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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風險分析技術應用於高雄氣爆事故模
擬之研究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3D Risk Analysis Technique that Applied to 
the 2014 Kaohsiung Gas Explosions

易 逸 波1 ■ 吳 俊 賢2 ■ 張 晉 逢2 ■ 魏 佳 鈺3 ■ 陳 威 宏3 ■ 朱 育 賢3

 Y.P. I, C.H. Wu, J.F. Jang, J.Y. Wei, W.H. Chen, Y.X. Zhu

在人類都市化的過程中，有

愈來愈多公共設施管線被埋藏於

地下，若未經適當地規範管理，

極有可能導致嚴重的災害。2014 

年台灣高雄氣爆事故，造成多名

消防員與無辜民眾傷亡，也顯現

出目前一般應急措施已無法應付

此類事故。鑒於上述原因，本研

究針對高雄氣爆事故進行了災情

調查統計，並以 FLACS軟體對

該事故進行了災情重建。由研究

結果推斷，氣爆路面所呈現之不

同斷面主要係厚薄不同之覆土所

引起。箱涵中之人孔障礙物等突

出結構會使火焰傳遞速度加快，

並加強氣體點燃之最大爆炸過壓

及最大脈衝壓。研究中亦利用

IQRAS軟體來進行致死機率及個

人 3D風險之計算，得知在傷亡最

嚴重之路口以熱輻射危害最大，

致死機率達 75%以上，個人風險

最大值約 14.6（人 /年）。

關鍵詞： 地下管線、箱涵、火焰

加速模擬器、三維風

險、整合式量化風險分

析軟體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ublic facilities and pipelines that are buried 

under the groun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f not been properly 

regulated and managed, these pipelines may cause considerable 

hazards. The Kaohsiung gas explosion incident happened in 

Taiwan, 2014 caused severe casualties for many firefighters 

and innocent civilians. The situation also indicates the current 

staffs and the respond measures are insufficient for this kind 

of incidents. For these reason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disaster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on the Kaohsiung incident, and made 

an incident reconstruction via FLACS softwar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it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t cross-sections of the 

exploded pavements are mainly caused by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he covered earth. The manhole protrusions and other obstacles 

in the culverts will not only speed up the fire transmission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maximum overpressure and pressure impulse 

after gas been ignited. The study also employs IQRAS software 

to calculate death probability and personal 3D risk. It shows 

that the thermal radiation is the most serious hazard at the most 

severely damaged road intersection, where its death probability 

is above 75% and the highest personal risk is about 14.6 (person/

year).

Key words: underground pipeline, culvert, FLACS, 3D risk, 

IQRAS

一、前　言

在都市現代化的進程中，由於種種因素使得埋藏於居住區域地下的公共設施管線逐漸增

加，若無適當的規範與管理，可能導致無法想像的災害，例如：2014年發生於台灣高雄的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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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1)因丙烯大量外洩導致連環爆炸，造成嚴重的民眾傷亡及財物損失。因此本研究期望借由

FLACS及 IQRAS軟體來探討它們在地下箱涵氣爆模擬之適用性，期待能以此找出造成人員傷

亡之主因及此類事件對人員所造成之風險，以便未來能藉由法規管制之方式，來避免或降低類

似災害之發生。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根據氣爆事發當日相關媒體報導 (2)，利用Google Map標示出高雄氣爆事故發生

時序及後果對照圖（見圖 1）(3)，並透過高雄氣爆 720°環景 3D圖 (4)觀察災後情況，繪出三條主

要事故發生路段（一心一路、凱旋三路、三多一路）之車輛及路面受損情形以進行災損統計，

圖 1　本研究自行繪製之高雄氣爆時序及後果對照圖



－8－ 一○六年十二月

接著根據GoogleMap標示之各路段座標建立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計算流體力

