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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東沙環礁、內波、海流、水體通率、底部邊界層 

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其水體通率對於生物或化學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本實

驗在東沙環礁之西北水道進行了長達四週對波浪、海流之觀測，以便研究環礁之

水體交換率。近底床之垂直流速剖面由一支脈衝相干式剖面流速儀量測，另外單

點高頻支流速資料由兩支聲學都普勒流速儀觀測。所觀測之資料包含了兩個大小

潮汐，我們運用傅立葉分析取得主導支潮汐週期，發現全日潮主宰著潮汐之變化。

當西南季風盛行時，東沙附近海域之波浪主要由外海傳至之湧浪組成，其餘部分

為風浪。在觀測期間內，漲退潮之海流流向明顯方向相反。退潮時，海流流向是

往西北北方向退出潟湖；漲潮時之海水是往南南東方向湧進潟湖內。在退潮期間，

流速會高於漲潮時之流速，這代表著北水道之水體進出量的不平衡，且明顯看出

淨流通率為負值，表示水體是北水道輸出潟湖。從質量守恆之觀點，這結果表示

著西南水道或者是環礁平台上之波引流將大量之水體帶入潟湖內。但淨通率仍然

相對微小，代表著水體之交換仍然由潮流所主宰。在北航道之水溫變化主要是因

為日照輻射所影響。漲退潮所引起之水體進出影響程度遠低於太陽輻射之影響。

垂直剖面之流速大致上滿足對數分布。且並未發現流速有明顯之分層效應，表示

此期間內未觀察到明顯之內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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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Dongsha atoll, Internal Waves、Current、Water Mass Flux、Bottom 

Boundary Layer 

 

The water flow in Dongsha Atoll is important for bioge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 in atoll lagoon. Here, we present a four-week in-situ measurement of waves 

and currents to study the water mass flux at the north channel of the atoll. The 

near-bottom current profiles were measured by one bottom mounted pulse-coherent 

acoustic Doppler profiler and the turbulent flow motions were measured by two 

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ers. The dataset covers two spring-neap cycles where the 

major solar tide modulated the major lunar tide. The Fourier spectrum analysis was 

used to obtain the dominant tidal period. During monsoon season, swell generated by 

Southwesterly wind was dominated in this area. The observed current-flow was at 

opposite direction between flood and ebb tides. During the flood tide, the current flow 

was moving in Southeast direction while it changes to northwestward direction during 

ebb tides. The current speed is much larger at the ebb tides than that at flood tid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net water mass flux was not balanced at the north cannel. The 

observed mean net mass flux is negative (outward the lagoon),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water mass was transported throughout the channel from the atoll lagoon. From the 

mass conservation,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south channel or the wave-induced 

driven current along the barrier reef flat of the atoll may provide a positive net flux to 

bring the water into the lagoon. However, the value of the mean net mass flux is smal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change of the water mass between the atoll lagoon system 

and the adjacent open ocean wa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tidal currents. Radiation 

was the major factor accounted for the water temperature variation in north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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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mass flux was not significant in changing the water temperature. No 

stratification was observed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nal wave 

was absent in this fiel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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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標 

珊瑚礁地形廣泛分布在全球各熱帶海域，是海洋生態系重要的一環。珊瑚礁，

最主要是由石珊瑚目的珊瑚蟲骨骼形成的一種結構，這些珊瑚的骨骼是由碳酸鈣

（CaCO3）組成，其死亡之後，成千上萬的珊瑚蟲骨骼堆積成珊瑚礁海岸地形。

而活珊瑚則繼續不斷地生長在死去的珊瑚蟲骨骼之上。多年之後，它們一層一層

的使珊瑚礁增厚、面積變大，也為珊瑚礁提供了結構的強度。但是石珊瑚生活條

件相對嚴苛，因為珊瑚體內的共生藻類-蟲黃藻需要進行光合作用以提供養分給

珊瑚蟲，它們必須生長在海洋的透光層(水深不超過 50 公尺)中生長。因此，珊

瑚礁在清澈的水域裡生長速度最快。珊瑚礁錯綜複雜的結構，提供許多魚類和無

脊椎動物多樣的生活環境。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包含南海的東沙島以及其環礁，其位於熱帶地區，四面環

海，緯度約 20 度，且海水清澈、透光率極佳，故在其海域特別適合珊瑚礁生態

系的生長。 

東沙環礁公園之環礁為一典型環礁地形，地處南中國海(南海)北部，所含之

海域為環礁向外延伸 12 海哩，使得總面積達約 350000 公頃，是目前台灣總面積

最大的國家公園，陸域面積為 174 公頃，剩餘部份為海域面積。在環礁之西側為

東沙島，中間包圍著海水形成一內海(潟湖)，東沙環礁直徑約為 25 公里，其環

礁地形十分完備，包含有礁台、潟湖、沙洲、淺灘、水道及島嶼等特殊自然地形，

是屬於標準的環礁地形結構。環礁周圍的礁台在低潮時大部分會露出水面，其礁

台寬度約 2 公里。環礁內部為一水深最深 16 公尺的水域區，內有許多珊瑚丘、

小沙洲及淺灘暗礁等分布；環礁外水深約 25 公尺以上之區域則為陡坡或斷崖，

幾乎呈垂直下降至深海。東沙環礁的西北、西南側各有一天然缺口，東沙島剛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93%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A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F%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6%B4%B2


 

2 

 

位於此缺口之間，形成所謂的南、北交換水道，是外部水體進入內環礁水域的最

主要通道。 

目前東沙環礁公園隸屬於中華民國，為台灣第七座國家公園，也是第一座海

洋國家公園，但為了生態的保育，對外仍然未開放給一般大眾登島，島上除了軍

事管理單位，就是科學研究單位，所以相較於台灣本島珊瑚礁海岸，像是墾丁，

是沒有受到人為的迫害的，其完整度相較高。且有別於台灣本島南部之墾丁的裙

礁地形，此地的珊瑚礁地形為環礁地形，故中央潟湖的生態，與外部海域的關係

格外值得研究。 

關於物理特性方面，國立中山大學東沙國際研究站條列出東沙環礁具有以下

幾點特性：(1)地處全球最酸海洋；(2)受到南海內波影響；(3)該區珊瑚礁生態受

全球環境變遷影響甚大；(4)珊瑚礁生態系保留完整，各大生物物種的組成、分

布、資源皆具代表性，故此地值得各領域專家來進行科學研究。 

王玉懷、李逸環 (2014)提到，在環礁內，內部潟湖本身之水深分布不均，

水深可從 0到 15公尺深，最深則可達 22公尺，而整個潟湖的等深線如同心圓般，

呈現漏斗狀，深度往中心增加，其水深的分布與與珊瑚礁的生成有關。另外，環

礁的西北及西南各有個天然缺口，形成南北海水進出潟湖的主要天然水道，水深

約 5 到 8 公尺，整個潟湖地形之等深線可見圖 1。而這次計畫所規劃的實驗地點，

即在潟湖的西北水道。 

東沙環礁的活體珊瑚遍布整個內外環礁，但不同的是，在環礁內以及環礁外

部的活珊瑚分布比例大相逕庭。根據戴昌鳳 (2011)在「台灣珊瑚礁地圖-台灣離

島篇」一書中的調查資料，東沙環礁外珊瑚群聚狀態良好，主要分布在水深 0~15

公尺的礁斜坡區，平均珊瑚覆蓋率在 75~85%。但環礁內部潟湖區的活珊瑚覆蓋

率卻極低，約只有 5~20%。雖然環礁內大潟湖水體屬於封閉水域，但在其西北

方以及西南方各有一交換水道，尤其在漲退潮時海流皆會在此二水道進行大規模

的水體交換，但從珊瑚覆蓋率之調查結果看來，卻顯示大潟湖內與環礁外之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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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環境相差極大，才會導致這種差異。許明光、劉安國 (2010)中提到，南海

地區長年受到內波影響，但根據這樣的結果，內波是否能有效的將深海的營養鹽

帶進環礁潟湖內也值得探討？ 

許明光、劉安國 (2010)「神秘的巨浪-南海內波」文中有提到，在兩種不同

性質流體交界面上運動的波稱作界面波所謂的內波，即是當流體內部密度垂之分

布，呈現層化構造時，層化流體間的交界面受到擾動時也會產生波動。這種波動

發生於流體內部，故稱為內波。海洋內波的振幅與波長都比海面上的風浪大得多。

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大的南海內波的振幅可以高達 150 公尺，周期可長達好幾分鐘

