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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參考的土壤沖蝕理論為 Hairsine-Rose 沖蝕方程式，並根據系統動力學概念以

Stella 軟體建立土壤侵蝕模式，以小尺度人工降雨模擬試驗的資料進行率定和驗證，相關參數由

試驗直接取得或參考前人應用 Hairsine-Rose 侵蝕方程式研究之文獻值。將模式所計算出之土壤

沖蝕量與試驗收集的土壤沖蝕量進行比較，發現在高坡度下擬合的結果較為理想，至於低坡度時

則會有較大的誤差發生。再對參數 J (土壤基質對抗逕流對土壤產生捲起之能力)、F (超過門檻值

之河川功率實際對土壤造成捲起和再捲起的比率)、河川功率之門檻值和原始表土之離散能力及

沉積層之離散能力進行敏感度分析，可以得到各坡度之主要影響土壤沖蝕量的參數，在各坡度都

有一定影響力的參數為 J 和 F。 

(關鍵詞：土壤沖蝕、Hairsine-Rose 沖蝕方程式、系統動力學、降雨模擬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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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hillslope soil erosion based on 
Hairsine-Rose erosion equation, using the System Dynamics software, Stella. We applied the 
time-varied soil loss data from a small-scale rainfall simulator experiment to calibrate and verify the 
constructed model. For model calibration, the parameters were either obtained directly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r by taking references to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arisine-Rose 
equation. Comparing the simulated soil erosion quantity with the collected soil erosion data, we found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simulated and collected data in the cases of steep slope erosion 
experiment, but a larger gap between the simulated and collected data for mild slope cases. Sensitivity 
analysis carried out for the parameters including J, F, threshold of stream power, detachability of the 
original soil, and detachability of the deposited layer, can indicate the degree of parameter effects on 
soil erosion quantity for the cases of different slopes. The influential parameters of all the slopes are 
found as J an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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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台灣的山脈走向為南北狹長且山坡

地面積廣大，造成地形破碎陡峭，河川短小

流急，所以雖然台灣年降雨量豐沛，但是由

於時空分配不均及地形關係，導致可利用的

水資源相對缺乏，因此水庫便成為了台灣水

資源利用的重要設施。而且因為地勢陡峭和

高強度短延時的降雨，使得土壤侵蝕的情況

相當嚴重，每當颱風或是強降雨便會使水庫

中上游之土壤沖刷至水庫，使水庫淤積而有

效庫容量減少，相應的水庫使用年限也隨之

減少。 

土壤沖蝕不僅會導致土地資源耗損，地

表直接受到沖刷破壞更會造成山坡地之崩塌、

水庫和河道的淤積以及人為設施的破壞等眾

多災害。所以為了瞭解土壤沖蝕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土壤沖蝕量之測量與預估控制及相

關的土壤沖蝕模式研究便相當重要。 

本研究為了瞭解水庫集水區的土壤特性，

透過建構模式的方式，求得便於估計土壤沖

蝕量之方法。所以若是可以準確的根據現地

的特性以及當下的降雨情況便可以估計出本

次的土壤沖蝕量，便可以更為便利的使相關

單位快速的應對，做出正確的決策。 

目前台灣水土保持所參考之估計土砂量

方程式為使用通用土壤流失公式(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為主流或是之後的

修正版通用土壤流失公式(RUSLE)，其為經

驗公式，因此要建立起其使用參數的資料庫

變顯得相當繁瑣，要更新其資料庫也相當的

不容易。所以希望藉由試驗搭配上前人文獻

之物理沖蝕公式建立出系統動力模式。 

而國外的物理模式如由美國農業部所發

展的 WEPP(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

模式，其將相關物理理論基礎之相關計算公

式都置於程式中，當使用模式所輸入的參數

值即導入程式運算。還有本研究所使用到的

Hairsine-Rose 方程式也是屬於物理模式，國

外也有許多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其來進行侵蝕

的相關討論。 

Mahmoodabadi, Ghadiri, Rose, et al. 
(2014) 主要目的為藉由紋溝型態之量測提供

一個新的近似方法去求取土砂的傳輸能力，

並評估 WEPP 和 Hairsine-Rose 方程式對土

砂傳輸能力之預測。其水槽設置為 1m 寬、

6m 長，並預先挖好橫斷面為梯形渠道。本研

究之結果顯示在有入滲之情況下，不管是

WEPP 和 Hairsine-Rose (F = 0.1)都會低估土

砂的傳輸能力。 

Hong, Bonhomme, Le, & Chebbo. (2016)
由 Hairsine-Rose 模式搭配上 FullSWOF (Full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for Overland Flow)模