學）三維模型，藉由後果分析來重建事故發生時之情景，再利用三維風險計算值來分析各種危

害物理量對人體之影響。

2-1 車輛及路面受損調查

本研究透過「方位科技有限公司」網站上之高雄氣爆 720°環景 3D圖來進行災況調查，該

網頁係方位公司經理蘇俊榮等人，於高雄氣爆隔日分別於三條主要事故發生路段之 35處特定

地點，以魚眼旋轉鏡進行高竿攝影所製成之「高雄氣爆事件現場VR720實景」(4)，由於此網頁

只能看到災後主要街道之受損情形，卻無法涵蓋整個高雄氣爆事故的所有受災區域，此外爆炸

時產生的破片散落在四處，使得調查所得之車輛受損情形與實際情況相比可能會有些許落差。

表 1為主要路段統計出之各式車輛受損數目 (4)，爆炸後之路面狀況則如圖 2-5所示 (4)。圖 2為全

部主要事故發生路段之車輛災損情況，圖 3-5則為個別事故發生路段之車輛災損情況。

表 1　以 720°環景 3D圖調查汽、機車及路面受損狀況之統計結果一覽表

路段 汽車總數 汽車受損數 機車總數 機車受損數 爆炸路面情況

三多一路 28 11 35 26 凹型

凱旋三路 175 39 0 0 V型

一心一路 39 9 3 3 U型

圖 2　主要爆炸路段之車輛受損情形及其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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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多一路與武慶路口、三多一路沿途之路面爆破情況（凹型）及上述路段車輛受損狀況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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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凱旋三路之路面爆破情況（V型）及該路段車輛受損狀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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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後果模擬

本研究透過 FLACS（Flame Acceleration Simulator，火焰加速模擬器）軟體來進行後果分析

（Consequence analysis）(5)，FLACS係挪威GexCon公司所開發之CFD軟體，可針對易燃性氣

體洩漏所引起之火災爆炸進行動態後果模擬，亦可進行防火防爆設計以便評估其效能。在進行

FLACS模擬之前，需先建立目標物之 3D模型，而此模型尺寸的精準度與模擬網格大小均會影

響模擬結果，所以需要詳細調查及蒐集模擬範圍內各種物件之幾何資料，才能使 3D模型符合

現場狀況。本研究所參考之路段，三多一路、凱旋三路及一心一路在GoogleMap上所圍出之面

積約有 6.25平方公里，雖然目前電腦軟硬體之規格、功能皆有大幅提升與進步，可模擬之網格

數量亦較過去為多，但因儲存空間、運算速度、軟體限制等因素，目前仍無法直接針對如此大

的範圍進行直接模擬；另外由於箱涵在整個模擬區域中顯得極為細長，使得要觀察箱涵內部之

情況亦較為不易。本研究採用GPU電腦來進行大範圍模擬，在網格設定部分，為確保模擬結

果之準確性以降低誤差，箱涵內之模擬區域以細網格來探討，箱涵外則採漸進式網格以便大幅

減少網格數量，加快模擬時間。FLACS軟體之模擬結果可採 3D動畫方式輸出，以便讓使用者

以最直覺的方式了解危害所在位置及其受損程度，亦可輸出不同測點之趨勢圖，以便了解在某

特定位置下各種危害物理量隨時間之變化情形。表 2(3,8)為本研究之部分模擬情境設定。

圖 5　一心一路之路面爆破情況（U 型）及該路段車輛受損狀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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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擬情境設定

CASE 路面爆破 障礙物 風場 3秒後點燃丙烯 開始時點燃丙烯 路面建物

S1 － － － － ✓ －

S8 ✓ ✓ ✓ ✓ － ✓

F4 ✓ ✓ ✓ － ✓ ✓

註釋： 白底為僅三多一路之模擬結果（編號 S開頭，其障礙物為小內徑加強環）；灰底為全部路段（一心一路、

凱旋三路及三多一路）之模擬結果（編號 F開頭，其障礙物為人孔結構）

2-3 風險量化─個人風險分析

地下管線洩漏量化風險分析之目的，在於探討可燃氣體於地下箱涵中擴散遇點火發生爆

炸，造成模擬區域內部人員傷亡的可能性，而氣體爆炸對人員構成之直接危害因子包含過壓、

壓力脈衝及高溫熱輻射等 (6)。欲得知上述各個危害之個人風險，需先取得點火發生機率及人

員致死機率之函數，其計算方式可藉由修改Considine模式 (7)而得到（見公式 (1)），其中 IRx,y,z

為特定位置（x,y,z）之個人風險、n為所列舉之危害事件總數、Fi為危害事件 i之發生頻率、
Pi,i為點火源機率、Pwind,i為風向機率、PZ為人員在座標（x,y,z）出現機率、PD,i為危害後果案例