到幾十分鐘，比海面風浪長得多。這是因為空氣與海水的密度相差很大，而混合

層與底層海水密度變化很小的關係。南海內波是在呂宋海峽所產生的，然後向西

傳播。當其遇到東沙環礁時，就分裂為南北兩群內波，通過後再繼續往西北前進，

最後因碎波消散不見，其衛星影像見圖 2。梁家睿 (2008)於東沙東北部大陸棚區

運用船載式及下放是聲學都普勒海流剖面儀 ADCP 觀測內波，結果發現內撥下

層近 400 公尺處最大流速可達 1.5 公尺每秒；上層最大流速發生在約 80 公尺處，

流速向西 0.6 公尺每秒，其節點在水深約 200 公尺。郭哲成 (2010)之內波研究顯

示，在水體密度分層介面的上方和下方的流速方向相反。在內波之波谷，上層流

速和波前進方向相同，但在內波之波峰處，上層之流速和波行進方向相同。 

海洋中的營養物質，會因為重力的關係慢慢地沉入海底，海面雖有陽光仍無

法提供充分的營養鹽，但湧升流會把深海之營養鹽帶至海面。內波運動及碎波時

都會造成上層海水及下層海水的混和，對局部地區之營養鹽供應有很大的貢獻。

由示意圖圖 3 看出，東沙環礁附近水域的深度迅速變淺，內波因波浪淺化作用而

向上抬升，形成湧升流，將沉降於海底的營養鹽帶至上層，使得上層水域的生態

建立完整的食物鏈。本研究的重點之一，即為南海內波是否能夠有效的將營養鹽

帶至東沙環礁潟湖內，所以才會有環礁內外活底珊瑚分布比率的差異。故本實驗

之規劃，是將所需使用之儀器，佈置至環礁西北出口的河道底床，測量其流速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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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分布剖面，並分析其紊流消散率垂直分布剖面。如此便可推算出環礁外部水域

與大潟湖水體的水體交換率。並藉由邊界層的垂直分布剖面來了解該地粗糙底床

對邊界層特性的影響和底部沉積物和營養鹽的傳輸過程。 

第二節 研究內容 

黃志誠 (2012)在文裡提及，在珊瑚礁水域中，底床上之海流將能傳送沉積

物、幼子、營養鹽等物質。而潟湖外部水域與內部水域之水體交換，更能決定了

潟湖內生物所需的水域環境。因此珊瑚礁上的水流及邊界層特性影響著珊瑚礁地

形、汙染物、營養鹽、生物等的分布。在珊瑚礁生態系中，營養鹽是維持該區的

一項重要因素，而珊瑚礁內的營養鹽的分布與該地區底床流體邊界層特性結構有

相當大的關聯。 

本實驗所使用之儀器都普勒流速儀，都普勒流速儀是利用升學原理來量測海

流之垂直剖面流速，有可分為船碇式或者是底碇式兩種形式。在過去幾十年間，

採種類之流速儀已被海洋界廣泛利用，但在國內仍較多為船碇式或深海錨碇式觀

測，至於淺水域之觀測則很少使用。本實驗即利用新開發之高頻流速剖面儀

PC-ADP 及高頻單點式流速儀 ADVO 來觀測流場之垂直空間分布，其優點則是

垂直解析度佳，適合淺水區域。本實驗將儀器架設在環礁西北河道底床上量測底

部邊界層的流速垂直分布剖面，可計算得其平均之單位水體交換率，進而推算整

體之總水體通率，以及分析出其底床上之邊界層之機制，以了解這些物理特性對

環礁生態系的影響。 

此實驗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一) 藉由觀測西北水道的水體通量(Mass flux)，進而推算其對大潟湖內的單位水

體交換率。 

(二) 分析大潟湖內水體交換率的影響機制，例如潮汐的影響及波浪的影響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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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三) 分析東沙環礁西北水道底床之水體運動的動力機制，檢視觀測到的邊界層是

否利用邊界層理論來描述。 

第三節 工昨期限與進度 

一、簽約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簽約日起 2 周內送達工作計畫書。 

三、自簽約之日起，隨即安排作業時程，包含儀器運送、班機預約等(如附錄一) 

四、工作人員於 2015 年 7 月 23 日搭乘班機前往東沙，執行第一次作業。 

五、工作人員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搭乘班機前往東沙，執行第二次作業。 

六、期中報告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並送達甲方審查。 

七、期末報告於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並送達甲方審查。 

八、工作甘特圖如表 1 所示。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報告共分為五章，其組織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為緒論，計畫緣起與目標部分主要介紹珊瑚礁的組成、分佈位置及生

態地位，以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地理位置及生態環境之簡述，並且針對南海內

波作簡短之介紹，本節大綱就是此研究想要探討的目標並對於研究背景做陳述說

明。研究內容則是針對待探討之研究項目做說明，條列出各個研究項目。工作期

限與進度則是本計畫期間內，工作的進度分配表，並呈現甘特圖。最後則是本文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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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主題背景及相關研究之探討 

研究主題背景及相關研究之探討乃整理前人的文獻，探討前人研究與本篇相

關研究的文獻，並在此基礎下能夠突顯出對於東沙環礁公園研究的獨特性以及價

值性。 

第三章 實驗設備及配置 

第三章為此次研究的實驗設備與現場佈置，對於運用的儀器進行詳述的說明，

包含各個儀器運作原理、設定方式及特性等。 

第四章 理論背景與分析方法 

第四章介紹運用到線性波理論搭配頻譜分析，求出基本水文條件，更運用前

人文獻的研究方法，進而求出水體通率等。分析方法為運用電子計算機搭配理論

計算物理量，包含水深、波高、水位頻譜等，還有資料品管的程序得以篩選出具

有品質的數據。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東沙環礁北航道之基本水文特性、波高、流速、水溫、水體交換率、

底部邊界層特性等觀測結果做呈現，並將其結果互相比對，討論其與物理現象符

合程度及探討新的物理特性。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結論部分將對研究北航道之水體通率及邊界層特性之結

果提出結論。第二部份建議將本研究不足的地方提出未來可以改進的建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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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即是規劃後續之研究方向。 

附錄一 工作備錄 

將本次工作之詳細工作內容記錄做整理，以及工作影像紀錄。 

附錄二 東沙氣候及水文概況 

參考國立中山大學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網站所提供之資料，將與本文有關之

背景資訊列於附錄二，例如東沙之氣候或流場分布，以便與本研究之結果作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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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月份 

\ 

工作項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計劃書修訂 ●           

儀器整備及

行前規劃 
 ● ● ● ●       

儀器運送     ●       

儀器佈置      ●      

資料採集      ● ●     

儀器回收       ●     

儀器保養        ● ● ●  

資料分析       ● ● ● ●  

期中報告    ● ●       

期末報告        ● ●   

成果報告          ● ● 

預定進度 

累計百分比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表 1 工作事項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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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東沙環礁地形等深線。(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圖 2.南海內波衛星影像。(資料來源：神秘的巨浪-南海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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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內波在海中運動示意圖。(資料來源：神秘的巨浪-南海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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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主題背景及相關研究之探討 

第一節 大潟湖水體交換率 

Hench et al. (2008)提到，環礁系統中，內部潟湖與外部海水之水體交換率，

會影響珊瑚礁上幼蟲、營養鹽、浮游動植物的傳送。其實驗運用了聲學都普勒流

速剖面流速儀(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所得之流速剖面資料，算出水體

流通率(water volume flux)
passQ 為： 

1

n

pass i i bin

i

Q u b h


  

其中，
iu 是分層間距(bin)中的流速； ib 是寬度； binh 代表分層間距(bin)之高度；n

表示分層間距(bin)的數量。 

相似的，計算單位寬度之水體流通率(unit water volume flux) passq ，即為將總

水體流通率 除去單位寬度 ib ： 

1

n

pass i bin

i

q u h


  

有了單位寬度水體通率，即可推求整體水道之總流通率。 

第二節 底床邊界層特性 

Perlin et al. (2005b)文中提到，在大陸棚上之近底床區域，流速之剖面處於邊

界層範圍之內，其呈現邊壁理論(law-of-the-wall)特性。當其遠離底床後，其剖面

相對邊壁理論出現些許偏差，其流速梯度也會隨高度而下降。Perlin et al. (2005a)

文中提到，邊界層之厚度通常大於 5 公尺，有時可高達 20 公尺。 

根據之前研究，Reidenbach et al. (2006)在紅海(Red Sea)地區的裙礁地形，並

運用聲學都普勒流速儀(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ry)在單一流向流場下量測邊

pas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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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層特性，其實驗指出邊界層理論可運用在珊瑚礁粗糙底床上的流場。 

Chriss and Caldwell (1987)提及，在海裡，黏性次層(Viscous Sublayer)上之底

部邊界層(Bottom Boundary Layer, BBL)可由簡單之對數理論推算。Sanford and 

Lien (1999)實驗結果顯示，近底床之流速剖面(深度在 5 公尺以內)可由二階對數

層理論(Second Log Layer)解釋。Perlin et al. (2005b)提到，若流場邊界層的單純為

粗糙底床所生成，而無波浪碎波之影響，則流速垂直剖面可用典型的邊壁定理

(law of the wall)來描述在自然邊界層的特性。每個流速剖面根據邊壁理論描述： 

*udU

dz z
  

其中，U(z)為各高層流速；z 為距底床之高度；為 von Karman’s 常數，值取 0.4；

*u 為摩擦速度(friction velocity)，其值與底床之剪應力相關，定義為 ，

為底床剪應力(bed shear stress)， 為流體密度(fluid density)。上式若取積分，則

可得到描述流速剖面之對數函數： 

* 0

1
ln( )