式的方法，評估巴黎附近的城市道路集水區

的沖刷過程。此研究第一次將這種方法應用

於城市的降雨逕流環境中的道路沖刷模式。

在其結果的探討中顯示逕流所造成的土壤沖

蝕比例相較於降雨所導致的沖蝕而言顯得微

不足道。最後建議可以藉由多階層之粒徑分

佈資料來改善其模式的模擬結果。 

Jomaa et al. (2010) 討 論 到 一 維

Hairsine-Rose 方程式在高強度降雨下的參

數一致性，為了分析雨濺特徵長度和橫向侵

蝕寬度間的交互作用，使用了相同長度(6m)

但不同寬度的沖蝕槽來進行試驗。試驗結果

表明根據觀察到的沉積物濃度，雨濺沖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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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寬(1m、0.5m)的水槽較為明顯而窄(0.25m)

的水槽則因為有一定量土砂黏附在槽壁上。

將 Hairsine-Rose 方程式擬合到試驗結果中發

現了良好的一致性，特別是對於較細小的尺

寸。結果也顯示結殼層(Shield layer)在寬的渠

槽中於試驗開始後 5 到 10 分鐘後即形成，而

在較窄的水槽則無法發展完全。 

為了將物理模式建置與電腦系統上，使

用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作為分析的

工具，藉著其概念將 Hairsine-Rose 方程式將

其各參數之間的關係進行整理歸納在配合上

軟體的幫助建立出土壤侵蝕模式。系統動力

學 是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 Jay W. Forrester

首先提出其概念和應用，主要討論工程和管

理的關聯性問題，將工業工程的系統模擬觀

念導入企業管理領域，系統動力學是採取系

統的觀點強調問題的整體性，問題是由許多

的相關因素與彼此間互動關係所構成，透過

系統模式的建立，來分析系統架構、影響系

統行為的決策，以了解系統的動態行為。於

系統中的各項因素改變會導致參數間的變化，

使系統產生新的變動進而影響整個系統所產

出的結果。 

本研究之目的為建置可以準確計算岀特

定降雨事件之坡面土壤沖蝕量的系統動力學

模式，藉此得到可以適用在阿公店水庫土壤

上準確評估單場降雨隨著降雨時間變化之土

砂沖蝕量動態模式，或是可以更近一步能夠

應用於台灣其他地區的不同土壤性質。 

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 模擬降雨試驗資料 

本研究中作為模式的參數驗證之降雨模

擬試驗數據選擇自 Wang & Lai (2018)中的試

驗數據。 

模式率定所選用的資料為參考 Wang & 

Lai (2018)的試驗結果，其使用位於台灣高雄

市阿公店溪上之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之青灰泥

岩沉積土，藉由人工降雨機對採集回來之現

地土壤進行模擬降雨試驗，在根據試驗所得

到數據進行模式的建構，並且參考前人的文

獻對部分難以得到實際值之參數進行假設。 

其試驗方式簡述如下，使用的降雨儀器

為 Eijkelkamp Agrisearch Equipment 所出產之

針管式人工降雨機，搭配上可以調整坡度的

侵蝕平台，將土壤填入後調整至試驗所需坡

度，而後開始降雨 30 分鐘，每 5 分鐘收集一

次出流口的土砂量，整體的試驗設置如圖 1

所示。 

 

圖 1 試驗儀器設置 

Figure 1 Experimental instrument setting 

二. 沖蝕模式 

建置系統動力學所使用之主要架構為

Hairsine-Rose 方程式，所以在此詳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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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計算之方程式。 

本模式是由 Hairsine, P.B.和 Rose, C.W.