i之致死機率。個人風險將疊加各事件中不同危害因子之風險值結果，再以 3D風險等曲面圖輸

出。

IRx,y,z
n

Σ
i=1

 Fi Pi,i PZ Pwind,i PD,i (1)

以 2010－ 2014年國內外所發生之氣爆次數作為氣爆頻率 Fi之參數，該頻率為 16次÷5年

3.2（次 /年）(3)。本研究氣爆點位於高雄與前鎮區，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2014年高雄

市苓雅區與前鎮區之人口密度分別為 21,635及 10,158人 /平方公里 (8)。在一心一路（前鎮區）

的風險分析中，吾人選定之分析區域苓雅區馬路面積約為 142 m30 m4260 m20.00426 m2，

因此可算出氣爆點附近街區之居民約為 44人，在這些居民中每天一定會出現於該路段之人數

平均約為 6人 (8)。

而在流動人口部分，根據高雄市小汽車停車供需調查與管理策略研擬中的路外停車需求

指出，假日尖峰時段發生在 14-18時，小汽車停車數約 5300輛；平日尖峰時段發生在 13-14

時，小汽車停車數約 5000輛。假設假日該路段停車位皆停滿，則平日停車位佔滿比率為

5000/53000.94。該模擬區域路段長 142公尺，來回兩向為 284公尺，若假設一輛車車長加

上停車間距平均為 5公尺，假設每輛車平均載有 2人，則兩邊全部停滿會有 57輛車，若扣除

路口無法停車，則假設該路段有八成之區域可停車，兩邊全部可停車輛為 46輛，因此共有 92

人，假設停車後有一半人口留在模擬區域內且滯留於戶外（活動範圍在箱涵上方所在之路面

附近），則該區域假日人口將增加 46人，但此人口僅增加於 14-18時之 4小時內。至於假日

離峰時間若取尖峰時間之八成人口，故假日離峰時段內該區域之外來平均人口為 460.837

（人），但此人口僅增加於離峰時之 12小時內（假設一般商店僅有 8小時休息時間，此段時間

無外來人口到訪本區域，所以離峰時間為全部時間－休息時間－尖峰時間248412），因

此假日該區域個時段之平均外來人口約為 40人 (8)。同理，平日人口將增加 460.94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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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人口僅增加於 13-14時之 1小時內，至於平日離峰時間若取尖峰時間之五成人口，故平日

離峰時段內該區域之外來平均人口為 440.522(人 )，但此人口僅增加於離峰時之 15小時內

（假設一般商店僅有 8小時休息時間，此段時間無外來人口到訪本區域，所以離峰時間為全部

時間－休息時間－尖峰時間248115)，因此平日該區域各時段之平均外來人口約為 24

人，因此，每日之平均外來人口約為 29人 (8)，與當地滯留於戶外人口合計約 35人，人口分佈

位置見表 3及圖 6(a)。在凱旋三路（苓雅區）的風險分析中 (8)，吾人選定之分析區域馬路面積

約為 125 m21 m2625 m20.002625 m2，依照上述之假設，人口分佈位置見表 3及圖 6(b)。而

三多一路經過類似之假設後 (3)，人口分佈及位置如表 3及圖 6(c)所示。

表 3　各模擬區域街道上之人口密度一覽表
(8)

分佈區域 位置編號 顏色 人口屬性 人數 (人 ) 人口密度 (人 /網格 )