U z

u z
  

其中之 0z 為粗糙長度(roughness length)，因為其為積分常數，U( 0z )=0。例如曾

若玄 (1997)亦用此分布公式來描述底床邊界層。 

Grasso et al. (2012)提到，這方法可用在只有海流影響的底床邊界層大陸棚區

域，或者是 Reidenbach et al. (2006)提到的珊瑚礁海岸。 

  

*
b

f

u





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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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設備與配置 

本次的實驗觀測地點為東沙環礁之西北交換水道，水深約 5 至 6 米，底床為

珊瑚礁夾雜沙質底床。實驗時間為 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總時

間約為 4 周 28 天。 

本次實驗所佈放之儀器包括了 2 支聲學都普勒流速儀(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ry Ocean，簡稱 ADVO)，1 支脈衝相干式聲學都普勒剖面流速儀

(Pulse-Coherent Acoustic Doppler Profiler，簡稱 PC-ADP)。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

珊瑚礁底床之底部邊界層紊流消散率垂直分布剖面特性以及推估北水道之水體

交換通率。而各儀器詳細說明設定如下： 

第一節 實驗設備 

一. 聲學都普勒流速儀 ADVO 

ADVO 是美國製造商 SONTEK 公司研發之聲學式探測儀，如圖 4，儀器分

為兩個部分，一為探頭探測部分，另一為信號處理硬體(含電池組)，並且設定為

自記式，即須裝置電池提供電源。探測方式是由探頭射出 5M Hz 之聲波，射出

至離探頭18cm處2立方公體體積之取樣體積後反射回三個接收端，如圖5示意，

其偵測原理即為都普勒效應原理，利用反射回來之聲波頻率變化求得三個方向的

流速、訊噪比、相關係數或訊號反射強度等資料，所得之資料可經由信號處理硬

體將向量轉換成全球座標系統紀錄之。ADVO 另外有配置壓力計、溫度計、羅

盤等感應器，其所得之數據，可用於反映當地環境的狀況或接收訊號的品質。本

實驗 ADVO 設置取樣頻率為 16 Hz。因為我們擬將儀器之擺放期程延伸至近一個

月，在記憶體以及電池電容量有限的條件之下，我們決定以 Burst 之紀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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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料的採集，如圖 6 所示，設定每 30 分鐘內，只記錄其中前 15600 筆資料，

以作為該 30 分鐘內之資料代表值。 

ADVO 的電源供應方式有兩種，其一是由外部變壓器供電，優點在於可以

即時與電腦連結，即可直接量測即時數據，但其缺點在於在進行外實驗時，電源

的供應相當不便，亦須考慮到安全、地形等事項。另一種電源供應方式則為本次

實驗所採取之供電方式，在信號處理硬體中置入電池，使其自行記錄資料。好處

在於非常適合野外現的時驗，但其缺點為無法即時了解資料收集的狀況。所以在

設定儀器時需格外嚴謹小心，例如就需要考慮電池含電量的多寡，來決定儀器所

計量資料的方式。本次實驗選用之單顆電池組為 36 顆 1 號鹼性電池組成，內部

分為三層，每層皆由 12 顆串聯為一組，三組再並聯為一顆單顆電池組，如圖 7

所示。詳細 ADVO 之特性紀錄於表 2。 

二. 脈衝相干式聲學都普勒剖面流速儀 PC-ADP 

PC-ADP 也是美國製造商 SONTEK 公司研發之聲學式探測儀，亦分為探頭

部份以及信號處理部分，如圖 8。有別於 ADVO 的地方在於，它可測量特定空

間的流速剖面資料，見圖 9 所示，而不似 ADVO 只能量測單點之資料。並且，

這次 ADP 使用 PC 模式(Pulse-Coherent Mode)作量測。Polonichko and Cabrera 

(1999)；Lacy and Sherwood (2004)；SonTek/YSI, Inc.(2004)文中皆有詳細敘述脈

衝相干式之原理以及其與單點式流速儀 ADVO 的不同處。其原理大致上為探頭

一次發射兩道頻率為 1.5M Hz 之探測波，再接收碰觸到探測粒子反射波，但因為

粒子本身會移動的關係，所得之兩道反射波相位會有所不同，再依據其相間時間

和相位變化求出流速，原理如圖 10。其最大特點為可在指定空間中取樣高解析

度之三維流速垂直分布剖面。但若與用 PC 模式，則所得之資料無法經由信號處

理硬體將向量轉換成全球座標系統，所以只能得到儀器擺設時的座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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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DP 亦與 ADVO 相同，另外有壓力計可記錄該擺設點之局部水深壓力，也

配置有溫度計，可量測該地海水溫度，以反映當地環境狀況。本次實驗 PC-ADP

設置取樣頻率為 1 Hz，並同於 ADVO，以 Burst 方式進行資料的採集，設定每

30 分鐘，只記錄其中前 1000 筆資料，以作為該 30 分鐘內之資料代表值。 

本次實驗 PC-ADP 所採取之供電方式，也就是在信號處理硬體中置入電池，

使其自行記錄資料。本次實驗選用之單顆電池組亦同為 ADVO 使用之電池組。

其詳細 PC-ADP 之特性紀錄於表 3。 

第二節 現場佈置 

為了探討東沙環礁內潟湖之水體交換率及底部邊界層特性，現場儀器的佈放

位置為環礁北航道之出口處，且該點被珊瑚礁群所環繞。實驗中運用 GPS 進行

定位量測，將 GPS 的資料輸入 Google Earth 來顯示儀器之確切位置，詳細衛星

定位如圖 11 所示，位於北緯 20   45’、東經 116   45’。本研究中討論所擺放的儀器

中包括：聲學式杜普勒流速儀 2 支及脈衝相干式都普勒剖面流速儀 1 支。而儀器

陣列之架設方式可見圖 12 所示，3 支儀器探頭皆以特殊設計之角鋼支架進行固

定，並且以探針向上(Up-Looking)探測之方法進行量測資料。在圖中，三個儀器

探頭由左而右分別以 ADVO1、ADVO2、PC-ADP 各自命名，其量測點距底床高

度分別為 70、90、55 公分，其詳細整理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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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PC-ADP 儀器量測設定。 

參數名稱 實驗參數(數值範圍) 

聲波頻率 1.5M Hz 

座標系統 BEAM 

探頭量測方向 向上 

取樣點離探頭距離 10 cm 

取樣間隔大小  10 cm 

取樣間隔數目 20 

取樣頻率 1 Hz 

Burst 1000 / 30min 

 

 

 

 

參數名稱 實驗參數(數值範圍) 

聲波頻率 5M Hz 

座標系統 ENU 

探頭量測方向 向上 

取樣點離探頭距離 18 cm 

取樣體積尺寸 2 c.c 

取樣頻率 16 Hz 

Burst 15600 / 30min 

表 2.ADVO 儀器量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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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儀器量測點位置。 

儀器名稱 儀器距底床高度 

ADVO1 51 cm 

ADVO2 71 cm 

PC-ADP 4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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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DVO 儀器照片，左為量測探頭，又為電池及資料記錄器筒。 

圖 5.ADVO 探頭量測方法示意圖。(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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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Burst 紀錄方法示意圖。(資料來源：Sontek-ADP 使用手冊) 

圖 7.儀器所使用之鹼性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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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PC-ADP 量測範圍示意圖。(資料來源：Sontek-ADP 使用手冊) 

圖 8.PC-ADP 儀器照片。白色為探頭部分，黃色為電池及記錄器筒。 

(資料來源：Sontek-ADP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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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PC-ADP 量測原理示意圖。(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 

 

 

圖 11.儀器陣列擺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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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水下儀器陣列擺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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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理論背景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理論背景 

為了計算環礁西北水道的基礎水文特性，本研究利用頻譜分析搭配線性波理

論，計算各種基本水文資料，包括局部水深、水位、波高等，進而計算該水道之

水體交換率。運用 ADVO 或 PC-ADP 流速資料時，必須利用資料品管篩選出不

合理的資料並去除之，才能夠使用該筆資料。 

一. 基礎水文條件 

為了求得當地的局部水深，將兩支 ADVO 儀器，ADVO1 和 ADVO2，所紀

錄之資料，因為流速儀所取得之壓力資料，單位為分巴(dbar)，亦即一米水深壓

力，故可將每 30 分鐘一筆之壓力值取平均後，轉換成水深便可求得北交換水道

的局部水深 h。水位資料即是將水深資料扣除所有之壓力資料之平均值，以代表

水位之變化。 

本研究計算波高的方法採用頻譜分析搭配線性波理論，因海洋波浪為不規則

波浪視為 N 個規則波浪的總和，依據線性波理論的單位總能量密度 E 定義為:  

2

2 2

1 1

1 1

8 2

N N

i i

i i

g E
E H a

N g N




 