於 1991 和 1992 年所發表之論文(Hairsine & 

Rose, 1991, 1992)中所提出的，故也可稱為

Hairsine-Rose 方程式，其主要觀念為降雨和

逕流所產生之相關侵蝕沉積是同時作用，並

且可以將土壤根據粒徑分布畫分成數個不同

階層 i，不同的顆粒大小有不同的沉降速度，

此模式可以分開計算不同粒徑之土壤沖蝕量，

其動態的控制方程式如下: 

∂(Dci)
∂t

+ ∂(qci)
∂x

=ri+rri+ei+edi-di ∙ ∙ ∙ (1) 

D : 水深(m)、𝑐𝑐𝑖𝑖  : 階層 i 之水流含砂濃度

(kg
m3� )、q : 單寬流量(m

2
s� )、ri : 對階層 i

之逕流所造成原有土表捲起(entrainment)之

侵蝕率(kg
m2s� )、rri : 對階層 i 之逕流所造成

沉 積 層 再 捲 起 (re-entrainment) 之 侵 蝕 率

(kg
m2s� )、ei : 對階層 i 之降雨所造成原有土

表分散作用(detachment)之侵蝕率(kg
m2s� )、

edi : 對階層 i 之降雨所造成沉積層再分散作

用(re-detachment)之侵蝕率(kg
m2s� )、di : 對

階層 i 之土壤沉積率(kg
m2s� )。 

其中ri、rri、ei、edi和di又可分別由下列

方程式中計算得到: 

ri=�1-H� F
IJ
�Ω-Ω0�   if Ω>Ω0 ∙ ∙ ∙ (2-1) 

ri=0   if Ω≤Ω0 ∙ ∙ ∙ (2-2) 

rri=
αiHF

g
( σ
σ-ρ

)( Ω-Ω0
D

) Mdi
Mdt

   if Ω>Ω0 ∙ ∙ ∙ (3-1) 

rri=0   if Ω≤Ω0 ∙ ∙ ∙ (3-2) 

ei=(1-H) αPp

I
 ∙ ∙ ∙ (4) 

edi=HαdPp( Mdi
Mdt

) ∙ ∙ ∙ (5) 

di=αiνici ∙ ∙ ∙ (6) 

H : 代表土壤表面被沉積層所覆蓋的程度，

0~1(無因次)、F :超過門檻值之河川功率實際

對土壤造成捲起和再捲起的比率(無因次)、

I :總階層數(無因次)、J :土壤基質所提供之

對抗逕流對土壤產生捲起能力(J∙kg-1)、Ω :

河川功率(stream power)(W∙m-2)、Ω0 :河川功

率要對土壤造成捲起和再捲起的門檻值

(W∙m-2)、𝛼𝛼𝑖𝑖  :近底床含砂濃度與平均含砂濃

度之比值(無因次)、𝜎𝜎 :濕土密度(𝑘𝑘𝑘𝑘 𝑚𝑚3� )、ρ : 

純水密度(kg
m3� )、Mdt :單位面積沉積層之總

重(kg
m2� )、Mdi : 單位面積沉積層階層 i 之

重 ( kg
m2� ) 、 α  : 原 始表 土 之離散 能力

(detachability) (kg
m3� )、p :無因次指數、α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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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層之離散能力(detachability) (kg
m3� )、

