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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選用真實的四種常見剛性挺水植物，以及人工材料模擬植物（壓克力柱），規則排

列種植於渠槽內進行沖蝕實驗。每一株植物須於管道內預先以較低流量水流進行一個月的預種

植，使植物的根系紮根固定土壤，之後每兩周逐步調高流量，使用的渠槽坡度為緩流與急流分

界坡度 2%，流量依序由 20 L/min 調升到 100、150、200 L/min。以影像分析搭配雷射切葉掃描

地形方法獲得水流流經剛性挺水植物造成的地形變化及沖蝕量與模擬植物之壓克力柱區於相

同水流條件下進行比較，並於每週紀錄植物的生長情形。由沖蝕地形和沖蝕體積之變化，比較

真實與人工挺水植物對的土壤沖蝕影響，結果指出，因真實或人工植物的存在，壓縮水流斷面

積，但真實植物區的土壤沖蝕體積明顯小於人工植物區，顯示植物根系對降低土壤沖蝕之重要

性。 

(關鍵詞：挺水植物、植物根系影響、人工植物、渠槽沖蝕試驗、雷射掃描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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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four common rigid emergent plants, and the 
respective artificial acrylic plants to investigate the scouring effects in a flume 
experiments. Each plant was pre-planted and incubated in the flume with a lower 
flow rate for one month for plants’ root system development. Afterwards, the flow 
rate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every two weeks. The slope of the channel used is 2% 
of the slow-flow and rapid-flow boundary, and the flow rate was adjusted from 20 
L/min to 100, 150, and 200 L/min. Image analysis and laser cutting and scanning 
terrain method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topographic changes caused by scouring 
through rigid emergent plants and the erosion amount was compared with the acry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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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 artificial plants under the same water flow conditions, and the growth of plants 
were recorded weekly.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compared the scouring 
effects under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emergent plants. As the results, 
the flow cross section was compressed by the existing plants. However, soil erosion 
and scouring effects were alleviated in the natural plants region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artificial plants, which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plant root system in soil 
erosion mitigation. 

(Keywords：Emergent plants, Root system effect, Artificial plants, Flume erosion experiment, Laser 
scanning terrain)

前言 

最近幾年，低緩河道兩側及水陸交界

帶之濱水區逐漸不採取水泥混凝土的工程

手段進行整治，而是偏向以環境友善之植

生復育整治，因此瞭解生長分佈於這些區

域上的剛性挺水植物對於淺水流沖蝕的反

應及適存性是相當重要的。水生植物具有

緩衝與水流調節、固土護坡、防止水土流

失、攔阻泥沙及過濾、去汙淨化水質之功

能(水生植物手冊 2007)。  

以往研究水生植物沖蝕多以人工材料

如:木棍圓柱作為模擬材料，Tang(2013)調

查覆蓋剛性挺水植物明渠的初始泥沙啟動，

並使用剛性圓柱沖蝕實驗數據用來取得一

條有植生覆蓋的泥沙啟動流速的方程式，

其藉由變動剛性圓柱的植生密度、水深及

粒徑大小，調查影響泥沙啟動的因數，在

某些情況下觀察到的啟動流速比無植物情

況下的泥沙啟動速度小，即在挺水植物存

在下，泥沙較容易開始移動。這個結果可

歸因於植物流形成的次流，包含圓柱前方

的向下流，圍繞圓柱底部的馬蹄形渦旋及

圓柱下游的尾渦旋。而這些次流在植物區

內，產生不均勻強流動，所以在局部流最

強之處可能會有泥沙輸送發生。其將剛性

挺水植物泥沙啟動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

底床的泥砂在低流速中保持不動；階段二：

當流速超過一定門檻，圓柱周圍的泥沙開

始移動，沖蝕洞在圓柱周圍發展，接著逐

漸變深變大直到達到平衡狀態便停止。此

時以宏觀的角度觀察植物區帶來的影響，

並沒有淨沉積物運輸，只是底床局部的調

整，而不是在植物區水流中發生整體沉積

物運動。階段三：獨立圓柱發生動床沖蝕，

當流速超過一定值，可以觀察到沖蝕坑和

植物區外面有顯著的泥沙運輸。 

Yagci(2016)研究不同形式的個別植被

元素周圍的沖蝕/沉積模式，其水槽實驗使

用高解析度的雷射掃描儀，監測流水中圍

繞單獨的不同形式的障礙物（實心圓柱體，

圓柱體的六邊形陣列和數種形式的天然植

物元素）的沖蝕地形。共 14 組實驗，三種

主要障礙物種類：(1)固體挺水圓柱；(2)