      

其式子中 2 為變異量，  為海水密度， g 為重力加速度，其中一振幅視為水位

能量頻譜為 

2

( )
2

ia
S f f   

而當 N∞時，變異量即為頻譜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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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S f f



   

根據 Rayleigh 分布的統計特性定義能量與示性波高的機率關係： 

1/2

4 4 ( )sH S f df   
   

上式中， ( )S f 為水位頻譜。 

二. 大潟湖水體交換率 

Hench et al. (2008)之現地實驗中，提出珊瑚礁上之水體流通率(water volume 

flux)
passQ 為： 

1

n

pass i i bin

i

Q u b h


  

其中， iu 是分層間距(bin)中的流速； ib 是寬度； binh 代表分層間距(bin)之高度；n

表示分層間距(bin)的數量。 

單位寬度之水體流通率
reefq 則表示為： 

1

n

reef i bin

i

q u h


  

故由流速資料便可計算出大潟湖內之平均單位水體交換率。 

第二節 分析方法 

實驗為了取得三維流向的流速，使用高時間解析度之流速儀 ADVO 以及流

速剖面儀 PC-ADP。所取得個儀器之瞬時流速資料，發現有些資料有與其他時間

的資料差異過大的狀況，不甚符合整體的趨勢，因而需要於使用前先去除之，此

程序所需進行的資料判定以及處理過程於下文有詳細敘述。另外，ADVO 以及

PC-ADP 所量測到之瞬時流速，其向量資料座標軸需要進行座標轉換，轉換成沿

海流之方向流速 u 以及水平垂直向 v 和垂直向 w 的瞬時流速，以便之後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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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後的資料分析，大致上是將每一個 burst 之資料取平均值，以該值來代

表該 30 分鐘內之資料。 

一. 基本水文資料分析及計算 

本研究基本水文條件計算方法為利用電子計算機程式 Matlab 以快速傅立葉

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搭配漢寧視窗(Hanning window)。ADVO 資料以每

1024 筆資料進行計算獲得單一頻譜，每 30 分鐘之 15600 筆資料在位移 50%資料

筆數情形下，共可得 35 個頻譜。並將每 30 分鐘所有的頻譜平均後獲得一整體平

均頻譜(Ensemble-Averaged Spectrum)，以增加統計值的準確性。並於程式輸入基

本物理參數，包含壓力、取樣頻率、時間等，搭配運用線性波理論可求出波數 k ，

進而求得線性壓力轉換係數
pk ，因為利用線性波理論做運算上會有數據偏移現

象，因此分析頻譜之範圍設定 0.05 至 1 Hz 之間的頻率，及壓力反應係數之倒

數數值小於 10 Hz，其頻譜分析後得到壓力頻譜，再經由線性波理論求出水位頻

譜，便可求得局部水深、波高等基礎水文條件。其運算流程圖如圖 13。 

二. 資料品管 

在 ADVO 及 PC-ADP 的紀錄過程中，除了紀錄瞬時速度資料外，還有相關

度(Correlation)、訊號強度(Amplitude)及訊噪比(Signal-Noise Ratio, SNR)，以上參

數皆可用以判斷資料之可信程度。相關度(Correlation)也稱相關係數，為 ADV 的

數據品質參數，該參數是一個直接對都卜勒輸出速度做計算之值。ADV 總共會

由三個接收軸計算三個相關值，計算反射至聲波接收軸的聲波速度的相關值。相

關性的表達是以百分比呈現，在理想的情況下，相關度值應該在 70 % ~100 %之

間，0 %則表示輸出的速度值充滿噪訊。訊號強度(Amplitude)的主要依據為反射

的信號振幅強度，當 ADV 探頭發出聲波進入經水體中，打至懸浮粒子後反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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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針接受器，過程中因為粒子濃度的差異會造成訊號強度的改變。水體如果太濃

濁，會造成訊號容易散射；水體若過於清澈也會造成反射訊號太過微弱。訊噪比

(SNR)是將信號功率與雜訊功率進行比較而得的比例，或是信號振幅與雜訊振幅

比後的平方值。 

在儀器運行過程中，除了擺放以及回收儀器時所造成的震盪外，可能因為漲

退潮或產生風浪的關係，而使在水體中的懸浮粒子濃度發生變化，甚至水體運行

產生的氣泡等等，使得資料數據產生異常峰值的現象，因此必須透過資料品管篩

選。 

為取得良好 ADVO 流速數據，必須設定流速的篩選門檻值。本次實驗參考

了 Elgar et al. (2005)之訂定標準，建議之聲波訊號強度大於 100 count 與相關係數

0.7 作為最低有效資料門檻值。圖 14 中四張時間序列資料由上至下分別為 ADVO

所量測之水深、波高、相關度以及訊號強度，單位分別為公尺(m)、公尺(m)、百

分比(%)、Counts。圖中，紅線代表 ADVO1 所量測之資料；綠線代表 ADVO2

所量測之資料，時間軸代表觀測的日期，單位為天，及從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

第 N 天。由圖中顯示，ADVO 量測資料之相關度與潮位變化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相關度資料的週期性，大致上吻合潮位變化的週期。兩支 ADVO 資料的相關度，

基本上都在 70%以上，平均落在 90-95%之間。第四張訊號強度的資料圖顯示，

整體上的趨勢呈現訊號強度與波高的趨勢吻合。當波高變高時，訊號強度隨之變

大，例如時間在 220 天前後或 235 天前後幾天皆有相同之現象，其原因應為產生

波浪時，擾動原本底部之雜質或沉積物，或者是表面風量所造成之白帽泡沫，增

強了儀器所接收之訊號強度。圖中在觀測資料的前期 7-8 天，幾乎沒有波浪的形

成，訊號強度就很明顯較低。總體觀之，ADVO 所收得之訊號強度多為 100 以

下，明顯低於 Elgar et al. (2005)建議之 100 為最低標準，原因為其適用於碎波帶，

本次實驗之實驗點為東沙環礁潟湖之北水道，水深約為5-6米，水質相當的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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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訊號之反射強度相當低，大致上只有 60-80 counts。另外，圖中很明顯的可

看出，ADVO1 的資料的品質並沒有 ADVO2 資料佳，故本研究所用之資料大體

上是以 ADVO2 之資料作為代表值。 

基於現場實地考量，本研究將每 30 分鐘的 ADVO 資料取出低於訊號強度數

值 50 之資料，以 NaN (Not a Number)取代，再設定低於相關度門檻數值 70 以

NaN 取代，最後將剩下之資料利用 Goring and Nikora (2002)提出的 3-D phase 

space method 法進行重置，最後得到去除峰值流速資料，整個處理過程整理於圖

15。 

PC-ADP 方面，其所量測之資料為整個兩米之垂直剖面，共 20 點之流速資

料，圖16及圖17為使用Sontek公司所提供之軟體ViewADP所轉換之資料呈現。

圖 16 為 PC-ADP 所測之資料之相關度，橫軸為時間軸，縱軸為量測剖面之高度，

等值圖的顏色代表相關係數，由圖可看出 PC-ADP 所的之資料相關度分布與潮位

變化有相當大的關聯性，亦即相關度資料的週期性，大致上吻合潮位變化的週期，

此現象與 ADVO 所觀察到之現象相同。由圖亦可得知整體上的相關度是與波高

呈現正相關，也就是當海表面出現波浪時，例如 8 月 8 日前後以及 8 月 22 日前

後幾天皆有較大的波浪，該區間儀器所測得資料之相關度明顯偏低。另外，就整

個空間分布來看，離探頭越遠的資料點，其資料之相關度會越低；離探頭越近之

資料點所得之資料相關度會越高，這顯示了距探頭越近的資料品質，比距探頭越

遠之資料品質來得高。圖 17 為 PC-ADP 所測之資料之聲波訊號強度空間分布，

其結果大致與ADVO所得到之結果相近，其訊號強度趨勢與波高的趨勢相吻合，

也就是當波浪發生時，增強了儀器所接收之訊號強度，反之在圖中在觀測資料的

前期，因為幾乎沒有波浪的形成，訊號強度就很明顯較低。此外，就整個訊號強

度空間分布來看，離探頭越遠的資料點，其資料之訊號強度就會越低；離探頭越

近之資料點所得之資料相關度會越高，是因為距離過遠的回波，會因為色散等因

素發散了原本的聲波強度，所以距探頭越近的資料品質，比距探頭越遠之資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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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來得高。兩張圖中亦可發現，在資料的頭尾部分，因為擺放儀器時間設定以及

回收時的關係，首尾之資料為錯誤無消資料，須於以去除。 

基於現場實地考量，本研究將每 30 分鐘的 PC-ADP 資料去除低於訊號強度

數值 30 之資料，以 NaN (Not a Number)取代，再設定低於相關度門檻數值 30 以

NaN取代，最後將剩下之資料同ADVO之處理程序，利用Goring and Nikora (2002)