νi :階層 i 之沉降速度(m s⁄ )。 

雖然 Hairsine-Rose 方程式可以將土壤根

據粒徑大小進行分級，每一級可以分開計算，

而後再進行加總，但是在本研究中，為了簡

化過多繁雜且不確定之參數，所以在本研究

中使用 Hairsine-Rose 方程式所使用的分層

為根據砂粒砏粒黏粒分成 3 個階層進行設計，

經過參數率定之後，確定出各參數在此試驗

條件下的值，在將其使用另一組相同坡度的

試驗結果進行率定。 

將建立模式所會用到的參數整理紀錄如

下，首先是土壤的基本特性其砂粒、砏粒及

黏粒的佔比為 0.494、0.448、0.058。根據現

地所採集之土樣，進行土壤團粒穩定實驗可

以得到其團粒難以形成，故可以不考慮其絮

凝作用。 

其水流含砂濃度則為其每一場 30 分鐘

的降雨中各 5 分鐘分段之總和平均在乘以其

對應粒徑之佔比，假定含砂濃度不會隨著距

底床之距離而有所變化，故可以將平均之含

砂濃度當作其近底床之含砂濃度。而各層所

對應的沉降速度則參考 Jomaa et al. (2010)，

選擇與土壤之砂粒和坋粒的中值粒徑相同之

沉降速度，而黏粒並沒有中值粒徑所以只好

選用上邊界值也就是粒徑大小為 0.002mm的

部分，可以得到砂、坋黏粒分別的沉降速度

為 1.4x10-2、4x10-1、4x10-6(m/s)。 

基本的試驗設計參數如降雨強度則為

0.0001 m/s，濕土密度為 1680 kg/m3，單寬流

量則由降雨量去推求為 0.000025 m2/s，水深

則根據相關之前人文獻的設定定為 2mm，不

考慮其水深的變化，αi則假設其為 1，代表其

含沙濃度在整個水剖面是均值的。 

而 H 則參考 Yu (2003)的論文，其計算

方式為由實際土砂濃度與傳輸極限(transport 

limit, ct )之比值得到。在本研究中假定 ct 為

試驗中之最大含沙濃度，根據資料可以得到

隨時間變化之 H 的數值，α和αd則參考 Guo & 

Yu (2016)，決定分別為 1000 和 15000，因為

根據前人的文獻可以看出基本上就算是同一

種土壤，其變化也相當大，所以基本上是一

個可以任意調整的參數。 

至於剩下的 J、F、Ω0則是將其餘的其他

參數都輸入進去 Stella 方程式中後再藉由其

中的優化(optimization)功能選擇最佳參數。 

三. Stella 建模軟體 

Stella 為 Structure Thinking Experimental 

Learning Laboratory with Animation 的縮寫，

為圖形介面導向之系統動力學模式軟體。提

供拖放式的圖形介面，方便使用者可以快速

的將模式元件自工具列拖曳至圖板上，進行

模式之建構(吳定芳, 2002)。 

在 Stella 中系統動力學模式可由以下四

種基本元件構成，如圖 2 所示。 

1. Stock(存量)(又稱積量 level):用來表示

某一變數在特定時刻的狀態，其值為上一時

刻值加上從上一時刻到目前為止流經此存量

之流量的值。 

2. Flow(流量)(又稱率量 rate、政策Policy):

用來表示存量的變化快慢。 

3. Converter(輔助變數):在模式中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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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參數。 

4. Connector(連結)(又稱 Linking):用來連

接輔助變數和流量方程式。 

 

圖 2 Stella 方程式 基本元件 

Figure 2 Stella equation Basic component 

其 Stella 方程式中計算隨時間變化的值

所使用的積分方式有 Euler、RK2(2nd-order 

Runge-Kutta)、RK4(4th-order Runge-Kutta)、

Cycle Time，在本研究中選用的是 Euler's 

Method，在 Stella 方程式中其運作方式可以

簡單的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初始階段，首先將所有的

Stocks、Flows 和 Coverters 中的初始值計算

完成。第二階段為積分階段，首先根據

DT(Delta Time)(simulation time step)計算在

這一次 DT 中 Stocks 中的變化量， 

∆stock = dt ∗ flow 
所以可以得到新的 Stocks 值，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𝑐𝑐𝑘𝑘𝑡𝑡 =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𝑐𝑐𝑘𝑘𝑡𝑡−𝑑𝑑𝑡𝑡 + ∆𝑠𝑠𝑆𝑆𝑆𝑆𝑐𝑐𝑘𝑘 

再接著計算 Flows 和 Converts 新的值，

重複上述循環直到當時間大於等於設定之模

擬時間為止。 

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 Hairsine-Rose 系統動力模式 

將 Hairsine-Rose 方程式建入 Stella 軟體，

其主要可以將土壤侵蝕的過程分成 4 個部分，

分別是逕流對原土層造成之捲起和對沉積層

造成之再捲起，以及降雨對原土層之分散作

用和對沉積層造成之再分散作用。且將原土

層再多區分出沉積層和被分散作用及捲起進

入水中的含沙流兩個部分，搭配上原土層三

個部分之間的交互關係即是 Hairsine-Rose 

方程式的基本概念，如圖二所示即為將上述

概念建入 Stella 中。 

而 Wang & Lai (2018)中的試驗其降雨設

備只有涵蓋土壤上邊坡的 25 公分，下半部則

沒有降雨，所以在模式的建構上就需要分成

兩個部分，在上半部就如圖二所示有涵蓋降

雨和逕流對土壤的沖蝕現象，至於下半部則

是逕流的影響而無降雨對土壤造成的分散作

用。 

因為試驗數據上的侷限，所以有部分的

數據需要參考前人在使用相同模式時所使用

的參數，在根據 Wang and Lai (2018)中的試

驗數據配合上 Stella 中的最佳化功能找出最

符合試驗結果之參數。將(Wang & Lai, 2018)

