(4). 建立網格幾何形狀（Meshing_Geometry） 

本研究模擬內波於長 12 m、寬 0.5 m、高 0.7 m的水槽所觀察的傳遞試驗，

故將 X 方向設定長為 12，Ｙ方向設定成高 0.7，Ｚ方向設定寬為 0.5，網

格大小以每 2 cm 為一個單位。接著利用模型輔助軟體設計所提到的

FLOW-3D 內建可由外部匯入模型之 STL 功能（第二章第四節），將 13°

梯形模型匯入網格設定中。此外，再建立長 0.02 m、寬 0.5 m、高 0.7 m

的矩形物體作為升降式閘門，並在設置物體移動類型（Type of Moving 

Object）中選擇規則運動（Prescribed Motion），移動速度設定為 Y 方向 0.8

（單位：m/s，向上為正）。 

(5). 設定邊界條件（Boundaries） 

邊界條件有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第二章第三節），將 Ymin、Ymax、Zmin

和 Zmax邊界設定為屏障邊界（Wall，W），Xmin及 Xmax邊界設定為對稱性

邊界（Symmet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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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初始條件（Initial） 

為模擬重力塌陷法生成內波，需設定流體在不同區塊之範圍大小及密度；

首先利用增加流體（Add fluid）功能，將流體分為四種區域，（如圖 3. 4）；

各流體區域（Fluid region）之範圍設定整理，如表 3. 1： 

表 3. 1 流體區域（Fluid region）設定表 

Fluid region 1 2 3 4 

X low∕X high (m) 0∕0.3 0∕0.3 0.32∕12 0.32∕12 

Y low∕Y high (m) 0∕0.26 0.26∕0.55 0∕0.41 0.41∕0.55 

Z low∕Z high (m) 0∕0.5 0∕0.5 0∕0.5 0∕0.5 

Density (kg/m
3
) 1030 996 1030 996 

 

圖 3. 4 流體區域（Fluid region）設定示意圖 

為使數值模擬符合實驗室場景，故在空間初始條件（Void initial state）加

入大氣壓力，壓力值（Pressure）為 1.013×10
6帕（Pa）。 

(7). 匯出（Output）設定 

此選單為選擇欲輸出結果。本模擬設定以每 0.5 秒輸出一次結果；若欲變

更輸出的時間，可透過 Selected data 下方的時間間隔（Time interval）更

改設定，但需注意硬體磁碟設備是否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因在固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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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長裡，時間間隔越小，輸出的檔案越多，所需磁碟空間更大。以本研

究為觀察密度分層及流場之變化，需使用 6.97 GB 的磁碟儲存空間。本研

究欲觀察模擬內波運動之波形，故選擇密度（Density）及流體速度（Fluid 

velocities）變化做為主要觀察項目。 

(8). 數值運算（Numerics）設定 

數值運算中的時間間隔控制（Time-step controls）採用穩定及收斂性

（stability and convergence）為基準；對於壓力求解選項，以隱式法（Implict）

處理之。 

步驟三 模擬（Simulate）選單 

準備進行模擬，先點選視窗最上方的選單 Simulate，接著點選前置處理模

擬（Preprocess Simulation），讓前置處理程序（Preprocessor）完成至 100% 後，

再點選進行模擬（Run Simulation），開始求解（Solver）；當求解進度到達 100% 

時，表示已完成數值運算，可顯示分析（Analyze）結果。 

步驟四 分析（Analyze）結果選單 

FLOW-3D 提供許多顯示分析結果的選項，為驗證模擬結果之精確性，故

與前人實驗做對照，觀察實驗內波生成傳遞及遇障礙物的轉變。本研究選用

二維 X-Y 平面，分析 FLOW-3D 數值運算之結果，故在等高線變量（Contour 

variable）選項中選擇可視化密度（macroscopic density）執行分析，同時選取

繪製等高線類型（Contour type），觀察密度變化之波形與實驗室實驗觀察之結

果對照；若欲選擇觀察特定區段，可利用範圍（Limits）的功能，調整座標範

圍；時間範圍（Time frame）功能，如同 Limits 功能，可選擇欲觀察時間區段。

在完成欲分析範圍及時間等設定後，可點選最下方的呈現（Render）選項，顯

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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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顯示（display）結果選單 