一心一路

全區域 — 灰色 當地居民 6 0.0001979

騎樓、停車空間 1~4 紫色 外來流動人口 20 0.0041824

斑馬線 A 紅色 外來流動人口 9 0.0042453

凱旋三路

全區域 — 灰色 當地居民 7 0.0003704

騎樓、停車空間 1~10 紫色 外來流動人口 18 0.0007516

斑馬線 A~D 紅色 外來流動人口 8 0.0015151

三多一路

全區域 — 黃色 當地居民 22 0.0004741

騎樓、停車空間 A~K 藍色 外來流動人口 62 0.0063149

斑馬線 1~10 紅色 外來流動人口 16 0.0108254

三、結果與討論

3-1 FLACS 爆炸後果分析

圖 7為CASE-S1在三多一路的不同位置及時間下之過壓趨勢圖，本案例主要在觀察當丙烯

在三多一路路段下方之箱涵內被點燃時，假設路面無法爆破且不考慮障礙物效應時，在長管狀

箱涵內部所可能出現之最大爆炸危害。圖 7中最大爆炸過壓（27.54 barg）出現於 P48測點（三

信家商及統一超商之間），為方便觀察特別將其曲線顯示於圖中最前方，其餘曲線則依序為不

同位置過壓。一般氣爆所造成之壓力可達起始壓力之八倍，但本案例最大過壓高達 27.54 barg

（約等於 27.17 atm），研判出現DDT（Deflagration to Detonation Transition，爆燃轉移至爆轟）

現象，較易發生在密閉長管線中。此最大過壓出現於爆炸後約 0.6秒，人員若直接暴露於此爆

炸過壓下將 100%致死（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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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模擬目標區馬路人口分布圖 (3,8)

(c) 三多一路 (3)

(a) 一心一路 (8)

(b) 凱旋三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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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過壓對人體及一般建築物造成之損傷程度對照表
(5-7)

Overpressure Damage

(barg)

0.00138 Annoying noise (137 dB if of low frequency 10-15 Hz)

0.00207 Occasional breaking of large glass windows already under strain

0.00276 Loud noise (143 dB), sonic boom, glass failure

0.00689 Breakage of small windows under strain

0.01034 Typical pressure for glass breakage

0.0138 Minimum overpressure for debris and millile damage

0.02068 "Safe distance" (probability 0.95 of no serious damage below this value); projectile 
limit; some damage to house ceilings; 10% window glass broken

0.02758 Limited minor structural damage

0.03447-0.06894 Large and small windows usually shattered; occasional damage to window frames

0.04826 Minor damage to house structures

0.06894 Partial demolition of houses, made uninhabitable

0.06894-0.1379 Corrugated asbestos shattered; corrugated steel or aluminum panels, fastenings 
fail, followed by buckling; wood panels (standard housing) fastenings fail, panels 
blown in

0.08963 Steel frame of clad building slightly distorted

0.1379 Partial collapse of walls and roofs of houses

0.1379-0.2068 Concrete or cinder block walls, not reinforced, shattered

0.1586 Lower limit of serious structural damage 1% of eardrum breakage

0.1726 50% destruction of brickwork of houses

0.2068 Heavy machines (3000 lb) in industrial building suffered little damage; steel 
frame building distorted and pulled away from foundations

0.2068-0.2758 Frameless, self-framing steel panel building demolished; rupture of oil storage tanks

0.2758 Cladding of light industrial building ruptured

0.3447 Wooden utility poles snapped; tall hydraulic press (40,000 lb) in building slightly 
damaged

0.3447- 0.4826 Nearly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houses

0.4826 Loaded train wagons overturned

0.4826- 0.5516 Brick panels, 8–12 inches thick, not reinforced, fail by shearing or flexure

0.6205 Loaded train boxcars completely demolished

0.6894 Probable total destruction of buildings; heavy machine tools (7000 lb) moved and 
badly damaged; very heavy machine tools (12,000 lb) survive

