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中、海邊消波塊的性能研究 參加香港第三十三屆聯校科學展覽會 

 作者簡介 我，鄭勝丰，就讀於台北的徐
匯中學直升班，一向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不論是課業或是 操行。不論何時，總是喜歡觀
察身邊的一切事物，循著那一絲絲的痕跡，悟出一些平常所學不 到的事情，靜觀自得。從
小的我很喜歡接近大自然，尤其是山中純淨的小溪，宛如發現一塊無 染之地，盡情享受那
悠閒的時間，絲毫不受台北灰塵黑土的一絲汙染，遠源流長的小溪，正代 表著生命源源不
息的意境。這是我第二次榮譽獲獎，意義十分重大，一路辛苦走來，總算也有 了代價，同
時更要感謝在我身旁默默支持我的人，感謝他們!沒有了他們就沒有了我。 作 者:鄭 勝 丰 
就讀學校:徐匯高中 指導老師:鄭 清 和 一、 研究動機 對於消波塊的研究，我一直有很高的
興趣 ，令我好奇的是各種奇型怪狀的水泥塊結構， 竟能有這麼大的功用，不僅能阻擋垃
圾達保護水源，更能消波阻浪保護河岸、海邊的安全， 就是這份神奇的效果，激起我的研
究動機。 二、 研究目的 1.明瞭消波塊阻浪的效果。 2.了解各種消波塊其形狀對波浪的影
響。 3.設計更精確的實驗裝置，以了解各種消波塊 對波浪的阻浪性能何者較佳。 4.研究消
波塊置於河流中的效果 5.設計精確的實驗裝置，以了解消波塊在河流 中的作用。 

三、 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研究設備 1、 測各種消波塊的孔隙率設備說明 2、 測試河流中消波塊的功能設備

3、消波塊的消波效果設備說明 (二)研究器材:八種消波塊分繪於下 

  

  (三)、 實驗裝置： 1.消波塊在海岸邊的消波
性能模擬裝置示意圖 2.消波塊在河流中的性能研究模擬裝置示意圖 3、 消波塊孔隙率測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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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波塊性能研究實驗方法 (1) 海邊測試法 1.規則排列法: 2.亂拋試驗法 (2)河流測試法: 
數字圖表分析： (一)、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30%、礫石 50% 波速一速(20 cm/s)時的規則

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二)、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30%、礫石 50% 波速二速(45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
的圖表比較： (三)、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30%、礫石 50% 波速三速(100 cm/s)時的規則
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四)、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30%、
礫石 50% 波速四速(12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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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上四圖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20%、海砂 30%、 礫石50%時，則亂拋法較則排列
法的消波效果為好!且編號3的消波效果最佳！ (五)、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50%、
礫石 30% 波速一速(2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
較： (六)、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50%、礫石 30% 波速二速(45 cm/s)時的規則排列
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七)、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50%、
礫石 30% 波速三速(10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

較：   

 (八)、阻擋物：細砂 20%、海砂 50%、礫石 30% 波
速四速(12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分析:由
上圖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20%、海砂50%、 礫石30%時，則大部份消波塊以亂拋法的
消波效果為好!且編號7的消波效果最佳。 (九)、阻擋物：細砂 50%、海砂 30%、礫石 
20% 波速一速(2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第 3 頁，共 7 頁



(十)、阻擋物：細砂 50%、海砂 30%、礫石 20% 波速二速(45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拋法五次阻
的圖表比較： (十一)、阻擋物：細砂 50%、海砂 30%、礫石 20% 波速三速(100 cm/s)時的規則排列法與亂
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十二)、阻擋物：細砂 50%、海砂 30%、礫石 20% 波速三速(120 cm/s)

法與亂拋法五次阻擋物平均重量的圖表比較：  

  
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50%、 海砂30% 、礫石20%時，則大部份消波塊反而以規則排列法的消波效果較好
的消波 效果最佳。 (十三)、規則排列法時，阻擋物：細砂20%、海砂30%、礫石50%時八種消波塊在一、二、 
三、四速下的消波驅勢圖 分析:由上圖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20%、海砂 30%、 礫石50%時，當速度
時消波效果最好。 (十四)、規則排列法時，阻擋物：細砂20%、 海砂50%、礫石30%時八種消波塊在一、二、
三、四速下的消波驅勢圖 分析:由圖(十四)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20% 、海砂50%、 礫石30%時，規則排列法消波效
果仍然當速度為二速(45cm/s)時消波效果最好。 (十五)、規則排列法時，阻擋物：細砂50%、 

 