可觀看分析後所繪製出的結果。右方邊欄顯示在分析（Analyze）選單時

所選的輸出資料。若欲將顯示的結果輸出成圖檔或影像檔，可點選在右方邊

欄上方的匯出（Output）選項，隨後在匯出影像（Output）視窗可選擇檔案類

型（File Type），包括較常見的 BMP 和 JPEG 檔案，以及 Postscript 之文件格

式。Postscript 之文件格式輸出為 .eps 檔案，此種檔案較常運用在 Apple 

Macintosh（MAC）作業系統。EPS 檔案格式全名為 Encapsulated PostScript，

提供在應用程式間傳輸 PostScript 語言的圖稿（大部份的插畫繪圖及排版軟體

皆支援此格式，可包含文字、向量及點陣圖形）。欲輸出成影像，則可點選

Make AVI 選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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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擬結果初步驗證 

經過一連串的相關設定與執行計算後，可將 FLOW-3D 模擬的輸出結果與上述

實驗結果（鄭明宏，2011）對照。FLOW-3D 模擬下沉型內孤立波通過梯形障礙物

（前坡θ= 13°）之波形變化如圖 3. 5 ~圖 3. 17； 

(1). 上述組圖中之圖 3. 5 與圖 3. 3 (a) 於 t0時的波形非常相近； 

(2). 緊接著內波繼續向前傳遞，此時可以明顯地觀察到下層流體因內孤立波前緣

向斜坡推進產生溯降現象，且靠近斜坡頂端平台的鹽水層有稍減的趨勢（如

圖 3. 6），如圖 3. 3 (b) 之現象； 

(3). 當內波繼續向前傳遞，分層流體之界面層因下沉型內波接觸到障礙物，使界

面層的密度等深線緊貼著障礙物（圖 3. 7），與圖 3. 3 (c) 影象非常相符； 

(4). 當界面溯降至最底端，波形似乎蓄勢準備轉變（圖 3. 8），如圖 3. 3 (d)； 

(5). 接著是內波在流體內部逐漸形成水躍現象，並向上溯升（圖 3. 9），如圖 3.3 (e)； 

(6). 隨著內波繼續向前傳遞，水體因內波的擾動產生渦流（圖 3. 10 及圖 3. 11），

現象與實驗之圖 3. 3 (f) 與 (g) 相似； 

(7). 當內波前緣抵達障礙物之平台前端時，逐漸轉變為上舉型內波而繼續向前傳

遞（圖 3. 12），且密度分層界面逐漸恢復為原本水平界線狀態，與圖 3. 3 (h) 相

似； 

(8). 最後，下沉型內波轉成上舉型波形向平台下游繼續傳遞（圖 3. 13），此與圖

3. 3 (i) 之波形相似。 

由 FLOW-3D 模擬前人實驗之內波振幅約 0.044 m，與實驗所拍攝的影像

內波振幅 0.04 m 相當接近，故使用 FLOW-3D 模擬內波現象，在實質上有利

實驗之驗證及可顯示模式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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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a)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42 s） 

 

圖 3. 5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 3 (a)）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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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b)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1.5 = 43.5 s） 

 

圖 3. 6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 3 (b)）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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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c)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3 = 45 s） 

 

圖 3. 7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 3 (c)）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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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d)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4.5 = 46.5 s） 

 

圖 3. 8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d)）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6.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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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e)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6 = 48 s） 

 

圖 3. 9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e)）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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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f)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7.5 = 49.5 s） 

 

圖 3. 10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f)）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49.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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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g)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9 = 51 s） 

 