1.01 1% death due to lung hemorrhage

1.692 90% death due to lung hemorrhage

1.0686-1.9994 1–99% person dead

20.68 Limit of crater lip

註釋： 本 表 格 改 編 自V.J. Clancey, "Diagnostic Features of Explosion Damage," the 6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Forensic Sciences (Edinburgh,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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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8是探討三多一路兩旁加上建築物，模擬路面實際爆破情形。其最大過壓約為

4.050 barg（如圖 8所示），出現於箱涵內部之測點 P71，該位置周圍會受到過壓影響的地標包括

三多 -武慶路口、全家便利商店及名貴大飯店（見圖 9(a)）。由表 4可知，若直接暴露於此過壓

下，將造成 99%以上人員死亡，與CASE-S1比較，CASE-S8之丙烯爆炸能量在擊碎路面時大

圖 8　CASE-S8 在不同位置及時間下之過壓趨勢圖

圖 7　CASE 1 在三多一路不同位置時間下之過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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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大過壓垂直剖面圖 

 

(b) 最大溫度垂直剖面圖 
圖 9 CASE-S8在三多、武慶路口之箱涵氣爆最大危害因子與照片比較圖 

  圖 10 (a), (b), (c) 分別為 CASE-F4在凱旋三路、一心一路及三多一路等路段之不同位置
及時間下之過壓趨勢圖，其測點測得之箱涵內部最大過壓分別為 30.45、21.39及 13.44 barg，

圖 9　CASE-S8 在三多、武慶路口之箱涵氣爆最大危害因子與照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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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被消耗，是以其最大過壓與最大壓力脈衝會降低（見表 5）。此外由於壓力到達地表時會向

四周釋放，故地表過壓會較箱涵內部更低，由圖 9(a)得知路面過壓介於 0.05-0.207 barg之間，

使得路面行人直接因瞬間過壓導致肺出血而死亡之情況不會出現，反而是由過壓引起之二次傷

亡較易出現。由於三多一路埋設之箱涵較偏向全家便利商店這一側，使得其不論是過壓或高溫

熱輻射危害均較另一側之名貴大飯店更為嚴重，由圖 9(a)、(b)之模擬結果與現場照片比較可明

顯發現此一情形。

表 5　各案例模擬結果一覽表

CASE 情境簡述
最大過壓

(barg)
最大壓力脈

衝 (Pa·s)
最高爆炸

溫度 (K)

S1 路面未爆破 27.540 578,071 2,880

S8 路面爆破 +小口徑障礙物 +風場 +建築 4.050 9,273 2,503

F4 路面爆破 +人孔障礙物 +風場 +建築 30.451 113,611 2,912

圖 10(a),(b),(c)分別為CASE-F4在凱旋三路、一心一路及三多一路等路段之不同位置及時

間下之過壓趨勢圖，其測點測得之箱涵內部最大過壓分別為 30.45、21.39及 13.44 barg，此過壓

值除會導致周圍建物的重大毀損外，若人體直接接觸會 100%致死率。從一心一路、凱旋三路

及三多一路之過壓趨勢圖可得知，當點火源為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時，壓力會由凱旋三路開始

一直往南北傳遞，造成一心一路及三多一路均有重大傷害。圖 11(a),(b),(c)則分別為CASE-F4

在凱旋三路、一心一路及三多一路等路段下之丙烯箱涵氣爆結果重建圖，由圖中可看出，當爆

炸發生後箱涵內壓力波以及路面上的過壓均超越了 0.2068 barg，由表 4得知此數值可讓工業用

重型機械（3000 lb）造成損傷，爆炸之爆風可將人車吹起再墜落，人員可能因撞擊地面或其他

物體，或受到爆炸破片擊中受傷而死亡。發生爆炸後，壓力波經過重重的人孔及障礙物不斷的

蓄積壓力，從而導致極大的壓力產生在凱旋三路，當然，一心一路及三多一路也不惶多讓，均

有較高壓力值。一般氣爆所造成之壓力可達起始壓力之八倍，但本案例由 3D圖得知箱涵內最

大過壓可達 53.04 barg（約等於 52.35 atm），研判於密閉長管線中出現DDT現象。圖 12為模擬

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處爆炸最初之過壓傳遞變化，當時間愈長時過壓值會愈來愈大且壓力波前