提出的 3-D phase space method 法進行重置，最後得到去除峰值流速資料，其過

程整理於圖 18。 

三. 向量座標轉換 

本次實驗之地點選定在環礁之北水道，所以因為潮汐之影響，水體會隨著漲

潮由北水道湧進環礁潟湖內部；在退潮期間，水體會隨著潮汐經由北水道退回海

中。為求之後分析資料的方便性，我們將原本之三維流速(East / North / Up, ENU)

資料，轉換為水體沿水道進出之方向(along-channel / cross-channel / vertical 

velocities, u(t) / v(t) / w(t))三維流速資料，其示意圖可見圖 19。所需之轉換角度可

由向量分析求得，即將水平流速之南北向流速      及東西向流速     作向量疊

加，求出其與+ y 軸所夾之交角即可得知流速方向，其轉換角度可由三角函數原

理換算，其計算算式如下： 

11
tan ( )

2

East

North

u

u
   

其中之θ代表流向與+ y 軸之交角。在經由統計分析後，可找出水體沿水道流動

之轉角，該角度即為海流之流向。初始流速經以下座標轉換矩陣運算，可將原初

ENU 之瞬時流速轉換成海流流速。運算式如以下： 

cos sin
[ ][ ] [ ]

sin cos

North

East

u u

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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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所轉換出之 v(t)，其作變化幅度之值應趨近於零，因其為非主流方

向分量。座標轉換之流程圖見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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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局部水深.波高等基礎水文資料 

線性理論求出水位頻譜 

設定Kp範圍(頻率<0.5，1/kp<10) 

求線性壓力轉換函數Kp 

由線性波理論推算出分散關係式求出k(波數) 

每30分鐘的頻譜平均 

快速傅立葉配合Hanning視窗求出壓力頻譜 

輸入參數(壓力、取樣率……) 

圖 13.基本水文條件計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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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ADVO 資料品質。 

 

 

 

 

 

 

 

 

 

 

 

 

處理後流速資料： [vec,vnc,vuc] 

三維相位空間除突波法 

相關度門檻 : 70 

訊號強度門檻 : 50 

      流速範圍門檻 :  ±1.5(m/s)  

原始流速資料: [ve,vn,vu] 

圖 15.ADVO 資料品管流程。 



 

32 

 

 

圖 16.PC-ADP 相關度。 

 

 

圖 17. PC-ADP 訊號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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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PC-ADP 資料品管流程。 

 

 

 

 

圖 19.座標轉換示意圖。 

 

處理後流速資料 : [vec,vnc,vuc] 

三維相位空間除突波法 

相關度門檻 : 30 

訊號強度門檻 : 10 

原始流速資料: [ve,vn,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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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座標轉換流程。 

  

得到along channel;cross channel; vertical之流速 

得到之角度應用Jacobian矩陣將流速進行轉向 

將流速代入計算式，經統計分析可計算出海流流向 

資料品管後的球座標流速(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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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此篇研究重點在於北水道之局部流場時間及垂直空間分布，選擇 ADVO 和

PC-ADP 兩種儀器之資料作為主要研究的數據資料。 

第一節 水深與水位 

本次實驗日期為 2015年 7月 29日至 8月 25日，資料呈現的時間格式為 SDN 

(Serial Date Number)，以天為單位，實驗區間為 2015 年第 220 日至第 237 日，

共 28 日。圖 21 為 ADVO 之局部水深時序列資料，上圖紅線為 ADVO1 之資料，

下圖藍線為 ADVO2 之資料。由資料可以看出該地區水深平均約為 5.5 公尺，每

日之水深變化明顯隨著潮汐的漲落而有高低起伏。若將水深資料減去平均水深，

則可獲得該地之水位變化，圖 22 為 ADVO2 轉換後之水位變化資料。由 ADVO2

之水位資料可觀察出整個實驗區間之資料包含了 2 個大小潮之變化，在大潮時水

位的變化可超過 1 公尺；在小潮時水位的變化大約只有 30 公分。為了瞭解水位

資料的組成成分，本研究運用頻譜分析檢視資料的各組成成分。若將 ADVO2 資

料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可得到的頻譜為圖 23。頻譜圖中，代表頻率之橫軸頻

率呈現方式皆為 1/天，以便觀察期與潮汐周期關聯。圖 23 中可大致觀察出水位

變化資料最主要的組成成分周期約為一天，應該為全日潮(Diurnal Tide)所影響；

次要之組成成分周期約為半天，應該為半日潮(Semidiurnal Tide)所影響。這代表

著此地區之水位變化主要是由全日潮和半日潮所混合而成，形成明顯混合潮

(Mixed Tide)之水位變化。 

第二節 波高 

根據上一章節所述之方法，藉由計算水位頻譜之方式可間接求得波高之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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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資料。圖 24 為 ADVO2 所求得之波高資料，可看出整個實驗區間波高變化極

大。從 210 天開始至約 217 天之間，平均波高只有約 20 公分，與其於後段資料

相比相對屬於無波浪區間。但從 218 天開始至約 222 天的時間內，出現資料第一

個高峰值，此區間波高明顯激增，高度可達超過一公尺，此區段為實驗期間內波

浪最強的區間。而自 223 天到 233 天之間，波浪狀況稍微好轉，波高也降至 50

公分。最後一區段為 233 天以後之資料，此區間內波高達到第二個高峰值，波高

也是明顯增高，高度亦可超過一公尺。圖 25 為波浪周期時序列資料，可藉由波

浪周期之資料來探討波浪的成因或來源。由波浪周期可對應波高之資料，在第一

個強波浪區間前後，所觀測到之波浪周期大約 15 秒至 20 秒；在第二個強波浪區

間內，所觀測到之波浪周期也是大約落在 15 秒至 20 秒；其餘的周期大致為 5

秒到 10 秒內。在這兩區間內之強波浪周期皆高於其於資料，可推知該地區當時

之波浪可能是由外海傳入湧浪(Swell)，所以其週期會相對高於其他為小風浪。為

了瞭解當地風場的變化，圖26與圖27為國立中山大學所提供之風向及風速資料，

資料內容為每小時 10 筆資料。圖 26 為風向角度時間序列，圖中顯示當時間軸約

在 219 天之後，風場轉吹西南風，且由圖 27 可看出風速也隨之增大。為了比對

南海區域與東沙附近的天氣變化，以了解整個大範圍之天氣，我們另外取得了海

象模擬的資料，圖 28 為台灣海科中心所提供之南海浮標(大致位於東沙島東北東

約 200 公里處)觀測資料以及 SWAN 模擬之預報資料，時間為 2015 年 8 月。圖

中圖(a)到(f)分別為波高、波浪週期、波向、波向量、風速和風向量，藍色之資

料點為 SWAN 模式所預測之值，紅色則為浮標所觀測之資料。由圖(c)比對圖(f)

可看出風向與波向相同，甚至在本島上所測得之風向資料也相擬合，代表整個南

海北部區域收到西南季風的影響，使得風場及波向隨之變化。 

第三節 流速與流向 

ADVO2 所取得之三維流速資料為(East / North / Up, ENU)方向資料，須找出



 

37 

 

轉換角度將其轉換成水體沿水道進出之方向(Along-Channel / Cross-Channel / 

Vertical velocities)之三維流速資料，並定義流進潟湖之方向為正，流出為負，有

關轉換座標之詳細方法見前一章所述。圖 29 為運用三角函數所轉換得的流速向

量與+ y 的交角，可見其流向很明顯分為 330 度西北向及 160 度東南向，大致上

每天會轉換流向一次。圖 30 為 ADVO2 資料中，每個流向資料所繪出之玫瑰圖，

其半徑長度之單位為發生次數，角度分配以每 5 度為一個單位。所以每個輻射條

代表著整個實驗區間內，流向發生在該角度範圍內的次數，故可知該實驗點所觀

測到之海流流向，基本上分布在西北北向及南南東方向，根據地形分布，潟湖位

於北航道位置，即可得知退潮時海水是往西北北方向退出潟湖；漲潮時之海水是

往南南東方向湧進潟湖內。圖 31 為使用 ADVO2 流向與流速資料所繪製成的矢

量圖，箭頭為海流之向量，流速單位為 10 cm/s。此圖顯示了海流方向和大小隨

時間之變化，由圖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到每個潮汐海水進出的狀況。為了取得最能

代表性整體流向之角度，我們將所有 ADVO2 南北向速度以及東西向流速之資料

點描繪出來，取線性回歸代表整體之流向，如圖 32 所示。圖中之回歸線與+y 之

交角為-32 度，故取該值來代表 ADVO2 之流向。有了整體流向之角度，便可將

原本之 ENU 流速作座標轉換，使其分成水體沿水道進出方向(Along-Channel / 

Cross-Channel / Vertical velocities)之三為流速資料。圖 33 為 PC-ADP 所量測之資

料，總共分為 20 層，每層之高度間隔 10 公分，由圖可見每一個高層所量測之資

料結果皆呈現相同之流向，這代表該點之流向之垂直分布是相同的，並取 20 點

資料之流向平均值-34 度，來代表 PC-ADP 之流向。將 Along-Channel 以及

Cross-Channel 之流速繪製於圖 34，圖中之紅色資料為 Along-Channel 之流速；

藍線為 Cross-Channel 的流速。由圖可明顯看出，Cross-Channel 之流速相較

Along-Channel流速變化小很多，表示所選之角度可代表該點之海流主流之方向。

若 Along-Channel 流速大於零，表示該時間屬於漲潮時段，水體湧入潟湖之內；

若 Along-Channel 流速小於零，表示該時間屬於退潮，水體退出潟湖之外。在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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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時段，流速之最大值大約只達 18 cm/s；但在退潮時，流速之最大值卻可達 30 