圖 3. 11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g)）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5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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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h)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10.5 = 52.5 s） 

 

圖 3. 12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h)）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52.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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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i) 實驗室下沉型內孤立波（鄭明宏，2011；θ=13°，T = t0 + 12 = 54 s） 

 

圖 3. 13 比較實驗室（上圖）內孤立波（圖 3.3 (i)）與 FLOW-3D 模擬（下圖）的

傳遞波形（θ=13°，t = 5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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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擬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 FLOW-3D 模擬下沉型內孤立波之傳遞，主要成果旨在探討：（1）閘

門開啟速率對內波傳遞時間及振幅之影響；（2）內波通過特定障礙物之流場及波

形變化。 

4.1 閘門開啟速率之影響 

本研究先以 FLOW-3D 探討數值閘門抽起之速率對內波生成的振幅及傳遞速

度的影響。模擬時由設定 6 種不同的閘門開啟速率（分別為 0.04 ~ 0.14 m/s，每種

速率間隔為 0.02 m/s）抽取閘門，且假設從抽板開始到閘門底部離開自由液面為止

皆為等速率，再由分析閘門開啟速率對內孤立波生成的振幅及傳遞速度之影響。

從結果發現，當閘門開啟速率為 0.04 m/s 時，內孤立波波谷抵達梯形障礙物前斜

面之頂點需 50.5 秒（圖 4. 1 之中間等密度線為淡鹽水界面）；開啟速率為 0.06 m/s

時，需 47.5 秒（圖 4. 2）；速率為 0.08 m/s 時，需 46 秒（圖 4. 3）；速率增加至 0.10 

m/s，時間縮短為 45 秒（圖 4. 4）；速率增至 0.12 m/s 及 0.14 m/s 時，所需時間僅

分別縮短至 44 秒及 43.5 秒（圖 4. 5 及圖 4. 6）。可見當速率大於 0.10 m/s 時，傳

遞時間並不隨閘門開啟速率之增加而呈現線性等比減少；上述模擬結果整理如表

4. 1 及圖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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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閘門開啟速率 0.04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圖 4. 2 閘門開啟速率為 0.06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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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閘門開啟速率 0.08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圖 4. 4 閘門開啟速率 0.10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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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閘門開啟速率 0.12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圖 4. 6 閘門開啟速率 0.14 m/s 之等密度線及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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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不同閘門開啟速率與內波到達障礙物傳遞時間表 

模擬組別 
閘門開啟速度 

（單位：m/s） 

內波抵達時間 

（單位：sec） 

1 0.04 50.5 

2 0.06 47.5 

3 0.08 46.0 

4 0.10 45.0 

5 0.12 44.0 

6 0.14 43.5 

 

 

圖 4. 7 內波抵達障礙物時間與閘門開啟速率關係圖 

由上述模擬結果可知，閘門開啟速度對內波傳遞速度有某種程度之影響；閘門開

啟速率越大，則下沉型內波波形越快抵達障礙物，但兩者並非呈現線性等比關係

（圖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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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閘門開啟速度也影響生成的內波振幅。茲將以上述 6 種不同的閘門開