六角排列圓柱；(3)不同型態的單獨自然植

物元素，其研究之主要目的不是獲得不同

障礙物在平衡條件下的最大預期沖蝕強度，

其目的是比較在相同條件下即流動強度和

實驗時間相同，對各種障礙物發生沖蝕的

型態，因此把實驗的時間限制於三小時，

針對沖蝕坑洞的各個尺寸值進行比較。實

驗結果顯示：相同流動條件下，圓柱跟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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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體的六邊形陣列與植物例子相比， 圓柱

的 Sw(沖蝕寬度)跟 Sd(沖蝕深度)較大；圓

柱體的六邊形陣列有較長的沖蝕洞(較不

局部)，這也反映到沖蝕面積上；圓柱體的

六邊形陣列沖蝕模式有一個顯著特徵是在

下游形成了尖銳的脊，此現象在也在所有

實驗植物元素有發現，所以在模擬沖蝕過

程，圓柱體的六邊形陣列比實心圓柱更能

代表獨立植株元素。Sv(沖蝕體積)圓柱跟

挺水植物差不多，但是挺水植物的水下體

積等效圓柱直徑只有圓柱的五分之一，這

顯示挺水植物的形式比較容易造成沖蝕，

另外挺水植物的沉積高度也顯著較低。與

天然植株相比，人工修改不透水挺水和浸

沒的植物例子產生更深的沖蝕洞。可觀察

出人工不透水挺水和浸沒的植物例子沖蝕

變得較局部化。挺水植物的沖蝕深度 Sd

比人工不透水的例子小但是沖蝕面積及沖

蝕體積則是比不透水例子高。這意味著當

植株變得不可滲透時，沖蝕變得局部化，

在較窄的區域中，具有類似於實心圓柱體

情況的較高沖蝕深度。 

Chen(2012) 使用塑膠纖維模型模擬

水生植物在整個植株都浸沒在水中，植株

周圍的流況及底床形態上的改變，以及藉

由改變植生密度，觀察植株周圍沉積物

(sediment)的移動、流速、紊動強度。期將

植株周邊的沖蝕過程分為初始階段、垂直

發展階段、長度發展階段、平衡階段。研

究發現減少植株間的間距(植生密度提高)

提升曲流(deflected)運動，連帶提升植物區

上方水流的紊動強度；相反地，由於植物

的阻力使通過植物的水流減少。當植生密

度減少，沖蝕洞長度(𝐿𝐿𝑠𝑠) 、深度(𝐷𝐷𝑠𝑠 )，植

物區前端至沖蝕洞最深處水準距離(𝐿𝐿𝑚𝑚)、

植物區前端植沙丘最高點水準距離(𝐿𝐿𝑐𝑐)線

性的增加。 

Chen(2011) 用塑膠纖維模型模擬柔

性水生植物在整個植株都浸沒在水中植株

周圍的流況，改變植株排列方式(排成直線、

交錯、柱狀)以及水準與垂直間距，測量流

速及紊動強度。其將流速垂直剖面可分成 

3 層：(1)上部無植物層，(2)中部植物層，

(3) 底部葉鞘層。紊流強度在葉鞘段

(0.1~0.15𝐻𝐻)以及冠層頂端(0.9~1.2𝐻𝐻)有明

顯峰值， 

有關植物抗沖蝕能力之研究主要是於

現地施作拉拔試驗，Bywater-Reyes(2015)