源會逐漸朝箱涵兩端前進，由圖中看出當行經人孔障礙物時壓力有明顯上升，當過壓值超過人

孔蓋之重量時會直接將其噴開並進行少量洩壓，然氣體爆炸反應仍持續進行，當爆炸過壓超過

箱涵強度及箱涵上方土方荷重時箱涵即將其炸開。圖 13為CASE-F4在凱旋三路、二聖路口附

近之丙烯箱涵氣爆結果重建圖，由圖中可明顯看出當箱涵爆破後，過壓於地面及建築物表面反

射所呈現之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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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CASE-F4 之爆炸過壓在不同位置及時間之三維趨勢變化圖

(c)  三多一路

(b)  一心一路(a)  凱旋三路

(a)  凱旋三路（爆震波及火焰由黃色點火源開始朝南北兩邊傳遞）



－20－ 一○六年十二月

圖 11　 CASE-F4在不同路段下之丙烯箱涵氣爆結果重建圖（PMAX_3D表地面最大過壓歷程、
PROD_3D表爆炸火焰歷程）

(b)  一心一路（爆震波及火焰由遠處朝近處之光華路口傳遞）

(c)  三多一路（爆震波及火焰由近處之凱旋路口朝遠處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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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處爆炸最初之過壓傳遞變化（黃色箭頭為點火源）

(b)  俯視圖（二聖路口之短箱涵為盲封之原箱涵，長箱涵為未出現於工程圖上之幽靈箱涵）

(a)  側視圖（紅圈為人孔）

凱旋三路

二 

聖 

路

圖 13　 CASE-F4 在凱旋三路、二聖路口附近之丙烯箱涵氣爆結果重建圖（黃色箭頭為點火源、
PMAX_3D 表地面最大過壓歷程、PROD_3D 表爆炸火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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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QRAS 爆炸風險評估

將運算完之 FLACS模擬數據利用自行開發之 IQRAS（Integrated 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Software，整合式量化風險分析軟體）進行過壓資料剖析，先將 r3dataname.NP檔轉成文字檔，

擷取每個時間點的結果檔並進行整理，隨後計算過壓最大物理量與致死機率，其中爆炸過壓致

死之 Probit公式其K1及K2值分別為 -77.1及 6.9，爆炸發生頻率設為 3.2（次 /年），計算完成

後再利用Matfor軟體進行繪圖輸出，圖 14為三條路段的爆炸過壓之最大物理量 2D平面圖，其

(a)  一心一路

(b)  凱旋三路

(c)  三多一路

圖 14　2D爆炸過壓最大物理量（壓力：barg、距離：公尺）



－23－鑛冶 61/4

(c)三多一路

圖 15　過壓致死機率圖

(b)凱旋三路

(a)一心一路

中深紅色為超過 0.21 barg之區域，該處會發生無鋼骨結構、自裝鋼鐵鑲板外框之建築物完全破

壞（見表 4），三條路段在過壓造成人員危害部分，其致死機率僅有一小部分大於 1%（如圖 15

所示），其個人風險則為 0（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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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壓力脈衝部分，則需要先讀取 FLACS模擬軟體之後果輸出檔中的 r3dataname.NPIMP