啟速率（0.04 ~ 0.14 m/s，速率間隔為 0.02 m/s），在設計一無任何障礙物之小型水

槽（長 6 m、寬 0.5 m、高 0.7 m）中製造內波，所得之內波波谷於 X = 3.0 m 處時

之振幅模擬結果簡述於後。（網格大小 x = 2 cm，y = 0.5 cm） 

(1). 當閘門開啟速率為 0.04 m/s 時，內波波谷約於 Y = 0.3557 m，振幅約 5.43 cm

（圖 4. 8）； 

(2). 當閘門開啟速率為 0.06 m/s 時，內波波谷約於 Y = 0.3556 m，振幅約 5.44 cm

（圖 4. 9）； 

(3). 當閘門開啟速率為 0.08 m/s 時，內波波谷約於 Y = 0.3556 m，振幅約 5.44 cm

（圖 4. 10）； 

(4). 速率為 0.10 m/s 時，內波波谷約於 Y = 0.3555 m，振幅約 5.45 cm（圖 4. 11）； 

(5). 速率為 0.12 m/s 時，內波波谷約於 Y = 0.3555 m，振幅約 5.45 cm（圖 4. 12）； 

(6). 開啟速率為 0.14 m/s 時，內波波谷約 Y = 0.3554 m，振幅約 5.46 cm（圖 4. 13）。 

將以上閘門開啟速率與內波振幅整理如表 4. 2。由表可知，閘門開啟速率逐漸

增加，所形成的內波振幅也些微增大，故閘門開啟速率對生成內波之振幅大小有

所影響。 

表 4. 2 閘門開啟速率與內波振幅大小 

閘門開啟速率（m/s） 內波振幅大小（cm） 

0.04 5.43 

0.06 5.44 

0.08 5.44 

0.10 5.45 

0.12 5.45 

0.1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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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閘門開啟速度 0.04 m/s 之內波振幅（t = 26.5 s） 

 

圖 4. 9 閘門開啟速度 0.06 m/s 之內波振幅（t = 2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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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閘門開啟速度 0.08 m/s 之內波振幅（t = 22 s） 

 

圖 4. 11 閘門開啟速度 0.10 m/s 之內波振幅（t = 20.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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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閘門開啟速度 0.12 m/s 之內波振幅（t = 20 s） 

 

圖 4. 13 閘門開啟速度 0.14 m/s 之內波振幅（t = 19.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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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內波傳遞的波形與流場 

海洋內波行經大陸棚，受到底床及底床上障礙物的影響，造成水體交換及波

形改變；為瞭解此現象，本研究先針對三種在文獻常見的地形障礙物，利用

FLOW-3D 模擬內波通過各障礙物之流場。首先在一座長 12 m、寬 0.5 m 及高 0.7 m

的長方形水槽之中央 X = 5.2 m 處，設置一平直長斜坡，或梯形斜坡短平台，或三

角形等三種障礙物，前坡角皆為 13°，再以重力塌陷法造波及模擬內波傳遞，模擬

結果分別敘述於 4.2.1~4.2.3 小節。 

 

4.2.1 內波在長斜坡上傳遞之波形與流場 

本模型為前坡角 13°之不透水單斜坡。茲將模擬現象敘述如下： 

(1). 模擬初始條件為靜止狀態，水槽內不同密度的上下層液體無任何流動（圖 4. 

14）； 

(2). 當模擬歷時 t = 25 秒，孤立內波波谷抵達 X = 5.2 m 處之前坡腳（圖 4. 15）； 

(3). 當 t = 34 秒時，內波與長坡面接觸，密躍層上下流向相反，上層水體微弱溯上

（圖 4. 16）； 

(4). 在 t = 35 秒，上層淡水層呈現反射現象（圖 4. 17）； 

(5). 當 t = 36 秒，內波開始順著長坡往下溯降，同時斜面下半部之密躍層附近水體

呈現順時針渦流（圖 4. 18）； 

(6). 在 t = 43 秒，內波在 X = 6.5 m 接觸斜面，堤前反射波及下沉型內波水體對流

之作用，產生順時針及逆時針的渦流（圖 4. 19），但這種現象的下一秒（t = 44

秒），順時針渦流逐漸減弱（圖 4. 20）； 

(7). 當 t = 45 秒，密躍層之界面因內波溯降至最低點，左側溯上與右側溯下水體交

會，造成垂直湧升流（圖 4. 21）； 

(8). 從 t = 46 秒起，內水躍現象微弱，但內波開始順長坡向上推進，衍生溯升，逆

時針及順時針渦流仍然可見（圖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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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 t = 50 秒，內波持續沿著長坡向上溯升，此時流體速度達到最大（圖 4. 23）； 