使用現地拉拔試驗測量河灘地先驅木本植

物幼苗抵抗力(resisting force)，模擬有無底

部沖蝕的洪水水流情況下之抵抗力，並量

化幼苗尺寸、品種、水位深度、沖蝕深度

對抵抗力的影響。其將非黏性土壤拔根分

為兩種機制：1.沒沖蝕情形發生；莖誘發

的沖蝕為機制 2a；沖刷導致沙洲、河岸的

地形改變為 2b。 

徐(2016)研究了 10種耐水淹植物根系

的力學特徵及其對土壤抗剪強度的增強效

益，使用 Wu-Waldron 模型直接判斷植被

根系增強土壤抗剪強度強弱的可能性。實

驗首先採集目標物種幼苗(實生苗)分別種

於同土質花盆中，每個目標物種 20 盆，另

設置相圖土質無植株花盆為空白對照組，

待植株生長到成年植株後做根系力學試驗。

根系的抗剪強度是利用根系最大抗拉力和

根系拉斷處的直徑，計算根系的抗剪強度 

徐(2008)以三峽庫區嘉陵江岸 5 種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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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植物作為試驗材料，去除植株地上部，

鑽取植株正下方表土層(0~30cm)土柱攜回

實驗室做實驗，以抗沖性與抗蝕性探討其

根系對土壤抗沖蝕的增強效益。抗沖性試

驗是採取改進的原狀土沖蝕法，將土柱浸

泡至飽和後放入沖蝕槽內以沖蝕坡度 15°，

流量 8.5L/min 沖蝕時間五分鐘，計算沖蝕

流失飽和土重(含根系重)，進一步計算抗

沖係數，即每沖掉 1g 飽和土重所需之水量

(L)，用 C(L/g)表示。土壤抗蝕性以改進的

靜水抗崩解裝置，將飽和後之土柱放入靜

水中進行崩解實驗，時間以 30 分鐘為限，

計算崩解掉的飽和土重。空白對照組是採

重塑原狀土，將土柱中所有根系去除後，

重新填入 PVC 管內，做上述兩個實驗。接

著將做完上述兩個實驗之土柱及帶回之樣

本，分別在細篩中反覆沖洗後取得乾淨根

系後，使用根系分析系統(Win RHIZO Pro 

v.2004c)，在掃瞄解析度200dpi的條件下，

分析根系密度，另外將根系放入信封中烘

72h 得到根系生物量。結果顯示 5 種耐水

淹植物的根系在土壤表層均有較多的分佈，

根長密度隨土層深度增加而減少，且主要

集中在土壤的上表層；植物的根長密度能

很好的反應和預測植物根系對土壤抗侵蝕

的增強效能，根長密度與抗沖性和抗蝕性

之間呈現顯著的線性關係，其中直徑

D≤1mm的鬚根更能有效網絡和接觸土體，

對土壤抗沖的增強作用作為顯著。 

以擬真植物作為實驗材料無法模擬出

植物根系對沖蝕的保護功能以及測試植物

面對洪水的存活程度，所以本研究採用原

生剛性挺水植物作為實驗材料，種植於渠

槽中做沖蝕試驗。期待未來更瞭解挺水植

物對濱水區土壤沖蝕特性後，能有更多樣

的原生水生植物加入河溪等濱水區域整治

之應用，營造更友善生物之水域環境。 

研究方法 

本實驗選用 4 種剛性挺水植物組成植物區

與對照組仿植物壓克力柱區做沖蝕試驗，

觀察同時於同一流況下兩者沖蝕地形以及

沖蝕量上之差異。四種植物間則比較不同

植物間固土能力之優劣，以日常植物紀錄

以及實驗後洗根測量根系最大根長以及總

根系長討論之，如圖一所詳述。 

選取四種合適
的挺水植物

依設定密度，以等間距栽植水
生植物進入壓克力栽植槽

栽植前期，抽水馬達以
低流速持續運轉四周

觀察四種植株
的存活率

壓克力柱區 植物區

存活率高

初始紀錄

最終地形掃描
及植物採收

存活率低

調升流量，維持兩周

實驗結束

地形掃描及植物日常紀
錄

給予每株水生植
物編號，紀錄其
初始株高、葉片
數、莖直徑

日常記錄
(黃/綠葉數)
莖數、直徑
存活率

洗根分析

 

圖 1 實驗流程圖 

Figure 1. Experiment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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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 

