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排水規劃複合型排水模組檢核與預警分析應用計畫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
水理模式建置與檢核說明會



議程

 檢核作業流程與標準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

 模式建置問題與檢核意見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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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
檢核作業流程與標準



傳統下水道演算模式 (1D model)

 SWMM模式建立動力波模式以求解下水道水流方程式，因此能夠考慮
蓄水、迴水、逆坡及壓力流等現象

 對於連接兩條或者多條管渠的連接節點，假設在節點和管流的入流點與
出流點的水面標高之間存在連續水面，使其滿足連續性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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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1D/1D model)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由街道水流系統與下水道系統兩個動態互聯網路建置而成

 排水系統同時計算街道與下水道降雨逕流過程，藉由人孔節點在兩系統之間進
行水流交換

 高強度降雨時期，下水道系統滿載，水流將由人孔溢淹至街道，循街道路網系
統漫流

 可考慮空間降雨分布、上游邊界條件、下游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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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模式檢核流程與機制

各(檢討)規劃案執行單位 主管機關水理模式檢核工作小組

檢查清單

核實填報

提出檢核結果與

修正建議

· 下水道測量資料

· SWMM複合型都市排
水系統模型

· 水文水理分析成果

· 檢定驗證成果
 

營建署

雨水下水道GIS

資料庫

· 內政部營建署

· 縣市政府

SWMM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

統檢核管理平台

SWMM演算執行

與驗證

檔案資料檢核
SWMM

設定與參數檢查

水文水理分析

成果檢核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工程顧問公司 海洋大學研究團隊

檢核通過



檔案資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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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檢核項目類別 檢核內容 備註

檔案數量

1. EPA-SWMM數值模型檔(*.inp)

2. 水文水理分析成果(word文件)

3. 雨量、下游邊界條件(如水位、抽(蓄)水站操作曲線)等水文紀

錄資料數值檔

4. 淹水紀錄資料(shapefile)

5. 土地使用分區圖(shapefile)

6. 區域排水、明溝測量資料

7. 雨水下水道量測資料(包含雨水下水道台帳圖、GIS屬性資料、

街道、路面、側溝等調查成果)

第1~6項由檢討規

畫案執行單位提供

上傳至『SWMM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

統檢核管理平台』。

第7項可透過營建

署「雨水下水道

GIS資料庫」取得、

或由執行單位上傳。

檔案內容完整性
1. 各類檔案是否可正常開啟

2. 檔案內容是否符合工作範圍內水文水理檢核需求

街道系統

初步檢查

1. 街道(Link)連結

2. 街道節點(Node)與下水道人孔(Node)合併

3. 街道寬度

4. 街道-側溝配對表

第4項由海大提供，

並經過雙方確認同

意



SWMM模式設定與參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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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檢核項目類別 檢核內容 備註

基本資料與建置數量
建置範圍面積、雨水下水道系統、街道及側溝排水系統、區域排水系
統、抽蓄排設施等物件數量是否與排水區域現況相符

全區檢查

計算機制設定 水流傳輸機制參數、計算時距合理性檢查

雨水下水道排水系統物件尺寸參數
以自動化程式進行「雨水下水道GIS資料庫」測量資料與SWMM模式
物件尺寸參數設定之比對檢查，檢查項目包含人孔、管線、抽水站、
連接管等SWMM尺寸設定內容

自動化程式檢查

街道排水系統斷面資料
以「雨水下水道GIS資料庫」測量資料，確認街道斷面是否確實納入
路面寬度、人行道緣石高、側溝，以不規則斷面進行街道排水系統建
置。

以街道排水幹線總
數100%進行檢查

明渠排水系統斷面資料 確認斷面尺寸、坡降、流路是否與測量結果一致
以明渠排水幹線總
數100%進行檢查

街道與下水道排水系統連結設定
確認下水道系統是否與上層街道排水系統進行節點整合連結，並檢查
縱向管渠(包含街道與下水道)垂直偏移量設定正確性

以下水道人孔總數
100%進行檢查

上游邊界條件 區外次集水區逕流模擬成果、其它排水匯入設定確認 全區檢查

下游邊界條件 抽水站、區排、河川、感潮等下游邊界條件設定合理性確認 全區檢查

都市次集水區分區設定
分區範圍、面積、流入位置正確性檢查
配合土地使用分區圖，檢查逕流演算參數設定合理性(含漫地流糙度
係數、不透水比例、入滲率等參數設定合理性檢查)