(10). 在 t = 52 秒，內波前的順時針渦流已消失匿跡，表層水體因反射皆呈反向流動

（如圖 4. 24）； 

(11). 當 t = 54 秒，內波持續沿長斜面溯升，此時波浪尖銳度最大，並產生內水躍現

象（圖 4. 25）； 

(12). 於 t = 56 秒，內波溯升速度逐漸趨緩，同時逆時渦流也逐漸減弱（圖 4. 26）； 

(13). 在 t = 59 秒，密躍層之下方水體於斜面前反射，並有順時針及逆時針渦流伴生

（圖 4. 27）； 

(14). 當 t = 62 秒，內波已溯升達到最高點，坡面前反射，並形成紊流（圖 4. 28）； 

(15). 當 t = 64 秒，分層界面及坡面附近之流體因反射及重力之影響，開始離開斜坡

呈反向移動（圖 4. 29）； 

(16). 最後，t = 68 秒，下層反射達到最高潮，表層水體仍沿斜面向上傳遞（圖 4. 30）。 

 

圖 4. 14 孤立內波生成前水體平靜（13°長斜坡；t = 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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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內波前緣抵達 13°長斜坡之坡腳（t = 25 s） 

 

 

圖 4. 16 內波開始與 13°長斜坡之前坡面接觸（t = 3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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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內波開始由 13°長斜坡面反射（t = 35 s） 

 

 

圖 4. 18 內波順著 13°長斜坡溯下（t = 3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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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內波在 13°長斜坡前形成順時針及逆時針之渦動（t = 43 s） 

 

 

圖 4. 20 內波之順時針渦流在 13°長斜坡面前消失（t = 4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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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 內波在 13°長斜坡面溯下到最低點（t = 45 s） 

 

 

圖 4. 22 內波開始沿著 13°長斜坡面溯升（t = 4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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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內波沿 13°長斜坡面溯升且達最大速度（t = 50 s） 

 

 

圖 4. 24 內波持續沿 13°長斜坡面溯升，但前方順時針渦流消失（t = 5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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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內波持續溯升，波浪尖銳度達到最大，出現內水躍（t = 54 s） 

 

 

圖 4. 26 內波沿斜面溯升速度減緩，且逆時針渦流逐漸減弱（t = 5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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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密躍層下層水體在斜面前發生反射，且產生渦動（t = 59 s） 

 

 

圖 4. 28 內波在 13°長斜坡面溯升到最高點（t = 6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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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9 坡面附近之水體因重力及反射呈反向離開斜面（t = 64 s） 

 

 

圖 4. 30 內波在 13°斜坡頂呈現最大反射（t = 6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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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內波通過短平台梯形斜坡之波形與流場 