1. 分次試驗土壤與水加入壓克力栽植

箱填至全滿並飽和(土深 5 公分)。 

2. 插植水生植物與壓克力柱以等間距

栽種，行株距(16 公分寬)。 

3. 以定時器控制光照，統一於每天 8：

00 開啟，16：00 關閉，光照時間八

小時。 

4. 栽植前期以低流量(10L/min)運轉維

持四周的時間養護植物根系 

5. 種植四周後，每兩周調高流量，依序

從 10L/min、20L/min、100L/min、150 

L/min、200L/min。   

6. 實驗過程中每兩周紀錄每一株黃葉

數與綠葉數。 

7. 待四種不同水生植物存活率出現明

顯變化時終止實驗。 

8. 實驗結束後量測每一株水生植物的

鮮重、乾重、根系長、株高。 

9. 低流量養護期四週後，做雷射地形模

型掃描，每兩週做乙次，比較兩區(壓

克力柱區與挺水水生植物區)以及四

種不同品種間的土壤流失量。 

註：植物因自然生長枝葉會大幅遮蔽土壤

表面導致雷射無法照射到地面而減少可掃

描面積故以塑膠束帶捆綁集中，減少遮蔽

面積，取得較佳的掃描結果，如圖二所示。 

  

圖 2 植物綑綁前後比對照 

Figure 2. Before and after plant bundling 

挺水植物之挑選原則： 

植物選用常見且普遍分佈的台灣原

生水生植物或馴化種。由於實驗屬於長時

間觀測，故要選用生長勢強，可低維護管

理且較無病蟲害影響的品種，其根系強健，

可承受水流通過，繁殖容易或取得容易，

於水深 10 公分內可存活之水生植物。最後

選擇香蒲、單葉鹹草、蘆葦、水丁香作為

沖蝕實驗之四種挺水植物。 

渠槽沖蝕實驗探討種植真實剛性挺水

植物與模擬剛性挺水植物之人工柱狀構造

物做沖蝕比較。比較同一流況下，沖蝕地

形與沖蝕量體之差異。人工構造物採用與

真實植物相似莖直徑之壓克力棒模擬，表

面以防水膠布纏裹，以免透光的壓克力棒

被雷射掃過造成眩光，影響雷射掃描結果。

其中水丁香與香蒲以單株插植，故壓克力

棒也以單支模擬，單葉鹹草與蘆葦以地下

莖繁殖，取一部分根莖種植均帶有 3~5 支

莖，故模擬時採用3支壓克力棒進行模擬。

各植物平均直徑挑選尺寸相近之壓克力棒，

仿香蒲採用直徑 20 mm，單葉鹹草採用 5 

mm，水丁香與蘆葦採用 3 mm，以 5 mm

厚，長寬均 5cm 之方形壓克力板作為底板

並使用塑鋼土加以固定壓克力柱與底板。

香蒲與水丁香以單點單支壓克力棒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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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單葉鹹草與蘆葦採根莖繁殖，地上部留

2~4 支，故比照實際種植情形於單點以 3

支壓克力棒模擬，三支以品字型排列，間

距約 2.5 cm，植物插植密度為一個植栽槽

種植 9 個點規則排列(圖 3)。實驗期間觀察

改變流量對植物生長的影響，實驗後以最

大根系長以及總根系長評估植物根系覆蓋

土壤表面的程度。 

 

3 2 1 

6 5 4 

9 8 7 
 

(a) (b) 

  圖 3 (a) 插植示意圖 (b) 植物位置編號 
Figure 1.(a) Planting diagram (b) Plant 
location number 

土壤採集與實驗前處理： 

使用的土壤為阿公店水庫集水區的

青灰泥岩淤積土，採集的地點為阿公店水

庫上游支流濁水溪的左方岸邊清淤堆放地，

於現地採取裝箱後帶回實驗室。採取之青

灰泥之砂粒、坋粒和黏粒平均百分比為

52.15%、45.75%和 5.91%，粒徑分佈如圖

4 所示。 

採取土壤運回實驗室後，為防止採掘

的土壤不夠純淨，含有樹枝或粒徑較大的

礫石，故統一將所有土壤風乾後過 #40 篩，

篩除非土壤雜質，依實驗前試驗之飽和水

分含量，分次填入植栽壓克力槽中所需之

風乾土重，每次均給予定量的水直到風乾

土達到所需總重 16 公斤(換算烘乾土重

14.9 kg，乾總體密度 1.3 g/𝑐𝑐𝑐𝑐3 )。 

 

圖 4 粒徑分佈圖(不清晰) 