以次集水區總數
100%進行檢查

管渠參數設定 渠流糙度係數設定合理性檢查
以下水道、街道、
區排流路總數
100%進行檢查

水工構造物設定 滯洪池、 貯留池、分流、截流、舌閥等設施參數檢查 全區檢查



水文水理分析成果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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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檢核項目類別 檢核內容 備註

分析成果 雨量分析、水文分析、水理分析合理性檢核

成果驗證 淹水紀錄範圍模擬情況合理性確認
無水位監測地區以淹水
紀錄範圍及淹水深度進
行確認



SWMM演算執行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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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

檢核項目類別 檢核內容

執行 以實際暴雨場次執行演算，確認模式無數值發散、錯誤等問題。

檢定與驗證
以實際暴雨場次執行演算，再次進行水位監測紀錄比對與
淹水範圍模擬情況



通過測量檢核後

提送水理模式成果

登入水理檢核平臺

新增(檢討)規劃案件

上傳資料

寄送最新階段

紙本報告
檔案資料檢核

SWMM模式

設定與參數檢查

水文水理

分析成果檢核

SWMM模式

演算執行與驗算

水理檢核

通過

是否通過

是否通過

是否通過

是否通過

是

是

是

是

電郵通知

營建署、縣市政府

顧問公司

水理檢核

不通過

否

否

否

否

規定日數內

上傳缺漏或修

正資料

是

公文函知

營建署/分處

縣市政府

否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顧問公司 檢核團隊

檢核工作開始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

水理模式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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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1次-檢核

第2次-檢核
各階段檢核通知

(電子郵件)
*附件註明檢核次數

第1次補正

第3次-檢核

第4次-檢核
檢核通過

(公文發函)
*附件註明檢核次數

第N次-檢核

第2次補正

第3次補正

第4次補正

補正通知
(電子郵件)

*依規定工作天提送

通過

逾期通知
(電子郵件)

*5個工作天提送

未通過

逾期
未提送

第四階段
通過

各階段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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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網址：http://cityflood.cpami.gov.tw/swmm

 帳號申請方式：
 政府部門：已持有「都市溢淹示警系統」帳號者，可以原帳號登入。

新申請者，請發文至下水道工程處申請。

 顧問公司：發文至海洋大學申請

 帳號權限：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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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身分 工作說明 權限主要使用功能

營建署 檢視最新檢核進度與狀態
全國(檢討)規劃案之檢核進度、

查看成果繳交明細、歷次檢核意見、檢核總表

縣市政府 檢視最新檢核進度與狀態
轄內(檢討)規劃案之檢核進度、

查看成果繳交明細、歷次檢核意見、檢核總表

顧問公司
SWMM模式成果繳交、
模式修正、檢核意見回覆

公司承攬案件的SWMM模式成果繳交、
歷次檢核意見、檢核總表、資料補正上傳

檢核單位
(海洋大學)

SWMM模式檢核與驗證確認、
檢核意見提供

全國(檢討)規劃案之檢核進度、
歷次檢核意見、檢核總表、資料補正要求

管理員(海洋大學)
資料庫建置、

系統建置與功能維護
全國(檢討)規劃案的檢核進度、檢核明細查詢



 所有程序的執行狀態、檢核成果與建議均會同步傳遞至平
臺，以有效管控工作進度，並提升(檢討)規劃案執行團隊與
檢核團隊的溝通協調。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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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上傳 檢核進度查詢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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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模式自主檢查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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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問題回覆

檔案下載

SWMM檢核過程常見問題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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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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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期限戳記

「人孔」、「幹管」建置正確率

分階段補正次數

檢核工作啟動



水理檢核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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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_排水系統物件尺寸參數.pdf