本試驗模型為一短平台與斜坡的梯形體（上底長 1.6 m，下底 3.2 m，高 0.37 m，

寬 0.5 m，前坡角為 13°）。 

(1). 模擬之初始條件亦為靜止狀態（圖 4. 31）； 

(2). 在開始造波後的 t = 31 秒，內孤立波波谷（水體中間的等密度線）到達斜坡坡

腳，斜坡上出現順時針渦流，同時平台後半部開始發生逆流（圖 4. 32）； 

(3). 於 t = 32 秒，內波波谷通過梯形斜坡坡腳，水體下層出現反射現象（圖 4. 33）； 

(4). 當 t = 33 秒，下沉型內孤立波波谷越接近梯形坡面（X = 5.5 m），反射及順時

針渦動越顯著，同時在平台上方水體出現由後方向前端（圖 4. 34）； 

(5). 當 t = 38 秒，內波波谷抵達 X = 6.3 m 處，並持續向前傳遞，且順時針渦流範

圍縮小；內波前半部在平台上出現整層水體往下游輸送，但原有逆流則沿斜

面溯下，並造成反射現象（圖 4. 35）； 

(6). 當 t = 42 秒，內波波谷已抵達斜面之頂端下緣處，坡面上方產生內水躍現象，

波谷前端的小型順時針渦流及其後端有逆時針渦流開始形成（圖 4. 36）； 

(7). 於 t = 43 秒，因界面有溯下水體，造成斜坡面頂部之分層界面的逆時針渦流與

平台左端發展的順時針小渦流逐漸定形，且平台上方的分層界面線逐漸向右

方移動（圖 4. 37）。 

(8). 當 t = 44 秒，上述逆時及順時之渦流持續發展，同時下沉型內波波形有逐漸緩

慢轉變為上舉型的趨勢，並向下游繼續傳遞（圖 4. 38）； 

(9). 在 t = 46 秒，內波蓄勢待發，沿著梯形斜面向上溯升，且平台上界面反流加強

（圖 4. 39）； 

(10). 從 t = 47 秒開始，內波持續沿斜坡面向上溯升，頂端右側的順時針渦流逐漸消

失，但逆時針渦動則有增強的現象（圖 4. 40），且內波之波浪尖銳度逐漸增加； 

(11). 當 t = 53 秒，此時上舉型內波的波形，波浪尖銳度最大，似乎幾近破碎階段（圖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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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後，內波於 t = 68秒，因底床磨擦力作用，波形在平台上逐漸減弱（圖 4. 42）。 

 

 

圖 4. 31 內波生成前於 13°梯形斜坡短平台四周水體平靜（t = 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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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2 內波波谷到達 13°梯形斜坡坡腳（t = 31 s） 

 

圖 4. 33 內波通過 13°梯形斜坡坡腳上方（t = 3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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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4 內波波谷越接近梯形斜坡坡面，渦動情形越顯著（t = 33 s） 

 

圖 4. 35 內波越接近 X = 6.3 m 時，開始發生反射現象（t = 3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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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6 內波抵達 13°梯形斜坡上端，坡面上方產生內水躍及兩個渦流（t = 42 s） 

 

圖 4. 37 內波在 13°梯形斜坡頂端發展逆時及順時渦流（t = 4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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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8 孤立內波在 13°斜坡頂部開始轉型（t = 44 s） 

 

圖 4. 39 內波沿 13°斜面溯升（t = 4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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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0 內波持續沿 13°斜面溯升，且斜面前出現明顯的逆時針渦流（t = 47 s） 

 

圖 4. 41 內波抵達 13°斜坡頂端，在短平台前端幾近碎波形態（t = 5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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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2 內波進入梯形短平台（t = 6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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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內波通過等腰三角形之波形與流場 