Figure 4. Instrument list 

渠槽配置： 

本研究於長 3m、寬 1m、高 0.147m

的循環可傾斜式水槽(圖 5)中進行，於渠槽

下方設置儲水箱循環使用實驗用水，實驗

用水經由沉水幫浦抽取儲水箱內的水至渠

槽入水堰，再經蜂巢整流板整流後經一斜

坡流入實驗段，水流流過實驗段後經固定

高度 6cm之尾水堰後回流至儲水箱循環使

用。渠槽採用 4 顆流量大小不同的沉水幫

浦搭配使用來控制流量，水堰下方有一回

流 管 線 裝 置 一 顆 球 型 閥 門 可 回 流

0~10L/min 流量回儲水箱，經由球型筏旋

轉圈數可精密微調出實驗所需流量。相關

儀器配置於圖 8 與表一說明。首先將實驗

之土壤填入 8個長 50cm、寬 50cm、高 6cm，

厚度 1 公分之壓克力栽植槽中。其中有 4

個用於植物種植，另外 4 個用於插植壓克

力柱模擬挺水植物，其中每一個栽植箱只

種植單一品種。植物擺放順序及實際種植

情形說如圖 6、圖 7 所示。 

為模擬低緩河道兩側及水陸交界帶

之濱水區，實驗坡度以急流與緩流河道分

界坡度 2%為沖蝕試驗渠槽設定之坡度。 

2355 
 



陳登詠、王咏潔： 
真實挺水植物與人工材料模擬植物之沖蝕試驗研究 

 

 

圖 5 渠槽示意圖 

Figure 5. Channel schematic 

水  流  方  向 

水丁香 
(仿) 

蘆葦 
(仿) 

單葉鹹草 
(仿) 

香蒲 
(仿) 

水丁香 蘆葦 單葉鹹草 香蒲 

圖 6 植栽槽順序圖 

Figure 6. Planting tank sequence diagram 

 

圖 7 實際裝填植栽槽照 

Figure 7. Actual loading of planting trough 
photos 

 

圖 8 儀器配置圖 

Figure 8. Instrument configuration diagram 

表一 儀器列表 

Table 1. Instrument list 

編

號 儀器名稱 數

量 
編

號 儀 器 名 稱 數 
量 

1 
NIKON 
D7200 單眼相

機 
2 6 坡度控制箱 1  

2 慢速馬達 1 7 相機腳架 2  

3 自潤式滑軌 1 8 鋁擠型平臺 2  

4 速度控制器 1 9 T5 層板燈 12 

5 雷射頭 1 10 定時器 2  

資料分析 

1.地形 DEM 取得 

雷射掃描試驗後分析是使用中興大

學水土保持學系洪啟耀老師與其台大研究

室共同開發之 Matlab Toolbox 與程式碼分

析沖蝕地型之變化與估算土砂沖蝕量體。

每一個植栽槽經雷射掃描試驗將高程資料

細分成 500 x 500 個網格，沖蝕量經由前後

不同沖蝕時期量測植栽槽表面之 DEM 高

程資料相減取得，即單位網格面積乘以高

程變化得到沖蝕量/沖淤量。將各個網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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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變化量相加得到總沖蝕體積及總淤積

體積。 

2.洗根分析 

沖蝕實驗結束後，將植物的根系從土

中洗出(根土分離)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測量，

清洗根系(根-土分離)處理程式如下： 

量測根系數據： 

1. 最大根系長 

將洗淨烘乾後的根系浸入水中 5至 10

分鐘，使捲曲糾結一團的根系舒展。以抹

布吸乾多餘的水分，將根系放置於具方格

之塑膠墊板上，將根系盡量拉張不捲曲。

以相機拍攝置於網格墊板上的根系，藉已

知網格數推估最大根系長。 

2.總根系長 

總根系長以免費軟體 RootReader2D

搭配掃描機 EPSON GT-15000 進行分析，.