「人孔」建置正確率

優先列出
人孔建置有誤的序號項目

其次列出
備註有說明文字的序號項目

最後列出5個
正確無誤的序號項目



SWMM檢核相關合約條文

 乙方需上傳排水現況水理檢討及分析成果至營建署水理檢核平台

(http://cityflood.cpami.gov.tw/swmm)，供營建署協助甲方辦理四階段檢核作業，為確保成

果品質營建署及甲方得依下列標準辦理：

 乙方所送各階段檔案資料經檢核如未通過，營建署透過平台通知乙方限期內修正完成(以檢

核平台規定期限為止)，並再次上傳平台複審，如乙方未於限期內完成，則計入逾期時間，

於平台中公開呈現。

 乙方提送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型資料，經營建署辦理第1次檢核，檢核結果下水道人孔

及管線建置正確率<90%時，為檢核不合格，應罰款5,000元。乙方再次(第二階段第2次起

)提送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型資料經抽核後如正確率未達95%，應罰款項如下：

 80%≦正確率<95%，罰款5,000元。

 65%≦正確率<80%，罰款10,000元。

 正確率<65%，罰款20,000元。

 第一~四階段若乙方所送資料單一階段經檢核2次未通過，自第3次提送資料仍未通過起，

乙方應就審查作業衍生費用，每次罰款5,000元。

 上述2~3目累計懲罰性違約金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屬性資料建置及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型

建置費總額為上限；案件歷次罰款明細得於平台檢視查詢。

 乙方於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檢核如有逾期及相關罰款，營建署將併同檢核成果報告函

供甲方辦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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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規劃案SWMM檢核-檢核總表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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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階段 完成時間 檢核結果 備註

檔案資料檢核
2020-02-25

14:50:21

經3次檢核通過 第1次檢核：
補正回覆逾期1日
違約金總計30,000元

SWMM模式設定與參數檢查
2020-04-13

17:57:32

■ 第1次檢核：
下水道人孔正確率 32.4%

下水道幹管正確率 66.7%

違約金小計5,000元
■ 第2次檢核：
下水道人孔正確率 94.1%

下水道幹管正確率 24.2%

違約金小計20,000元
經3次檢核通過
違約金總計25,000元

水文水理分析成果
2020-04-15

16:14:54

經1次檢核通過

SWMM模式演算執行與驗證
2020-04-17

17:03:08

經4次檢核通過
違約金總計5,000元

 補正回覆日數是否逾期

 下水道人孔及管線正確率是否未達要求

 檢核次數是否超過3次



全區檢查配合事項

 GIS建置規範的人孔屬性表格，人孔種類資料欄位，請依照
人孔屬性填入「正常人孔」、「覆蓋人孔」或「虛擬人孔
」。

22若為編號，請提供對應表



全區檢查配合事項

 若SWMM (.inp)檔案中，人孔物件名稱與GIS建置規範
屬性表內容不一致。

請提供完整人孔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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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檢查配合事項

 為能加速檢核判斷，請提供SWMM (.inp)檔案的物件
命名規則(或範圍)

 NODE物件：下水道人孔、街道節點、明渠節點
 下水道人孔 ex. 001 or (001~050)

 街道節點 ex. RP001 or (051~100)

 明渠節點 ex. OCP001 or (101~150)

 LINK 物件：下水道幹管、街道、明渠
 下水道幹管 ex. 001 or (001~050)

 街道 ex. Road001 or (051~100)

 明渠 ex. OC001 or (101~150)

24



街道系統檢查流程

 第一部分檢查

1. 街道(Link)連結確認

2. 街道節點(Node)與下水道人孔(Node)合併確認

3. 街道寬度確認

4. 街道-側溝配對表確認

5. 街道斷面形狀確認

 第二部分檢查

街道節點最大深度(Max. Depth)確認

街道節點底高程(Invert El.)確認

街道偏移量(Offset)確認

25

第一階段檢查項目

第二階段檢查項目



街道系統建置方法-最大側溝深度法

 最大側溝深度法
1. 確認街道節點地表高程

2. 由街道節點周圍最大側溝深度決定該街道節點最大深度 (Max.
Depth)

3. 由街道節點地表高程扣除街道節點最大深度(Max. Depth)，決定街
道節點底高程(Invert El.)。

26

周圍最大側溝深度最大深度(Max. Depth)

最大深度
(Max. Depth)

街道節點底高程(Invert El.)