中的試驗數據區分為率定組和驗證組，藉由

率定組來得出最佳解，然後不更動參數將模

式帶入驗證組的數據來計算其準確度。其中

率定組和驗證組會改變的參數為 H 值和含砂

濃度，因為其為由試驗數據計算而得來，因

此每一場試驗其值皆會改變。 

如同前述所說的 J、F、ThresholdSP 需要

用到 Stella 中的功能來決定出最佳值以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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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的結果。所選用的優化方式為 Powell，

為一種有效的共軛梯度搜尋法 (conjugate 

gradient search)，可以用較少的模擬次數找到

良好的參數組合求得其極值。，而其一開始

的預設範圍為參考前人的文獻，收集數個文

獻值(Guo & Yu, 2016; Hong, Bonhomme, Le, 

& Chebbo, 2016; Mahmoodabadi, Ghadiri, Yu, 
& Rose, 2014; Misra & Rose, 1996; Yu, Guo, 
& Rose, 2017)去給定一個區間給模式尋找最

佳解。 

 

圖 3 Hairsine-Rose 方程式基本架構 

Figure 3 Hairsine-Rose equation 

其中 F 的範圍為 0.0246 到 0.15，J 的範

圍為 0.0737 到 0.3，ThresholdSP 的範圍為

0.007 到 0.35。其他的基本設定如圖 3 所示，

得出的最佳值結果每一個坡度各不相同，結

果可以參考表一。 

表一 F、J、Ω0的最佳值 

Table 1 The best value of F、J、Ω0 

坡度 F J Ω0 

30 0.1138 0.2254 0.0577 

25 0.1303 0.3 0.0072 

20 0.0933 0.1233 0.0270 

15 0.0981 0.3 0.0470 

10 0.0675 0.0737 0.007 

5 0.1085 0.2007 0.0227 

二. 模擬結果 

將模式率定組和驗證組模擬之結果與試

驗值進行比較，可以由率定組的成果觀察到，

其在高坡度時(坡度為 30、25、20 度)擬合較

佳，但是在低坡度時(坡度為 15、10、5 度)

的擬合明顯較差，如圖 6 和圖 7 所示。 

根據圖 4 和圖 5 的模擬值和試驗值之回

歸結果之決定係數R2可以看出率定組的擬合

效果明顯較驗證組為佳， 且不論是坡度的高

低其模擬的結果都會有高估土壤侵蝕量的情

況，尤其是在低坡度時，可以更明顯的看出

其模擬值和試驗值之間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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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率定組之模擬值與試驗值比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of the calibration group 

 

圖 5 驗證組之模擬值與試驗值比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of the verification group 

將率定和驗證的資料區分高坡度(30、25、

20 度)和低坡度(15、10、5 度)一同進行迴歸

分析，可以得到下列兩式: 

高坡度時: 

侵蝕量(收集) = 0.26883 侵蝕量(模式) ∙ ∙ ∙ (7) 

(R2: 0.7499) 
低坡度時: 

侵蝕量(收集) = 0.39135 侵蝕量(模式) ∙ ∙ ∙ (8) 

(R2: 0.3071) 