檔，並利用 IQRAS擷取其每一個單位時間的脈衝壓物理量，進而取得最大物理量值，此外再

利用脈衝壓之參數K1及K2值，分別為 -46.1及 4.82，計算其致死機率後，搭配爆炸之發生

頻率，即可計算其脈衝壓對人員造成危害之個人風險，本研究中之脈衝壓最大物理量為 9,481 

(Pa·s)，根據 Eisenberg (1972)(7)提出脈衝壓致死閾值之下限值為 18,000 (Pa·s)，基本上對人體無

傷害性。由於三條路段之脈衝壓皆無達到對人員造成傷亡之標準，故其致死機率與個人風險 

皆為 0。

爆炸熱輻射之風險評估需要讀取 FLACS之輸出檔 r3dataname.NT，並利用 IQRAS進行

數據分析，計算其爆炸溫度之最大物理量，並將溫度物理量轉換為熱輻射劑量，熱輻射致

死之 Probit公式其參數K1及K2值分別為 -14.9與 2.56。計算完熱輻射劑量，再配合爆炸之

發生頻率，可計算爆炸後高溫熱輻射之個人風險，最後用Matfor繪圖軟體展現。圖 16為

三條路段高溫熱輻射之最大物理量圖，溫度區間介於 339－ 2450 K之間，高溫位於箱涵

周圍，由爆炸中心向兩端擴散。三條路段在高度 2公尺處之高溫熱輻射致死機率大多呈現

深紅色，其餘地方的致死機率幾乎都達到 75%以上（如圖 17所示）；三條路段之最高個人

風險值均超過 5.0×10-6（人 /年），其中凱旋三路之個人風險最高值更可達到 14.6（人 /年） 

（如圖 18所示）。

四、結論與建議

透過CFD模擬可避免大規模實場實驗所可能發生之危險，並節省人力及財力之消耗。本研

究以 FLACS及 IQRAS軟體模擬 2014年高雄氣爆事故，嘗試重建地下箱涵氣爆時之情形並進行

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 就最大過壓而言，小內俓或人孔結構較為深入之障礙物會使得氣流不易通過箱涵，進而造

成壓力蓄積及產生紊流，因此更容易造成爆炸壓力提升。就最高溫度而言，約位在 2000－

3000 K之區間內，深入箱涵之人孔其溫度會因障礙物及風場之存在而較無深入者來得高許

多，小內俓障礙物則並不一定會造成溫度的大幅增加，但就溫度之傳遞速度而言，兩種障

礙物都會有加強之效果。

2. 由CFD模擬之動畫得知，高溫熱輻射之影響範圍皆位於箱涵周圍，可引起人員的嚴重傷

亡，但對建築物的影響因爆炸時間甚短故較輕微；由風險分析結果顯示，高溫熱輻射之人

員致死機率可達 75%以上，個人風險約介於 5.0×10-6（人 /年）~14.6（人 /年）之間。熱輻

射之致死機率雖高，但造成第二次傷害之機會較小，若遠離箱涵附近則可減少傷亡。

3. 由CFD後果分析得知，爆炸過壓及壓力脈衝對路面及建築物結構會造成嚴重影響，但對

人員的直接傷害甚小。由風險分析結果顯示，過壓之人員致死機率僅在少部分區域大於

1%，個人風險則為 0，壓力脈衝之風險亦為 0。推斷大部分人員傷亡並非受到過壓直接影

響，而是受到爆炸後路面及建築結構破損所產生之破片、穿刺等二次傷害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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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凱旋三路

(a)一心一路

(c)三多一路

圖 16　高溫熱輻射最大物理量 (Z=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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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多一路 (Z=2m)

圖 17　高溫熱輻射致死機率圖

(b)凱旋三路

(a)一心一路



－27－鑛冶 61/4

(c)三多一路 (Z=2m)

圖 18　高溫熱輻射個人風險圖

(a)一心一路

(b)凱旋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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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本研究之風險公式僅能評估過壓在地表造成人員肺出血致死之直接傷害，人體被過壓

產生之破片穿透、受衝擊波噴飛撞擊堅硬物體，或因土方塌陷遭受掩埋等二次傷亡，目前

仍無可靠之 Probit公式可供估算，此部分有待未來之努力。

5. 第 10.3版的 FLACS軟體雖可進行平行化運算，然而其技術並非採用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訊息傳遞介面）架構，只能在價格昂貴的單一台電腦（多CPU或多核心）上執

行，大幅限制了它的可用性。由於一般採MPI架構之叢集式電腦（或多台 PC串聯）無法

被使用，故本研究改採單台之GPU電腦來模擬，然而其執行效率甚差，未來欲提升此種大

範圍模擬之效率，建議採用超級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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