本小節描述模擬內孤立波通過一個等腰三角形不透水障礙物模型（底寬 3.2 m，

高 0.37 m，角度為 13°）的結果。 

(1). 模擬起初（t = 0）流體皆呈靜止狀態（圖 4. 43）； 

(2). 當 t = 31 秒，下沉型內孤立波波谷到達三角形障礙物前坡面的基腳，吸引後坡

面水體流向前坡（圖 4. 44）； 

(3). 當 t = 40 秒，內孤立波波谷趨近三角型之頂端前（圖中約 X = 6.3 m），由後坡

面水流沿前坡面溯下，又因反射之影響，靠近界面處之流速較快；同時在內

波後方（X = 5.85 m）產生微弱的湧升流（圖 4. 45），有助水體交換，與現場

觀測內波時，發現鯨豚追逐內波後緣，因內波捲起海底浮游生物及營養鹽之

可能現象相似； 

(4). 當 t = 42 秒，內孤立波波谷接觸到三角形前坡面的上半部，開始形成順時針渦

流（圖 4. 46）； 

(5). 當 t = 44 秒，內孤立波波谷前端沿三角形障礙物前坡溯下的水體與其後溯上的

水體相會合，逐漸形成順時針及逆時針兩個伴生渦流，同時繼續引進障礙物

背後方水體（圖 4. 47）。 

(6). 當 t = 46 秒，內波溯降至最低點時，下沉型內波轉變為上舉型波形，同時前斜

坡上出現內水躍特徵（圖 4. 48）； 

(7). 當 t = 48 秒，內波波谷持續向頂點推進，沿斜面往上溯升，並維持逆時針渦流

運動（圖 4. 49）； 

(8). 當 t = 51 秒，三角型頂部原本分開的界面再度連接，在後坡面逐漸形成微弱的

順時針渦流，同時新生的上舉型波形向前傳遞（圖 4. 50）； 

(9). 當 t = 53 秒，新生的上舉型波形持續向後坡面傳遞（圖 4. 51）； 

(10). 當 t = 60秒，上舉型波形翻越三角形障礙物之頂端，前坡面上維持逆時針渦流，

但流速逐漸減弱，在後坡面頂端則出現逆時針渦流（圖 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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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後，在 t = 63 秒，波動在前坡面反轉為微弱順時針渦動，而在後坡面轉為逆

時針渦流（圖 4. 53）。 

  

圖 4. 43 內孤立波於 13°之等腰三角形障礙物傳遞前水體靜止（t = 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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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4 內孤立波波谷到達前坡面的基腳（t = 31 s） 

 

 

圖 4. 45 內孤立波趨近 X = 6.3 m 處時，後坡面水流沿前坡面溯下（t = 4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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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6 內孤立波波谷接觸到等腰三角形之前坡面（t = 42 s） 

 

 

圖 4. 47 內孤立波在前坡溯下與溯上水體交會形成渦流（t = 4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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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8 下沉型內孤立波在前坡開始轉為上舉型，並產生內水躍（t = 46 s） 

 

 

圖 4. 49 內孤立波轉型後沿等腰三角形前坡溯升（t = 4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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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0 上舉型波形向等腰三角形頂部向前推動（t = 51 s） 

 

 

圖 4. 51 新生的上舉型波形向等腰三角形後坡面傳遞（t = 5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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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2 內孤立波在等腰三角形向後坡面繼續推進（t = 60 s） 

 

 

圖 4. 53 內波在三角形前坡反轉為順時針渦流，後坡面上形成逆時針渦流（t = 6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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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 FLOW-3D 軟體，模擬內波的生成、通過不同障礙物的波形變化及

分析內波的傳遞過程與波場變化。國內外對內波之研究，大多以現場觀測或實驗

室實驗為主，但由於現場及實驗室實驗較為費時、費財，且所得的實驗數據數量

較為有限，且前者僅適用於小範圍的地點觀測；而近年來所發展之數值方法不受

限環境之影響，且模擬重複性及數據精確度極高，故利用數值方法模擬流體力學

演算已逐漸成為熱門趨勢。但數值方法於內波研究在最近十幾年來才逐漸被重視，

目前這個領域尚處於發展的階段，故本研究選用具有高精度的計算流體力學

FLOW-3D 軟體，可將模擬內波傳遞時之流場及速度分佈以繪圖呈現，探討前人在

現場觀測室及實驗不易未能獲得的流場分佈。 

5.1 結論 

在實驗室以重力塌陷法製造內波，進行內波相關試驗，已經証實可行且所實

驗結果，皆可由數值模擬驗證之。然而數值模擬的重力塌陷法造波，除造波位能

差之外，閘門開啟速度對內波振幅及傳遞速度影響最大。閘門開啟速率快，內波

傳遞時間短，振幅大；反之，閘門開啟速率慢，則內波傳遞時間長，振幅小。本

研究考量以等比例增加閘門開啟速率，發現內波傳遞速度增加（或到達障礙物之

需時減少），但非等比縮短，而其傳遞時間逐漸趨於一個漸近值（定值），兩者並

非線性等比關係。 

在 FLOW-3D 軟體中，前置作業的網格大小設定影響運算的時間及儲存容量；

若設定網格粗糙，障礙物之模擬邊界呈現鋸齒狀，模擬計算結果較不精準、誤差

較大；若網格設定過於精細，則造成計算時間過長，佔用電腦記憶體運算空間及

使硬碟儲存資料劇增，且有可能使非主要影響因素，成為模擬結果之誤差。在本

研究的模擬設定過程中，曾遭遇網格過於細密，經 FLOW-3D 執行判斷分析表示記

憶體不足，而無法繼續計算；或由於網格精細度太高，導致對流項太大，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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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故網格大小之選擇，攸關計算結果及精確度，應慎選合宜。 