地表高程

GL36.87

0.710.58

0.42

0.71
地表高程



街道系統建置方法-最大側溝深度法

 最大側溝深度法
4. 由街道節點地表高程扣除該街道的最大側溝深度，決定街道偏移量

(Offset)。

 此方法主要假設側溝流向與街道地表坡度一致，然而
可能出現模式側溝流向與實際測量的側溝流向不一致
。

27

地表高程

街道偏移量
(Offset)

街道偏移量
(Offset)

最大側溝深度
最大側溝深度

測量側溝流向

模式側溝流向

地表高程
地表高程

地表高程



街道系統建置方法-最低側溝底高程法

 最低側溝底高程法
1. 確認街道節點地表高程。

2. 街道偏移量(Offset)為該街道的最低側溝底高程。

3. 由街道節點周圍的最低側溝底高程，決定街道節點的底高程(Invert El.)
。

28

GL36.87

35.87

36.05

36.22街道偏移量
(Offset)

街道偏移量
(Offset)

街道節點的底高程(Invert El.)



街道系統建置方法-最低側溝底高程法

 最低側溝底高程法
4. 由街道節點地表高程扣除街道節點的底高程(Invert El.) ，決定街道

節點最大深度(Max. Depth)。

 此方法需確認側溝量測長度，是否與街道長度一致；否則
直接採用側溝底高程量測值，並不合宜。

29

街道節點的底高程(Invert El.)

地表高程

最大深度(Max. Depth)

35.87 36.22

36.05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功能入口

31



水理模式自主檢查-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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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檔案格式說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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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單一檔案檢查功能(格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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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輪下滾



GIS表轉CSV(轉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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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下載視窗
並將滾輪下滾



水理模式檢查功能(相關參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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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輪下滾



水理模式檢查功能(相關參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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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輪下滾



檢核結果輸出檔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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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Scenario 1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人孔對照表 (*.txt)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Scenario 2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3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人孔對照表 (*.txt)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4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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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結果輸出檔案(2/4)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Scenario 5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人孔對照表 (*.txt)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Scenario 6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7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不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人孔對照表 (*.txt)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8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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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結果輸出檔案(3/4)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Street_XXXX

Scenario 9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人孔對照表 (*.txt)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Street_XXXX

Scenario 10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Stree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11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不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人孔對照表 (*.txt)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Stree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12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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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結果輸出檔案(4/4)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Street_XXXX

輸入資料Scenario 13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不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人孔對照表 (*.txt)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Street_XXXX

Scenario 14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相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Stree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15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使用情境

1. 基本的模型設定與GIS表比較

2. 模型與GIS表人孔名稱不同

3. 檢查CAD圖層檔案

4. 檢查街道斷面資料

5. 確認特定節點上游集水區資訊

SWMM INP檔 (*.inp)

測量調查屬性資料表 (*.CSV)

CAD管線資料檔

CAD入孔資料檔

街道-側溝對照表

側溝資料表

街道節點地表高程表

人孔對照表 (*.txt)

欲確認節點

Check_List_XXXX

Check_Result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ManHole_XXXX

Check_Reslut_GIS_CAD_Pipe_XXXX

Check_Street_XXXX

Check_UpStream_XXXX

Scenario 16
輸入資料

輸出檔案



模式建置問題
與檢核意見



SWMM檢核管理平臺

 「SWMM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如何操
作使用?

「SWMM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首頁，「i
相關說明」已提供檢核管理平台操作說明供使用者參考。

 是否可提供SWMM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建置說明
、範例供參考?

「SWMM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檢核管理平臺」首頁，「i
相關說明」已提供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建置說明書、
SWMM建置範例、SWMM建置教學說明會(含影音、教
學範例)，以及相關所需設定方法等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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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作業相關

 淹水場次之雨量資料需向中央氣象局購買，是否能請
檢核單位提供?

