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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事故之洩漏情境污染物擴散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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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模擬需求：

▪因應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及警告通知作業辦法，第 3 項新增公私場所

應擬訂並定期檢討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以下簡稱空污事故措施計

畫），內容需製作「嚴重事故之洩漏情境污染物擴散模擬分析」

◆模擬執行及文件製作方式：

▪為提供廠商執行擴散模擬分析參考，製作軟體操作說明及編撰參考表單

▪廠商得使用其他擴散模擬軟體，相關參數應符合如下建議參考資訊：

➢針對場所中所屬模擬目標物質單一容器實際平均儲存量，於10分鐘內全數洩漏釋放至大氣當中

➢模擬之氣象資訊，建議參考所在區域鄰近之氣象測站，選用模擬時間前一年完整年度之資訊

➢溫度選用統計中之平均溫度

➢模擬風向之呈現以統計中出現次數最多之風向為主

➢選用穩定大氣（風速1.5m/s，大氣穩定度「F」）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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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分析物質資料：
▪物質名稱：

•中、英文名稱

•重量百分比

▪單一容器平均儲存量：

•場所內最大單一儲存容器

•請附重量單位

場所內該物質最大容器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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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氣象資訊：近一年（完整年度）之資訊統計
▪溫度：平均溫度

▪相對濕度：平均相對濕度

▪風向：逐月最大10分鐘風向統計，最多數量之數值

➢ 參考文件已將風向角

度區分8個風向間隔

➢ 最終取最多出現風現

統計之「方位」，為

設定模擬之角度，如：

東北風 45°

取最多數量之「方位」角度

填角度 填角度 填角度

算數量 算數量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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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中央氣象局網頁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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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氣候→每月氣象→選擇查詢年/月→查詢鄰近測站之氣象資訊→搜尋近一年逐月溫

度、風向及相對溼度資訊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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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氣候→每月氣象→選擇查詢年/月→查詢鄰近測站之氣象資訊→搜尋近一年逐月溫

度、風向及相對溼度資訊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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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氣候→每月氣象→選擇查詢年/月→查詢鄰近測站之氣象資訊→搜尋近一年逐月溫

度、風向及相對溼度資訊

逐月查詢近一年資訊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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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氣候→每月氣象→選擇查詢年/月→查詢鄰近測站之氣象資訊→搜尋近一年逐月溫

度、風向及相對溼度資訊

查詢所在位置

鄰近之氣象站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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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氣候→每月氣象→選擇查詢年/月→查詢鄰近測站之氣象資訊→搜尋近一年逐月溫

度、風向及相對溼度資訊

平均溫度

12個月加總取平均

風向角度

統計風向角度出現次數，
取最多數量之「方位」角度

平均相對濕度

12個月加總取平均



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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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風向

例如：

風向次數統計，若22.5°-67.5°範圍之次數為最多，

則以「方位」東北風之45°為模擬主要風向（角度）

如果有兩個或以上相同次數，則取其中之一即可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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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分析軟體名稱：
▪此參考文件採用：ALOHA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

▪需註明版本：此參考文件使用5.4.7版

◆風速及大氣穩定度：（為參考規範已訂定之數值，請勿更動）
▪指定風速：1.5m/s

▪指定穩定度：F

◆嚴重事故之洩漏情境污染物擴散模擬分析結果：
▪請自行輸入指定之參考濃度數值（PAC-3、PAC-2）

▪輸入對應參考濃度之模擬結果距離

填濃度數值 填模擬距離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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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模擬分析模擬結果圖層：
▪輸入參數界面截圖

▪模擬圖

▪影響範圍套疊地理資訊圖層

輸入參數界面截圖（另需提供模擬分析參數原始檔）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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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模擬分析模擬結果圖層：
▪輸入參數界面截圖

▪模擬圖

▪影響範圍套疊地理資訊圖層

輸入參數界面截圖



參考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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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模擬分析模擬結果圖層：
▪輸入參數界面截圖

▪模擬圖

▪影響範圍套疊地理資訊圖層

影響範圍套疊地理資訊圖層



ALOHA 簡介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ALOHA)

▪起源於美國海洋大氣署 (NOAA) 對於緊急事件應變，預測洩漏源下風處污染

物濃度，估計其氣雲移動及擴散之工具。

▪近年演變為應變工具，可推估化災事故發生後，化學品於大氣中之傳輸範圍，

作為化學災害應變計畫與訓練之用。

▪美國風險管理計畫 (Risk Management Planning Rule) 也運用 ALOHA 軟體

進行危險物運送之危害區域分析。

▪ ALOHA公開於美國環保署網站中下載，內建化學品種類上千種，並可自訂新

增物質。

◆哪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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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a.gov/cameo/aloha-software

ALOHA軟體操作

https://www.epa.gov/cameo/aloha-software


17



ALOHA 軟體優點

◆優點：

▪為 USEPA 和 NOAA 共同研發維護，免

費使用。

▪輸入參數較為簡易，運算時程短，現為

美國消防單位人員必訓課程。可於出勤

前往現場途中，就所掌握資訊，於數分

鐘內完成模擬。

▪模擬結果可包含毒性效應、熱輻射與爆

炸過壓等影響距離。

▪模擬結果可直接套疊於電子地圖，於圖

層上瞭解其影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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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優點

◆優點：

▪模擬從槽體、管線、大氣中釋放

▪廣泛的化學資料庫，可讓使用者自由使用

▪適用於 Windows 及 Macintosh 平台

▪在不同的環境下估計氣體雲面積、濃度及隨著

時間的改變量

▪氣象參數可由使用者自行輸入或從氣象監測站

獲得資料

▪容易操作的圖形介面和顯示

▪用於重質氣體擴散模式(Degadis)及高斯

(Gaussian)氣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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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模式與重質氣模式