利用 FLOW-3D 模擬下沉型內孤立波之傳遞，通過斜面障礙物之結果中觀察出，

當內波坡谷接觸到障礙物斜面，在溯上至最高點後，會沿著坡面往下溯降；當內

波溯降至最低點，準備轉成上舉型波形向前傳遞，大都會發生內水躍；隨後才出

現上舉型波形沿斜面溯上，並持續向斜坡頂點及障礙物後方傳遞。因本研究僅製

造單一孤立內波，所以在初始能量經過不同機制逐漸減衰後，波形亦逐漸衰減。

在上述傳遞過程中皆伴隨著水體由斜坡反射及逆時針與順時針渦流的伴生或消散

現象。 

 

5.2 建議 

由輔助軟體 AutoCAD 繪製障礙物模型準備匯入 FLOW-3D 之前，建議首先完

成單位設定（如圖 5. 1）；繪製模型時，將模型置於第一卦限（X＞0，Y＞0，Ｚ＞0）

內，以避免因無法匯入 FLOW-3D 軟體系統及執行建模。另外，利用 AutoCAD 繪

製三角形模型時，需注意可能因奇異點（頂點）的關係，造成無法成功匯入模型；

若欲避免發生此問題，可另先增加長條矩形體（如圖 5. 2）與三角形結合，使其成

為多邊形（如圖 5. 3），再匯入 FLOW-3D 建模，接著將欲模擬之模型區塊移動至

網格內，其他區域則放置於計算網格外，無須計算。 

本研究利用 FLOW-3D 模擬研究尚有精進之處；使用數值模式於研究，必先對

模式做驗證，驗證此模式其適用性；其中影響模擬結果準確因子為網格大小及數

目，對於模擬網格大小及數目之決定，應先設計幾組網格數量做對照，比較各模

擬結果，在選定較適宜之網格大小及數目做研究應用；而本研究礙於硬體設備之

限制，故於模擬驗證時只能畫分 525,000 個網格（網格大小邊長各為 2 cm）做模

擬；若硬體設備更先進，則可更細分網格，使模擬結果更為精細。 

使用 Flow-3D 於下游邊界設定，也可將原本邊界處（控制點○1 ）拉長至有限

距離位置（控制點○2 ），並設定為屏障邊界（Wall，W），當波由控制點○2 產生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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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射波無影響控制點○1 時，則可將模擬觀察區下游設控制點○1 為模擬觀察邊界

（如圖 5. 4）。 

應用 Flow-3D 驗證前人的內波實驗，若已知前人實驗佈置的比例尺，則可嘗

試將模擬之結果與前人實驗之影像套疊，比較實驗與模擬結果之波形相似程度；

此外，前人實驗利用波高計量測內波振幅及厚度資料，亦可相互參照，以驗証模

擬結果之準確度，提高模式之適用性。 

本研究探討下沉型內孤立波之生成及傳遞，建議未來考慮加入連續內波群，

在 FLOW-3D 中將邊界設定為波浪邊界，並由許多頻率所組成之群波做為連續波群

的數值模擬；此外，可嘗試將入射波設定為斜向入射，套用於三維之模擬案例，

則可更貼近現實之內波運動現象（包括折射及繞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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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AutoCAD 2009 單位設定 

 

圖 5. 2 利用 AutoCAD 額外增加矩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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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利用 AutoCAD 將三角形與矩形體合成多邊形 

 

 

圖 5. 4  下游邊界設置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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