依與氣象局簽署的合約規定，營建署所介接之氣象局即時
雨量資料，僅供颱洪時期都市淹水預警之用，不得作為其
它用途。

 經訪談調查後，規劃區域內無歷史淹水紀錄，故無法
提供淹水範圍供驗證。

淹水紀錄資料請洽詢區公所淹水補助紀錄，或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通報紀錄，均有日期及溢淹範圍等資料。

若無淹水紀錄供驗證，請承辦單位提供函文證明。並於
系統平台上傳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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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作業相關

 管渠糙度係數檢驗標準為何？

依「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表4-1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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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作業相關

 渠道糙度係數檢驗標準為何？

依「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表4-4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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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作業相關

 次集水區不透水糙度係數(N-Imperv)及透水糙度係數
(N-Perv)如何設定？

請參考「 SWMM 5.1 User's Manual」表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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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街道建置範圍與原則。

都市計畫區內4m以上道路，如有下列任一情況，則需建
置街道水流系統
 (1)與雨水下水道相連結之路段

 (2)設有側溝之路段

 (3)曾經發生淹水之區域

若上開範圍內有下列情況，則可考慮無須建置街道斷面，
但仍需建置側溝排水系統
 (1)道路緊鄰大面積低漥地(如農地、養殖池等)

 (2)該路段街道坡度達5%以上(特別指定需進行分析之地區除外)

 (3) 上述(1)及(2)項路段若其上游有街道水流匯入者，則仍需建置該
路段之街道水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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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街道系統建置內容。

 街道斷面應包含街道及側溝。

 若街道所相鄰的人行空間範圍或空置地，其所占空間比例甚大
而影響模擬結果時，宜將其納入街道斷面的建置範圍。

 街道斷面可應用SWMM中管渠之斷面編輯器，以不規則斷面
(irregular)進行建置。

 街道斷面建置原則。

 配合貴公司所量測之道路中心與兩側之高程資料、側溝長寬，
並拉高兩側邊界高程3公尺，即可建置包含側溝的街道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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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街道斷面邉界為何要拉至3m以上?

街道斷面兩側邊界高程建議應拉高至3m以上，為確保當
水溢淹至邊界頂端時，仍有足夠之通水斷面進行下游水量
傳輸。

由於道路僅建置至路緣高，假設溢淹超過路緣後，
SWMM未設置allow ponding的情況下，溢淹量會自系
統消失。

假若SWMM模式allow ponding已設置開啟，但次集水
區ponded area設置為0情況下，溢淹量同樣會自系統消
失。

由於溢淹後水流大部分情況下在街道傳輸，為避免繁雜計
算各節點ponded area，故建議拉高街道邊界使溢淹體積
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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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街道節點設定原則。

 利用貴公司所量測之道路中心與兩側的高程資料，插分求得街道
節點之地表高程。

 SWMM模式中節點底高程(Invert El.)及最大深度(Max. Depth)
設定，可藉由下述兩種街道系統建置方法進行建置。[建議採用
單一方法進行SWMM建置]

1.最大側溝深度法：

Max. Depth = 節點連結之所有街道的建置斷面最大側溝深度

Invert El. = 地表高程 - Max. Depth 

2.最低側溝底高程法：

Invert El. = 該節點所連結街道之側溝最低底高程

[底高程請參考垂直偏移量(Offset)設定原則] 

Max. Depth = 地表高程 – Invert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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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街道系統垂直偏移量(Offset)設定原則。
 垂直偏移量(Offset)於SWMM中設定模式分為Depth & Elevation兩種模
式，可藉由下述兩種街道系統建置方法進行建置。[建議採用單一方法進
行SWMM建置]

1.最大側溝深度法：[此方法建議採用Depth mode進行SWMM建置] 
Depth mode：節點Max. Depth - 建置斷面最大側溝深度
Elevation mode：節點Invert El. + Max. Depth - 建置斷面最大側溝深度

2.最低側溝底高程法：[此方法建議採用Elevation mode進行SWMM建置] 
管線上(下)游端底高程：需依據貴公司側溝底高程量測資料，藉由插分求得
Depth mode：管線上(下)游端底高程 –管線上(下)游端所連結的節點底高程
Elevation mode：即管線上(下)游端底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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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

 道路節點與下水道節點合併後，節點高程如何設定?