海砂30%、礫石20%時八種消波塊在一、二、三、四速下的消波驅勢圖 分析:由上圖
(十五)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50%、海砂30% 、礫石20%時，規則排列法消波效果最佳反
而為一速(20cm/s)時。 (十六)、亂拋法時，阻擋物：細砂20%、海砂30%、礫石50%時
八種消波塊在一、二、三、四 速下的消波驅勢圖 分析:由(十六)圖獲知當阻擋物為細
砂20% 、海砂30% 、礫石50%時，消波效果最佳仍然為一速(20cm/s)時。 (十七)、亂拋
法時，阻擋物：細砂20%、海砂 50%、礫石30%時八種消波塊在一、二、三、四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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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波驅勢圖   
分析:由上圖(十七)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20% 、海砂50% 、礫石30%時，規則排列法消
波效果最好仍為一速(20cm/s)時且編號一及七其在一 二速時消波效果相同。 (十八)、
亂拋法時，阻擋物：細砂50%、海砂 30%、礫石20% 時八種消波塊在一、二、三、四
速下的消波驅 勢圖 分析:由圖(十八)獲知當阻擋物為細砂50%、海砂30% 、礫石20%
時，亂拋法消波效果最佳仍然為一速(20cm/s)時，但編號一的消波塊，則 一 二速有相
同接近的效果。 (十九)、編號二五六三種消波塊在河流中的消 波測試數據如下： 1 

  

  

  (二十)消波塊的孔隙率數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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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十九)分析知:孔隙率最佳者為編號五的消波塊，而編號三的消波塊其孔隙率最 低。孔隙率高則空隙大，可充
滿的水量及砂量均較多，可使消波塊具有阻擋砂礫及涵養水份 的功能。 六 討論及應用 (一) 、由圖
推知:不管細砂、海 砂或是礫石其比例為何?消波塊亂拋法 的消波效果均較規模排列法來得好!這 就是
在海邊所看到的消波 塊均為雜亂放置的原因了! (二) 、由圖十三至圖十八可推知:消波塊的消 波性能只有在低速的
波浪衝擊下其消 波效果較好!這也就是為什麼颱風時， 消波塊的作用大打折扣的原因了。 

   

(三) 、不論在亂拋法和規則排列法的試驗上， 消波塊的阻浪效果除了形狀、孔隙率、 
穩定度、組合時的契合性效果外，尚須 考慮其隨意組合時之對稱性，由實驗數 據得
知，以上各種形狀其隨意組合其對 稱性均不錯，因此當波浪衝擊時無法突 破其阻
攔，故能達到阻浪消波的效果。 (四) 由數據顯示:消波塊的孔隙率越大,其消波 效果越
好! (五) 在河流的試驗中,消波塊的穩定度是考慮 河流中放置消波塊的主要因素。 
七、 結 論 由於臺灣四面環海，受海流及波浪的影響甚大！不同海流的海水溫度不
同，其中的生物 也不相同，所以海流影響流經地區的氣候，也影響漁產。而海面的
波浪只是隨海面起伏運動 而已，水分子本身並不隨波形前進；這在海面、湖面都可
觀察得到。 波浪的力量相當大，船行水面都會顛簸不已。引起波浪最主要的原因是
風，愈大的風就能吹 起愈高的波浪。而本實驗引起波浪過程並非靠風力，而是利用
馬達帶動起波器來攪動水面達 成製造波浪的效果，其優、缺點分析如下: 優點如下: 1.
可使波浪保持恆速 2.可依不同馬達轉速設計成不同的波速 缺點如下: 1.無法真正模擬
出風吹海面(或河面)瞬息萬變 的風速影響波動 2.無法模擬各種地形對波浪的影響 水面
波浪傳到海岸前，由於水變淺了，波浪便會破碎，波浪破碎後產生的力量，會使沙 
石移動因而改變海岸的地形，也會破壞岸上的 建築，所以海港一定築有防波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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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村莊容易受到海浪拍擊的地方也多築有防波堤，這些 防波堤前尚須擺放一些消波
塊，以增加防波堤的效果，因此一個好的消波塊設計應考量以下 幾點： l.能吸收、分
散波浪水流之能量。 2.塊體相互之組合良好，深具安定性。 3.鋼模之組合拆卸便捷，
混凝土塊製作容易， 施工方便。 4.節省材料、人力及施工時間，具高經濟性。 5. 重
心低抗傾覆力大。 6. 契合性佳，安定性強。 7. 整齊美觀，搬運方便。 又因為消波塊
的功效並不只於海邊，尚有保護橋墩、保護河岸、攔沙石或是減緩流速 等...都是消波
塊重要的功能，故我們延伸了消波塊的用途，並進一步的實驗消波塊其在河流 中的
作用，其在河流中的優缺點如下: 優點: (1) 可保持水流速度一致性 (2) 整個河流時驗儀
坡度其為水平(0度) 缺點: (1)因使用抽水馬達故不能調整水流速度 (2)水流速度變化不
易測得且無法模擬實際的地 形環境。 八、參考資料及其它 (一)、參考資料 1. 國中地
科課本上冊第八章 

九、評語 本作品以消波塊不同型式之排列判斷消波塊之阻波效能，具有創意並有實用價值
符合香 港聯校科展之主題。 2. 顏仁鴻譯:應用數值分析。臺北，曉園出版 社，1997。 
(二)、其它 鳴謝:若沒有以下單位的協助，本實驗無法獲得這麼完美的結果！ 1. 欽岳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2. 凌克港灣股份有限公司 3. 伯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臺灣治水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5. 久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岳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安川利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臺
灣治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網路上中央、臺大、清大、成大、交大、淡 江、文化等同好提
供的意見在此一併謝過。 10. 另感謝臺大海洋所陳教授、成大水利及海 洋工程學系蔡教授
的撥空指導。 附錄：消波塊在海邊、河流中的測試模型實驗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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