將根系放置於掃描機之掃描平臺上，以解

析度 400 dpi 掃描根系成灰階照片進行分

析。 

 

圖 9 植物洗根照 

Figure 9. Plant cleaning root photos 

 

圖 10 測量最大根長照 

Figure 10. Measuring the maximum root 
length 

  

圖 11 總根長分析過程 

Figure 11. Total root length analysis process 

結果與討論 

1. 雷射掃描結果 

 水丁香       蘆葦     單葉鹹草    香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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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植物區各時期雷射掃描圖 

Figure 12. Laser scan of various periods in 
the plant area 

表二 植物區各時期體積變化表 

Table 2. Volume change table of each period 
in the plant area 

 
水丁

香 
蘆葦 

單葉

鹹草 
香蒲 總共 

20L/min 118.5 306.8 -40.2 -419.2 -34.0 
100L/min -328.3 -375.8 -71.4 -498.0 -1274.4 
150L/min -72.1 12.0 -134.3 -97.9 -293.4 
200L/min -99.4 -601.8 -117.3 -90.6 -909.6 
總共 -381.3 -658.8 -363.2 -1105.7 -2511.4 

單位：𝑐𝑐𝑐𝑐3 

 

 

 

圖 13 壓克力柱區各時期雷射掃描圖 
Figure 13. Laser scan of various periods in 

the acrylic column area 

表三 壓克力柱區各時期體積變化表 

Table 1. Volume change table of each period 
of acrylic column area 

 
水丁香

(仿) 

蘆葦 

(仿) 

單葉鹹

草(仿) 

香蒲 

(仿) 總共 

20L/min 189.8 122.7 242.3 520.5 1075.4 

100L/min -68.8 -1272.9 131.8 -562.4 -1772.4 

150L/min -3362.8 -547.0 319.2 57.5 -3533.1 

200L/min -187.0 -418.1 -15.0 -1435.6 -2055.7 

總共 -3428.8 -2115.4 678.4 -1420.4 -6285.8 

單位：𝑐𝑐𝑐𝑐3 

由圖 12、13 及表二、三可看出當初始

流量 10 L/min 增加至 20 L/min，壓克力柱

區四個植栽槽均呈現些微堆積，合計堆積

1075.4 cm3，植物區上游之水丁香與蘆葦

有些微堆積，下游之單葉鹹草與蘆葦有些

微沖蝕，植物區總體淨沖蝕為 34.0 cm3，

尚屬區域內平衡。 

仿水丁香    仿蘆葦   仿單葉鹹草   仿香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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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由 20 L/min 增加至 100 L/min，