節點之設定保留下水道節點設定，而連結之街道需依人孔
底部至側溝底部距離設定垂直偏移量(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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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下水道系統

 虛擬人孔Surcharge Depth設定。

位於下水道管路分岔處的虛擬人孔，因無街道水流交換情
形，故不可與街道節點進行整合。

且因虛擬人孔非實際存在於路面上，為避免節點冒水情形
，需設定Surcharge Depth。

Surcharge Depth (m) = 地表高程 - Invert El. + 2

 虛擬人孔是否一定不可與街道節點連結?

經現地調查後，若該虛擬人孔需特別考量水流交換情形(
如附近有集水井或連接管的存在)，則可與街道節點整合
。但仍需設定Surcharge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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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下水道系統

 下水道管底高程低於人孔底高程，造成不合理情形發
生。

建議將人孔底高程降低，維持管線坡度。

 下水道管底高程加上管線高度後比人孔頂高還高，造
成不合理情形發生。

建議增加人孔頂高程，維持管線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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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邉界條件

 上、下游邉界如何設定。

執行重現期設計雨型模擬時，系統的上、下游邊界條件，
應以「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進行設定。

進行實際淹水或暴雨場次模擬時，若該系統的上下游邊界
條件為實測紀錄資料時，應具體收集作為模式輸入；若無
實測資料亦應以其他水文或水理方式推得的逕流歷線進行
邊界條件設定，下游邊界條件設定原則詳如複合型都市都
市排水系統[設計流量]及[實際暴雨場次]排水出口水位設
定原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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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邉界條件

 檢核過程所需要之區排資料，依本計畫現行契約計畫
測量範圍僅都市計畫區內，區外調查是透過資料蒐集
獲得，並無完整區外測量資料(例如:區域排水斷面資料
、明渠斷面資料、流域面積等)，尤其流域面積範圍廣
泛，相關資料要求已超越本計畫可提供的範疇。

雨水下水道系統若有區外排水匯入，則需視為邊界條件加
以計算。因此為確實模擬現況排水與進行後續防災規劃，
仍需執行單位提供邊界入流量的演算成果以供檢核。

57



模式建置-邉界條件(上游入流推估) 

QGIS r.watershed或
ArcGIS Arc Hydro Tools

上游DEM

選取上游次集水區

對應上游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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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次集水區

 請依據集水區的實際位置及面積範圍，進行次集區建
置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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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次集水區

 次集水區面積劃分原則為何?

建議於次集水區劃分時，除了下水道人孔外，應另將街道
節點納入考量，並使各節點均可收集兩側次集水區的集水
量。此外，若街道兩側有空地、窪陷區域或儲流池等設施
，應考慮設置貯水設施(storage unit)，並與附近節點連接
，以模擬發生溢淹時水於地表積淹情況。

 次集水區如何設定不透水係數？

建議配合土地使用分區分類表，對應其不透水百分比。

 針對農田/住宅混雜區，若依街道建置原則設定街道斷面
後，該處次集水區該如何劃分?

建議僅針對水流會匯集至街道系統的區域範圍進行次集水
區劃設即可。若可確認農田區域地勢較街道高程低，且有
其灌溉排水流路系統，應可不納入次集水區劃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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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明渠排水系統

 明渠斷面資料如何建置?

可直接依據明渠斷面測量的累距及高程資料，進行斷面資
料的輸入即可；無須另外進行相對累距及高程轉換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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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街道系統(地下道)

 設置storage，深度為地下道限高，上、下面積可以地
下道兩端入口與底部距離，乘以車道寬度進行計算，
並依實際情形設置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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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不合理的模擬結果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經演算後，發生大量不合理
溢淹情況?

建議確認街道排水系統、明渠排水系統及下水道系統間，
是否已正確連結。

建議確認流往都市計畫區外或農田綠地的街道，其下游端
是否需設置出口。

 複合型都市排水系統模式經演算後，演算結果出現數
值發散情況?

建議確認計算時間間距或管渠長度的設定，通常數值發散
最常見的原因為計算時間間距太長或管渠太短。

管路下游坡度過於平緩也容易造成數值發散，若有此情況
建議適當調整坡度。

63



綜合討論



敬請指教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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