cm/s。整體上觀察，退潮時之流速大致上比漲潮時大約兩倍，這代表潟湖水體在

北航道的進出量，應該屬於不平衡的狀態，流出的水量會多於流入潟湖的水量。

造成此現象之原因，是由於環礁地形的影響，整個大環礁只有西北及西南兩個大

型水道，其餘部分皆為珊瑚礁礁台環繞所構成。當漲潮之時，礁台區域會被海水

覆蓋，當海平面高於礁台時，海水就可由四面八方湧入潟湖之中，外部海水不是

單單只靠西北及西南水道進出，所以在漲潮時，北航道流入潟湖內之水體流速會

降低。但是處於退潮時，海平面之高度低於礁台之高度，使礁台露出水面，此時，

外部海水之進出主要是靠南北水道所主宰，所以在退潮期間，北航道流入潟湖內

之水體流速大小會高於漲潮時之水體流速大小。詳細探討北航道之水體通率在下

節中詳述。再將 ADVO2 流速資料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得到頻譜如圖 35。由

圖可知，流速變化最主要之組成成分是週期為一天之全日潮，其餘為周期為半天

的半日潮以及週期為 2 周之大小潮的成分，此項結果代表流速之變化，即海水的

進出主要是由全日潮所主宰。圖 36 為 PC-ADP 所測得之流速剖面資料，流向已

轉換為 Along-Channel 之卡氏座標系，等值圖之顏色代表流速之大小，單位為公

分每秒：縱軸之數字表示量測資料點具底床之高度，單位為公尺。由流速垂直剖

面圖可發現，在高處之流速會比低出之流速高，代表在量測範圍內，受到邊界層

效應之影響，而整體流速也有大小潮之差異。詳細邊界層特性之探討見後節討

論。 

第四節 水溫 

圖 37 為兩支 ADVO 的溫度計所量測之當地水溫時序列資料，上圖紅線為

ADVO1 之資料，下圖藍線為 ADVO2 之資料。由圖中可看出，基本上每天都有

一次水溫的起伏周期，這是因為日照輻射所引起的現象，白天海水受到日照加溫，

所以在白天水溫會漸漸地上升；晚上無太陽提供熱能，所以海水溫度會回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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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內，當地海水溫度平均約攝氏 29 度，並且發現它有緩緩上升的趨勢。

圖 38 顯示了實驗 28 天內，每天每小時之溫度平均值，即將 28 天每天的第 n 小

時之溫度取平均值，所以在 n 時之溫度值代表 28 天每天第 n 小時之溫度加總平

均。此圖可觀察到水溫有很明顯之日夜變化，在白天的時間裡，溫度開始持續升

溫，等到晚上沒有日照以後，水溫就持續下降。為了瞭解當地氣溫來確認溫度正

確的趨勢，我們向國立中山大學所取得島上氣溫監測數據，如圖 39 所示。由島

上觀測之數據可得，當地氣溫平均也是約 29 度，日間夜間的氣溫也相同有所起

伏，整個實驗區間之溫度亦有上升的趨勢，這顯示了水溫與氣溫之趨勢呈現正相

關。圖 40 為 ADVO2 量測之水溫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所得之頻譜圖。頻譜中顯

示，最主要之組成成分周期約為一天，也就是白天日照導致的周期性變化。另外，

在頻率較低之區域也有次要組成成分，其成分周期約為 14 天左右，推計此為大

小潮影響海水進退量的結果。 

第五節 水體通率 

為了推算大潟湖北水道水體交換率，我們將 ADVO2 每個全日潮(約為 24 小

時 50 又分鐘)之水體通量做加總，以求得每個全日潮之水體通率。圖 41 之下圖

為 ADVO2 每一全日潮之水體通率長條圖，並且搭配水位時序列圖以便觀察其隨

大小潮之變化，資料是以量測點之資料來代表該處 1 平方公尺面積之流速，取樣

面積乘上流速即可得到通率，本圖是將每個全日潮之流量做加總，故每一值條即

代表該區該全日潮之流量。由此圖與水位圖做比較，可發現在小潮的時候，每個

全日潮之淨流量大部分為正值，代表小潮期間，北水道是將外海之水體帶入大潟

湖之中。但在大潮的時候，每個全日潮之淨流量為負值，且其規模比小潮時大約

2 到 3 倍，這代表大潮期間，北水道大部分水體是由潟湖內部排出。此現象之原

因與環礁之地形有關。大潮期間，漲退潮之幅度相當的明顯，漲潮時之海水位高

於環礁礁台之高度，使得外部海水可由四面八方湧進，降低了北水道之水體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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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退潮時，海水位高度低於環礁平台，海水之進出就只靠南北航道主宰，導致

了退潮期間流量大小遠高於漲潮時之流量。但相對的，在小潮期間，漲退潮時之

海水位高度變化相較於大潮時小許多，環礁地形效應較小，故導致小潮期間每個

全日潮之流量與大潮時大為不同，水體之淨流量不再大規模向外流出，而是小規

模的進入潟湖之內，這可說明在小潮之時，海水位之震盪起伏略高於環礁平台，

故在退潮時沒有明顯水體外流的現象。圖 42 為每個全日潮之水體通量與全日潮

差作圖，由圖可看出當全日潮差越大時，所對應之水體通量就越大，尤其是在退

潮時段(水體流量為負)。而在全日潮差小時，水體之通量相對較小。 

第六節 底部邊界層特性 

PC-ADP 所測得之資料為底床向上方 55 公分開始量測流速剖面，每隔 10 公

分一層，共 20 個資料點，量測之流速剖面範圍約 2 公尺。故可從此筆資料看出

近底床邊界層之流速，以及邊界層效應，剖面圖中，縱軸之高度為觀測點距底床

之高度，單位為公尺；橫軸之流速單位為公分每秒。圖 43 是所有潮汐之中，退

潮時最大流速時刻之流速和流向剖面分布圖，退潮時的最大流速方向約為 330

度到 340 度左右，即為西北北方向。其流速分布深受邊界層之影響，離底床距離

越遠處流速越大，距離越近則越小，最大速度可達近 40 公分每秒。圖 44 是所有

潮汐之中漲潮時最大流速時刻之流速和流向剖面分布圖，其中的漲潮最大流速方

向約為 150 度到 160 度左右，即為南南東方向。其流速也明顯受到邊界層效應影

響，速度隨著離底床高度增加而增加，速度可達約 25 公分每秒；圖 45 為漲退潮

時，其最大之流速垂直分布剖面圖，觀測期間一共分了 27 個潮汐區間。左圖為

退潮時之流速垂直分布剖面；右圖為漲潮時之流速垂直分布剖面。由圖可觀察出，

在所有漲退潮之流速最高時，其剖面都有明顯之邊界層特性，且其趨勢大致上一

致，似乎滿足邊界層之對數定律。圖 47 為將所有漲退中之各最大流速資料做對

數擬合，我們取所有之資料點做最小平方法的最佳線性回歸，可得到邊界層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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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之常數值。由此便可擬合出每個剖面之流速。圖 47 為擬合出之整個水深之

流速垂直分布剖面。整段觀測期間並沒有出現上下層流速完全相反的極端現象，

這代表著在這段期間，南海之內波並未明顯傳遞至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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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DVO 水深資料，上圖為 ADVO1，下圖為 ADVO2。 

 

 

圖 22.ADVO2 之水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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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ADVO2 之水位頻譜圖。 

 

 

圖 24.ADVO2 之波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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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ADVO2 之波浪周期。 

 

圖 26.中山大學測站提供之風向資料。 

 

圖 27.中山大學測站提供之風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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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海科中心提供之浮標觀測資料及 SWAN 模式模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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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ADVO2 之流向資料。 

 

 

圖 30.ADVO2 之流向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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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將 ADVO2 之流速資料點做線性回歸。 

圖 31.ADVO2 之海流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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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將 PC-ADP 之流速資料點做線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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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ADVO2 之座標轉換後之流速資料，紅線為 Along channel 方向流速，

藍線為 Cross channel 方向流速。 

 

圖 35.ADVO2 之 Along channel 流速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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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PC-ADP 之 Along channel 流速剖面資料。 

 

圖 37.ADVO 之水溫資料。上圖為 ADVO1，下圖為 ADV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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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ADVO2 之每日水溫平均。 

 