ALOHA 軟體優點

◆缺點：

▪模擬後果較不精確。

▪分析時間為洩漏擴散60分鐘內，擴散距離不超過10 公里。

▪未考慮大氣稀釋與樹木吸附化學物質的衰減。

▪模式未考慮地形對擴散情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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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不能模擬或運算時不考慮～）

▪副產物：ALOHA模式不考慮火災、爆炸、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副產物

▪懸浮微粒

▪化學混合：不考慮因混合所造成的化學效應，如：化學溶液與蒸氣雲等

▪地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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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常穩非常低的風速 (<1 m/s at 10 m Height)

2) 定的大氣條件(常發生在深夜或清晨)

3) 風切或地形

4) 近洩漏源的不規則濃度

軟體條件限制



ALOHA 軟體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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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軟體介面架構



ALOHA 軟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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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選取/增加模擬地理位置資料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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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地點：
新增模擬場所
所在位置



ALOHA 軟體操作-選取/增加模擬地理位置資料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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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

經緯度
緯度：北緯
經度：東經

地點

城鎮名稱

格林威治
（GMT）時間

可自行定位或由
Google Map或

Google Earth查詢



ALOHA 軟體操作-選取建築物型態資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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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Data → Building Type



ALOHA 軟體操作-選取欲分析之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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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 Chemical
選擇目標化學物質

即便廠內使用為溶液，請採用 Pure Chemicals

內所列之物質作為模擬



ALOHA 軟體操作-設定氣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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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 Atmospheric → User Input 設定氣象條件



ALOHA 軟體操作-設定氣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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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 Atmospheric → User Input

風速1.5m/s

（指定風速）

量測高度
氣象測站約10m

雲層覆蓋率

地表粗糙度
◎開放郊區
◎城鎮或森林
◎開放水體
◎自行輸入

風向
（依統計）



ALOHA 軟體操作-設定氣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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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溫度
（平均溫度）

大氣穩定度
（指定F）

相對溼度
（平均相對濕度）

逆溫層

◆SetUp → Atmospheric → User Input



◆模擬情境 (WCS或ACS) 型式選取來源種類

▪依參考規範，僅作最嚴重情境，挑選 Direct （內容物全數於短時間或連續洩漏）

進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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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洩漏型態選擇

◆SetUp → Source → Direct

洩漏型態



◆Direct (直接)-連續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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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洩漏型態選擇
選擇洩漏量單位(質量或體積)：

Grams (克)  kilograms (公斤)  pounds (磅) tons(噸)
Cubic metters (m3)   litters(升)   cubic feet(ft3) gallons(加侖)

選擇「連續」洩漏

每分鐘洩漏量：
量/時間

洩漏高度

請將單一容器
平均儲存量除以10

持續時間：10分鐘



ALOHA 軟體操作-輸入資訊彙整
▪完成輸入之所有資訊會顯示於「Text Summary」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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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更改單位（一次）

◆工具列Display（顯示）→Display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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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計算影響範圍

◆工具列Display（顯示）→Threat Zone（危害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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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計算影響範圍

濃度選擇：
• PAC/ 或自行輸入濃度值

顯示方式：
◎ 單一風向影響範圍
◎ 各方向可能影響區域



ALOHA 軟體操作-影響範圍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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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Summary」視窗出現模擬距離



ALOHA 軟體操作-影響範圍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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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依設定物種及設定條件有所差異



ALOHA 軟體操作-模擬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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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軟體操作-模擬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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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ALOHA 軟體模擬
使用注意事項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開啟儲存模擬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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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ALOHA軟
體視窗

File→Open

開啟儲存之模擬檔案
ALOHA模擬檔案另存新檔後，副檔名為*.alo

可利用儲存(Save)或
另存新檔(Save As..)

方式將模擬參數存檔

(2)選取Planning Mode，即可恢復原先儲存
檔案，但仍需注意軟體內參數有無變動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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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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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 隱藏/開啟側欄功能

▪ 新增地標功能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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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經緯度座標格式

▪ 工具→選項→ 3D檢視→顯示經緯度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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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比例尺（比例圖例）

▪ 檢視→勾選比例圖例：比例尺會出現在地圖視窗的左下角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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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學校、醫院等敏感區位置

▪ 側邊欄位→主要資料庫→更多→地點類別→

勾選包含購物中心、醫院、學校等敏感區

域欄位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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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學校、醫院等敏感區位置

▪ 側邊欄位→主要資料庫→更多→地點類別→勾選包含購物中心、醫院、學校等

敏感區域欄位

◆圖層顯示選取位置符號

▪ 只有符號，並無名稱顯示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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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選取敏感位置點名稱 (1)

▪ 滑鼠移動到選取圖形上會出現該

圖形名稱（滑鼠移開名稱就會消

失）

▪ 在選取圖形上點選滑鼠右鍵→儲

存到我的位置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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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選取敏感位置點名稱 (2)

▪ 側邊欄出現前述選取位置名稱

▪ 名稱前方框記得打勾→在名稱上

點選滑鼠右鍵→內容



ALOHA 其他注意事項-Google Earth 部分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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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選取敏感位置點名稱 (3)

▪ 開啟內容視窗後，選取樣式、色彩欄位

▪ 調整標籤內容：

▪ 標籤色彩為顯示名稱顏色

▪ 標籤比例為顯示名稱大小，一般建議數

值在0.8以上

▪ 調整圖示：可調整顯示圖示符號顏色與

大小

調整標籤色彩與比例，比例
建議數值0.8以上，選取位置
名稱則會固定在地圖示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