植物區出現明顯的沖蝕坑洞，總淨沖蝕量

達到 1274.4 cm3，四種植物植栽槽均為沖

蝕量大於堆積量，水丁香、蘆葦及香蒲沖

蝕體積均達到 300 cm3以上，區域內最高

的沖蝕體積發生在最下游的香蒲植栽槽，

沖蝕體積為 498.0 cm3，最低的是單葉鹹草

植栽槽，沖蝕體積為 71.4 cm3。上游水丁

香的沖蝕分佈於植栽槽的靠近上游之前半

部，沖蝕為全面分佈，僅最上游面向水流

之壓克力植栽槽沿邊緣有較明顯坑洞產生；

蘆葦的中央區域呈些微堆積，沖蝕區域則

主要分佈在植栽槽左右兩側邊壁附近，而

刷深較為嚴重的區域在蘆葦種植編號 1 號

區域，根據植物日常觀察紀錄，蘆葦在該

位置的植株已死亡，可能因為此原因導致

地下根系失去保土功能，且因為植物莖幹

有誘發沖蝕坑產生的傾向，所以於死亡植

株周圍產生了規模較劇烈的沖蝕。單葉鹹

草與香蒲之植栽槽的沖蝕分佈在兩側植栽

槽邊緣，且在香蒲的末端有較明顯的堆積

產生；而壓克力柱區在此流量下，沖蝕體

積相較於植物區大，達到 1772.4 cm3，沖

蝕量體主要來自仿蘆葦之植栽槽，沖蝕量

達 1272.9 cm3，佔壓克力柱區此流量下沖

蝕體積之 71.8%。壓克力柱區之沖蝕在流

量達到 100 L/min 後，開始有沖蝕坑沿壓

克力柱周圍發展的傾向，可觀察出四個壓

克力柱植栽槽均有這個現象，最上游的仿

水丁香於位置 1、4、5、8，接著第二槽(仿

蘆葦)於位置 5、7、8、9，第三槽(仿單葉

鹹草)於位置 5、9、第四槽(偽香蒲)於位置

7 發生了較大面積的沖蝕。 

流量由100 L/min增加至150 L/min，

植物區淨沖蝕量為 97.9 cm3，整體沖蝕量

體不大，而壓克力柱區則發生大規模沖蝕，

淨沖蝕量達 3533.1 立方公分，主要沖蝕量

體來自上游的仿水丁香槽與仿蘆葦槽，量

體分別為 3362.8 及 547.0 cm3，後兩槽因

接收前兩槽沖蝕至下游的泥砂而有分別

319.2 及 57.5 cm3之堆積量，第一槽與第

二槽屬大面積沖蝕，第三槽與第四槽則屬

於前一次流量造成的沖蝕坑局部再擴張，

沖蝕規模較小，沒有造成巨大的沖蝕。 

流量由150 L/min增加至200 L/min，

植物區淨沖蝕量為 909.6 cm3，壓克力柱

區則為 2055.7 立方公分，相差 2.3 倍。植

物區各槽均沖蝕輕微，最大的沖蝕發生於

蘆葦槽，量體達到 601.8 cm3，其餘三槽

沖蝕體積均不到 120 cm3；壓克力柱區沖

蝕量大，集中於仿香蒲槽，沖蝕體積為

1435.6 cm3。 

比較兩區各時期各槽的沖蝕量變化，

圖 14、15 發現堆積與沖蝕並無明顯趨勢，

前後位置互有起伏。但是若觀察四個流量

下兩區產生的淨沖蝕量加總， 可以明顯看

出流量增加，總沖蝕量也會隨著增加。實

驗總沖蝕量方面，壓克力柱區淨沖蝕量為

6285.8 cm3，植物區為 2511.4 cm3。總沖

蝕量相差 2.5 倍，足見植物根系盤結作用

對於減緩表土沖蝕之功效，且從圖 16 可看

出壓克力柱區之斜率高於植物區，其代表

的意義是壓克力區單位面積之平均沖蝕深

度高於植物區。因壓克力柱無地下根系分

佈，使沖蝕坑持續擴張與刷深，無法有效

模擬真實剛性挺水植物之沖蝕量估算。 

洗根分析測量結果如表四所示，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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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葉鹹草具有遠大於其他兩種植物之最

大根長及總根長，代表此兩種植物根系覆

蓋地表程度最高，若不考慮生存率偏低的

水丁香，抗沖蝕能力表現最佳亦為單葉鹹

草與蘆葦，此兩種植物具有地下莖快速繁

殖的特性，根系拓展範圍廣布整個植栽槽，

固土效果佳，適合推廣至整治工程使用。 

 

圖 14 植物區各時期沖蝕量圖 

Figure 14. Scouring map of various periods 
in the plant area 

 

圖 15 壓克力柱區各時期沖蝕量圖 

Figure 15. Scouring amount map of each 
period of acrylic column area 

 

圖 16 總沖蝕量與總沖蝕面積關係圖 

Figure 16.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lushing amount and total flushing area 

表四 各植物之根長總和 

Table 4. Root length summation of the four 
emergent plants 

植物 
水丁

香 
蘆葦 

單葉

鹹草 
香蒲 

最大根長和

(cm) 
24.6 247.6 145.0 45.7 

總根長和

(cm) 
145.1 6529.6 3881.6 1380.4 

結論 

本實驗以 4 種剛性挺水實驗組成植

物區與對照組仿植物壓克力柱區做沖蝕試

驗比較，仿植物壓克力柱區總沖蝕量約為

植物區之 2.5 倍，其沖蝕量主要發生在流

量由 100 L/min 增加至 150 L/min，達

3533.1cm3，而此時期植物區僅些微沖蝕可

見真實植物有根系覆蓋地表，固土效果顯

著。植物區中，蘆葦槽因為該區域上有植

株死亡，無法提供地表保護功能且其乾枯

地上莖部有誘發沖蝕坑產生之傾向而導致

植株周圍刷深較嚴重。洗根分析顯示，蘆

葦與單葉鹹草具有遠大於其他兩種植物之

最大根長及總根長，代表此兩種植物根系

覆蓋地表程度最高，固土效果佳，適合推

廣至整治工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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