 

圖 39.中山大學測站提供之氣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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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ADVO2 之水溫頻譜圖。 

 

圖 41.上圖 ADVO2 為水位圖；下圖為 ADVO2 之水體通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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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ADVO2 全日潮差與水體通率關係圖。

 

圖 43. 退潮時期之最大流速流速與流向剖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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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漲潮時期之最大流速流速與流向剖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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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所有潮汐之漲退潮最大流速剖面垂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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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根據邊界層理論計算之流速剖面圖。左圖為退潮時段；右圖為漲潮時段。 

 

圖 47.運用邊界層理論推算出之垂直流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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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 由北航道之水位變化代表著此地區之水位變化主要是由全日潮和半日潮所混

合而成，形成明顯混合潮(Mixed Tide)之水位變化。 

2. 當西南季風盛行時，東沙附近海域之波浪主要由外海傳至之湧浪組成，其餘

部分為風浪。 

3. 在退潮時，北水道之海水是往西北北方向退出潟湖；漲潮時之海水是往南南

東方向湧進潟湖內。且因為環礁地形的影響，北水道之水體進出量呈現不平衡狀

態。在漲潮時段，流速之最大值大約只達 18 cm/s；但在退潮時，流速之最大值

卻可達 30 cm/s。這代表潟湖流出的水量會多於流入潟湖的水量，從質量守恆之

觀點來看，代表著西南水道或是環礁平台上之波引流將大量之水體帶入潟湖內。

且在小潮時，每個全日潮之淨流量大部分為正值；在大潮的時候，每個全日潮之

淨流量為負值。 

4. 在北航道之水溫變化主要是因為日照輻射所影響。漲退潮所引起之水體進出

影響程度遠低於太陽輻射之影響。 

5. 垂直剖面之流速大致上滿足對數分布。且並未發現流速有明顯之分層效應，

表示此期間內未觀察到明顯之內波效應。 

第二節 建議 

1. 未來需要應用地形量測技術對於本研究研究區域進行量測，以便推算北水道

整體之流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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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實驗中，只有在北水道擺設一點流速儀陣列，若要精準計算潟湖內與外

海之特性差別或物質交換率，需要餘外海及潟湖內部擺設儀器，才可得知更精確

之物理特性。 

3. 若要推算潟湖內部整體環流，可於南水道及東岸環礁區域擺設流速儀，即可

得知精確之流場，及探討環礁整體之水體交換情形。 

4. 對於極端氣候(例如颱風)或其他季節之資料，若能長期觀測，則可探討環礁流

場在不同季節之特性。 

5. 未來增加對於紊流方面的探討，研究當地紊流物理特性能幫助了解懸浮微粒、

營養鹽以及汙染物之傳輸，對東沙環礁公園環境維護由所助益。 

第三節 後續研究方向 

在底床邊界層(bottom boundary layer)上，紊流動能(turbulenct kinetic energy，

TKE)最大生成來源為海底粗糙表面，因為底床表面阻力會引起垂直底床方向剪

應力。而有關珊瑚礁岸粗糙底床上的紊流特性，現在也只有少數的研究結果，如

Reidenbach et al. (2006)。因為這種現地實驗受限於儀器和分析的技術，近幾年來，

也只有少數成功的實驗觀測到珊瑚礁上的紊流特性。 

Nelson (1996)；Lowe et al. (2005)提到，在粗糙底床上，摩擦是造成的紊流

消散率的主要原因之一。Tennekes and Lumley (1972)書中提到，造礁生物結合石

灰岩產生粗糙的底床表面，會引起紊流的剪應力，即珊瑚礁底床會對邊界層造成

摩擦剪力影響紊流消散率。 

Dewey and Crawford (1988)提出，假設剪應力在邊界層的生成率固定，典型

的底床邊界層尺度分析定律(BBL scaling law)為： 

  
3

*u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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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即為紊流消散率。 

Lanckriet and Puleo (2013)在現地沙質海灘實驗中，運用了結構函數(structure 

function)計算了沖刷帶(swash zone)和內碎波帶(inner surf zone)之紊流消散垂直分

布剖面，Pope (2000)一書中所提及的結構函數(second-order longitudinal structure 

function)定義： 

 

上式之中， 為流速儀所測得之垂直流速分量； 為瞬時速度 的紊流擾動項：

為間隔距離(separation distance)，即觀測之兩點之距離； 為時間； 為總體

的平均。有了流速儀所量測的這些資料，就可以算得結構函數。Kolmogorov (1941)

提到，結構函數 來表示為： 

  

在慣性次區(inertial subrange)中， =2.0 為經驗常數。故待求之紊流消散率 即

為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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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備錄 

 3/1~5/31 預約登島期程 

本計畫之作業地點位於東沙島北區海域，即環礁之北水道，並規畫於北水通

道底部之珊瑚礁區域中架設流速儀陣列採集流速資料，預計收集夏季近一個月的

海流資料來進行數據分析。由於暑期登島的團隊數目眾多，導致了預約機位的困

難，以及考慮到的計畫結案的時間，這次實驗我們只預訂到了僅僅四周的採集時

間，於 7 月 23 日該周登島擺放儀器，再於 8 月 20 日該周登島回收儀器。 

 6/29-7/1 參與中研院研討會 

因為這次計畫為我們的研究室首次登島作業，我們對於東沙的實驗環境是完

全的陌生不熟悉，所以我與老師在 6 月底一同參與了中研院所舉辦的東沙研討會，

海報。會中，我們聽到了許多國內與國外的團隊的實驗成果分享，也於會後親自

與實驗者討論實驗的進行方法以及當地環境的限制。結果發現到，我們原先許多

計畫經過與過來人討論後，是無法進行或是具相當大困難度的，例如船隻的預約、

環境的限制、配備的吊掛、人員的配置等，都是需要考慮在實驗中，並非如計畫

所預期。經由研討會的參與，我們才發覺到這次的現地實驗困難度相當大，也必

須於行前做好最萬全的準備以及規劃後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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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研討會海報。 

 3/1-7/15 採買實驗器材 

本計畫所進行的水下實驗，與之前研究室所進行的實驗大不相同，架設儀器

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先前我們研究室規劃之野外現地實驗皆於海岸之潮間帶

進行資料的量測，但這一次的計畫需於水底下作業，也就是需要配裝潛水裝備進

行實驗，所以行前的潛水訓練以及器材的準備需要相當的嚴謹完備。由於島上物

資相當的缺乏，我們所有的材料必須在台灣就先準備齊全，並且皆須預先構想好

後備方案，及多準備額外備品，以預防臨時的狀況。本次實驗所需購買之材料主

要包含了三大部分：儀器零件、水下作業配備和儀器支架。儀器零件意指儀器本

身所需之配件及材料，如電池、螺絲，矽油等。水下作業配備包含鉛塊、水下記

事本、浮球等配備。儀器支架即為架設流速儀陣列所需之材料，如角鋼、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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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絲等。另外也需購買些野外實驗之工具。 

 

 

 6/30 繳交期中報告 

期中報告於六月中需繳交，因此我們將之前所做的準備以及所更動的計畫項

目做編撰，並於月底寄送。 

 7/1 安排設備運送 

我們實驗期程安排至七月底至八月底，所以我申請了七月的船期運補。在出

發前做好最後的確認並裝箱整理清楚，以免到時運送時物品有所遺失。因為我們

的物品屬於較大型的精密儀器，我們特別請搬運公司在指定日期將待運物品運送

至高雄港，以確保儀器運送安全運送。等到 7/23 之後我們再登島接收儀器準備

實驗。 

照片 2.所購買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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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行前器材整理。 

 7/23-7/30 登島作業(架設+擺放) 

登島之作業內容，主要包含了三大部分，第一項為場地勘查，其二為架設儀

器，最後則是佈放儀器。現地勘查部分，由於我們對當地環境不熟悉，也不清楚

哪個地點適合擺放我們的儀器陣列，再加上出船的日期多有限制，所以我們登島

後有花了許多的時日在探查當地情形狀況，以及預約船隻使用。最後的決定，是

我們必須使用環礁二號，因為我們的儀器設備約有 100 公斤，必須使用到環礁二

號上的 A 型吊臂，且相較於環礁一號，二號船隻噸數較大，以便於我們在船上

的作業。也因為天候以及流況等其他的因素，我們無法如原初計畫所述，將儀器

陣列擺設至北水道及南水道，最後只選擇在離北岸約 5-6公里處擺設流速儀陣列，

現場照片。第二部分為架設儀器，我們從台灣運送了很多的角鋼支架以及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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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島上組裝成儀器支架。最後的佈放儀器部分，我們有麻煩中山大學的助理們

協助，以及最後完成之水底架設圖，該地區多被珊瑚礁環繞，周邊底床為沙質底

床。  

 

照片 4.使用環礁二號載運儀器陣列。 

 

照片 5.擺設地點觀望東沙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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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儀器陣列架設。 

 

 

照片 7.使用船隻和吊車協助儀器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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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水下作業情景。 