根據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其低坡度的試驗

中有發生明顯的入滲現象，而從前面

Hairsine-Rose 方程式的介紹中可以發現其

中並沒有考慮到入滲所造成的影響，所以可

能因此造成低坡度時的誤差。 

三. 參數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為探討

模式中的參數進行改變時，對產出結果之影

響程度。在本研究中為挑選出五個參數對率

定組之模式進行分析，將參數個別調整加減

參數自身 10%的量，再去查看最後得出的出

流土砂量與原始不變動參數的土砂量之變化

量，得出當不同參數改變之後對應之出流土

砂量的變化量，結果如表 1 所示。 

根據表一可以看出在本模式中當坡度大

於 20 度(30、25、20 度)時主要影響出流土砂

量的參數為 J 和 F。 

J 為逕流對原始土壤表面造成之單位捲

起量時所需要之能量，F 則是超過土壤土壤

造成捲起和再捲起之所需門檻值的河川功率

中實際對土壤造成影響的比率，因為會有一

部分的河川功率會因為熱或是擾動而消散掉。

根據 Hairsine-Rose 模式的公式顯示 J 和 F 都

為逕流造成侵蝕部分的相關參數，根據試驗

條件逕流的影響範圍為整個坡面，而降雨的

範圍則是只有坡面的三分之一，故可能因為

這個原因導致逕流的相關參數影響較大。 

但是當坡度為 15、10、5 度時，則沒辦

法看出主要的影響因子，每一場試驗都不太

一樣，差異不大，且因為本研究所得出之系

統動力學模式對於低坡度的模擬較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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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後續再增加入滲等其他參數的導入以

改善模式的精度。 

表二 出流土砂量對參數敏感度分析 

Table 2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parameters 
of outflow soil  

  

出流土砂量之變化 

 

參數 -10% +10% 

30 度 J 0.060951 -0.04986 

 

F -0.07823 0.079497 

 

Ω0 0.041794 -0.04144 

 

αd -0.02075 0.020492 

 

α -0.04568 0.045706 

25 度 J 0.062603 -0.05122 

 

F -0.0579 0.058144 

 

Ω0 0.003965 -0.00396 

 

αd -0.00142 0.001519 

 

α -0.04391 0.043908 

20 度 J 0.054797 -0.04483 

 

F -0.05077 0.051063 

 

Ω0 0.038609 -0.03844 

 

αd -0.05647 0.005021 

 

α -0.05098 0.050982 

15 度 J 0.015772 -0.0129 

 

F -0.07376 0.094506 

 

Ω0 0.121099 -0.13466 

 

αd -0.11317 0.099838 

 

α -0.07501 0.075016 

10 度 J 0.050371 -0.04121 

 

F -0.04901 0.049373 

 

Ω0 0.009288 -0.00927 

 

αd -0.01594 0.019666 

 

α -0.05524 0.055255 

5 度 J 0 0 

 

F 0 0 

 

Ω0 0.014904 0 

 

αd -0.01318 0 

 

α -0.10012 0.100117 

結論 

本研究為參考 Hairsine-Rose 土壤侵蝕

的物理模式，配合上系統動力學的概念應用

Stella 軟體，並且跟文獻之試驗的數據進行率

定和驗證，以建構一個可以方便計算土壤受

到降雨事件侵蝕之後的出流土砂量。 

研究結果如下: 

1. 模式所計算得出的侵蝕量跟實際土

壤侵蝕量比較上整體有高估的情況。 

2. 在高坡度時模式的結果較為準確

R-squared 可以達到 0.7499，，而低坡度時與

試驗結果的擬合程度則較差 R2只有 0.3071。

在高坡度時的迴歸關係式為侵蝕量(收集) = 

0.26883 侵蝕量(模式)。 

3. 根據敏感度分析雖然參數對於各坡

度的影響力不同，但是對於此試驗中土壤侵

蝕量影響最廣泛的因子分別為 J 和 F。 

目前是參考文獻所決定之參數如F、J、

α、αd等等會隨著現地土壤質地之不同而改

變之值，希望在後續的研究中可以各別對其

進行探討，作實際之試驗以得到符合使用土

壤之參數，以得到更準確的模擬侵蝕土砂

量。 

而關於隨時間變化之 H 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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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sine-Rose 方程式中的四種侵蝕分類降

雨對原始土層和沉積層以及逕流對原始土層

和沉積層都會造成顯著的影響，所以需要對

其在進行更詳盡的研究。且 Hairsine-Rose 方

程式並沒有關於滲流的相關討論，可以嘗試

在模式中加入入滲之相關公式，以期望可以

將低坡度時的精確度進行提升，將模式更加

完整模擬土壤沖蝕的過程，以便此模式可以

廣泛利用再各坡度之土壤沖蝕模擬上。 

 

圖 6 坡度 30、25、20 度之出流土砂量 

Figure 6 Slope 30, 25, 20 degrees outflow soil 

amount 

 

 

 
圖 7 坡度 15、10、5 度之出流土砂量 

Figure 7 Slope 15, 10, 5 degrees outflow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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