 

 

照片 9.水下儀器擺設圖。 

 7/29-8/26 紀錄資料 

在再次登島之前，大約有四週的時間，讓流速儀陣列紀錄資料。在島上作業，

我們發現我們水下作業的經驗十分不足，需要更多的練習和經驗，所以在這段期

間內，我和老師也特別親自去東北角練習浮潛及潛水，以利下次登島時的水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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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回收作業。 

 8/20-8/27 登島作業(回收+探勘) 

最後一周之登島作業，最主要的工作不外乎就是回收儀器，並將儀器紀錄器

帶回台灣，以進行資料分析。一同上次登島作業一樣，我們必須麻煩中山的助理

群幫忙協助作業，且由於上次使用船上之起重機時，發現它已經鏽蝕損壞而無法

使用，所以這次登島我們自行購買了手動式的吊臂，以取代原本的起重機。最後

靠著助理們及船長的幫忙，我們很順利地回收了儀器。這次上島除了回收儀器之

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找適合實驗地點。我們去探勘的地方包括了北岸

的水草珊瑚礁復育區，以及島上小潟湖水域。發現這些地點也有可發掘的新議題，

例如水草床上之動能消散率等，這些皆可做為下次登島實驗的題目，且無須使用

到船隻，這樣就可避免許多如天候或團隊預約的限制，使實驗可以更順利的進

行。 

 

照片 10.回收儀器作業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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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回收之儀器，藻類覆蓋整組儀器。 

 

 

照片 12.東沙島北端海岸現場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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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北端海域為水草床。 

 9/15-10/30 儀器保養 

從東沙島回送之儀器於九月中抵達高雄，依然請貨運公司於當日在高雄剛接

收，並於當天下午回送至學校。因為現場儀器使用完之後，需進行保養，以及零

件之更新，所以保養儀器方面必須立即著手，以防儀器損壞。 

 

照片 14.回送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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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待保養之儀器。 

 

 

照片 16. 待保養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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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東沙氣候及水文概況 

(資料來源：國立中山大學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一. 氣候 

東沙島地處熱帶北部，屬熱帶季風氣候，冬季受東北季風、夏季受西南季風

影響。變化上因為東沙島小且四面環海，島上無顯著之凹凸地形，故全島變化一

致。由近年之東沙島觀測之氣象資料(圖表 1、圖表 2)，東沙地區 10 月至次年 4

月主要為東北季風，5 至 9 月為西南季風。每年 4 至 11 月偶有颱風來襲，但以 8、

9 月最多，颱風最大風速可超過 30 m/s。島上全年氣溫的變化在 15.8 到 35.5 ℃

間，平均溫度為 26 ℃。夏季較熱，5~9 月平均溫度在 28℃左右，以 7 至 8 月氣

溫最高，但如有颱風影響則溫度可下降 2~3℃。冬季以 1 月最冷，12~3 月平均溫

度在 23℃左右，溫度變化主要受到東北季風及梅雨鋒面的影響，變化的大小取

決於鋒面的強度，約在 2~4℃。日平均氣壓變化為 966 到 1027 毫巴，年平均氣

壓 1010 毫巴。東沙緯度較臺灣低，平均氣壓略高可能是溫暖海水使水氣充足所

致，氣壓在冬季高壓鋒面來臨時有 3 至 10 天的高值，夏季颱風來臨則有低壓的

極值。東沙雨量以夏季及秋季較多，冬季較少，年降水量大約 15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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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東沙島 2006~2009 年之日平均風速、風向、氣溫、氣壓。(資料來源：東

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2. 水溫 

東沙海水溫度的變化主要受到太陽直射點的移動、日照、潮汐及南海內波等

的影響。東沙環礁內與環礁外(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9 月)之海水溫在 17 ℃~32 

℃區間(圖表 3)，平均溫度約為 26.4 ℃，其與平均氣溫相仿，外環礁水溫低於內

環礁海溫。7 至 8 月為全年水溫最高，颱風影響期間低層海水被帶到上層因而海

表溫度會呈現一定程度上的下降。冬季水溫 1 月最冷，東北季風鋒面影響下也會

造成水溫明顯下降。受日照及潮流所影響，環礁內水溫日變化約 1 至 2 ℃。南

圖表 2.東沙群島平均氣溫與雨量(1996-2005) (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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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道水溫日變化 2 至 4 ℃，比內環礁變化大一倍，顯然是受到潮流帶來的環

礁外冷水團所影響。環礁外(東北角)觀測到的水溫，普遍比內環礁低，原因是呂

宋海峽產生的內波，向西經南海傳播至東沙環礁，地形淺化將底層較冷海水帶至

淺水區，水溫常見到 3 ℃至 9 ℃的陡降，在內波來襲時，有 3~6 小時的一波波

冷水。水溫調和分析相位顯示，冷水由環礁外經南北航道，向環礁內傳遞擴散。

冬季時，內環礁水溫較外環礁冷，因為淺水水溫容易受氣溫下降主導，外海水溫

因上下混合相對上變化較溫和。 

 

圖表 3. 東沙海域內環礁與外環礁之水溫比較圖。(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

站) 

3. 潮位  

東沙海域環礁內、外的潮位相似，因為潮波的波長達上千公里，東沙環礁水

位像是一個點。觀測到的最大日潮差 150 公分，最小日潮差 30 公分，日潮差的

平均值約 90 公分，日潮差隨農曆朔望有 15 天的週期(圖表 4)。調和分析(圖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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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得知，東沙海域以全日潮為主，主要分潮(振幅)為全日潮 O1(27 公分)、K1(29

公分)，半日潮 M2(13 公分)、S2(5 公分)。  

 

圖表 4.東沙潮位與日潮差時序圖。(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圖表 5.東沙水位調和分析之振福(上)及相位(下)。(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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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流 

由東沙觀測資料可以看到，環礁內部受到週邊遮蔽的影響，流場相對較小，

最大海流為 34 cm/s，平均約 6 cm/s。環礁外流速則較強，以環礁外以及靠近南

北航道的測站呈現較大的流速，測得最大海流為 148 cm/s，平均約 24 cm/s，北

航道流速平均約 21 cm/s，整體上環礁外的海流的強度約為環礁內的 4 倍。海流

調和分析相位的結果可得知，潮流主要由環礁外逆時針經北航道傳遞擴散到環礁

內。漲、退潮期間表層流場主要由北航道進出，退潮時段(圖表 6)海流除了主要

由北航道口出去外，同時在南航道有時會出現順時針渦漩的流場。漲潮時段(圖

表 7)，南航道除海流較緩外，南航道口的流速分佈在空間上並不平均，較強的流

速主要呈現在航道的南側，且環礁內北側與南側海流呈現相反的方向。潮流橢圓

(圖表 8)顯示海流主要是以全日潮為主(K1、O1)，半日潮(M2)為輔，潮流橢圓主

要受地形影響，橢圓的主軸以平行等深線為主。  

 

圖表 6.退潮時段之海流空間分佈棍棒圖。(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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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漲潮時段之海流空間分佈棍棒圖。(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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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 各測站全日潮(O1、K1)與半日潮(M2)之潮流橢圓。(資料來源：東沙國際

海洋研究站) 

5. 波浪 

週期主要分佈在 6 至 10 秒，環礁內外相似，表示受到大洋風浪所主導。波

高在環礁內較小，約在 0.2 至 1 公尺。航道受到東沙島部份遮蔽，最大波高 4 公

尺，平均波高約 1 公尺。環礁外波高較高，可達 5 公尺以上，平均波高 1 至 2

公尺。冬季東北季風持續維持較大波高，5 至 9 月轉西南季風波能轉弱且有西南

湧浪的訊號，7 至 9 月颱風期有較大的波高(圖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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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9.NW、AW、SC 三站波高資料。(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6. 南海內波 

南海內撥為全球海域少見的內波頻繁且振幅特大的地區，由近年研究顯示南

海內波於大潮前後較易發生，內波垂直振幅超過 150 公尺，週期約 10 分鐘至數

小時，內波產生強勁的流場可達 1.5 m/s 且引起次表層溫度變化約 5 至 6℃。內

波產生源于呂宋海峽，正壓潮與呂宋海峽海底山脊作用，產生內潮，向南海及太

平洋兩側行進。呂宋海峽產生之內潮於行經南海海盆時，依當時潮流強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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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呈現不同程度的非線性特徵，波長縮短且振幅加大。在地球自轉的效應及非

線性效應的作用下，內潮波形變陡，逐漸演變成內孤立波。當內潮及內波傳播至

接近東沙環礁附近大陸斜坡時，因非線性效應與地形作用強化成巨大振幅的非線

性孤立內波。在東沙環礁外緣之觀測研究結果顯示，南海內波會舉升深層高營養

鹽之海水至表層，造成東沙附近海域葉綠素濃度之大幅增高，且內波舉升之冷水，

有助東沙外環礁珊瑚群聚生態(圖表 10)。 

 

圖表 10.南海內波影響營養鹽分布。(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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