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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砂籬配置對堆砂功效之研究 

黃隆明 1*  秦宇正 1  周廷韋 1
 

摘 要 本研究為瞭解堆砂籬配置對堆砂功效之差異，選定烏溪鄰近出海口處，飛砂及揚塵危害嚴重地點設立樣區，

採集試驗所需之砂粒樣本，再於室內進行砂粒粒徑分析，經由模型規劃設計後，並於風洞從事試驗風速、吹砂時間、

堆砂籬配置及堆砂功效之探討。試驗結果顯示，烏溪砂粒以 0.25～0.42mm 含量最多，故篩選此範圍砂粒進行試驗；

至於風洞試驗方面，經由率定後，試驗風速採用 10m/s，吹風時間以 30 分鐘為基準，由不同間距配置得知，堆砂籬間距

為 14H（H：堆砂籬高）時，有較佳之堆砂功效；又連續式堆砂籬若分期配置，其堆砂功效優於無分期配置，堆砂量之差

異平均為 1.74%；而堆砂籬數量減半配置時，雖然堆砂量體減少 13.06%，但工時與成本相對減半。 

關鍵詞：堆砂籬、風洞、飛砂。 

Study on the Sand Fix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Sand-fixed Hedge Configuration 
Long-Ming Huang 1*  Yu-Jheng Cin 1  Ting-Wei Chou 1 

ABSTRACT For investigating the fixation effect of sand-fixed hedge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a range of 

tests were conducted using sand sampl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sampling sites around Wu River, which is an 

estuary under active with aeolian sand and fugitive dust. Sand sample then underwent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analysis before model planning. Inside the wind tunnel, factors like wind-speed, duration of the 

wind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sand-fixed hedges were examined for their effects on sand fixation. The sample 

collected from Wu River mostly exhibited particles with a size of 0.25-0.425mm, hence we selected particles within 

this size range for our experiment. We calibrated values of other factors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setting to 

maintain a wind-speed of 10m/s and wind-duration of 30 minutes for the tes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a gap of 

14H (H is the height of the sand-fixed hedge) between the hedges provided the best fixation effect. The test also 

examined the difference in body of sand fixed by continuous sand-fixed hedges under different installation 

scheme, for which a multiple-stage installation exhibits 1.74% more in fixed-sand than installed at once. Lastly, 

when we halved the number of hedges, the quantity of the fixed-sand dropped by 13.06%, nevertheless it only 

require half the time and cost for installation. 

Key Words: Sand-fixed hedge, Wind tunnel, Aeolian sand. 

 

一、前言 

灣西部海岸，北起桃園，南至枋寮，均有連續性及

局部性之砂丘存在，而砂丘之盛衰與海岸漂砂之多寡，

有密切的關連性，由於本省河川與地質、地勢及淺灘的

緣故，所以砂源充足，再加上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在

東北季風強力作用下，不但形成大量砂丘，且經常飛砂

瀰漫、掩埋建物及農作物受損，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活

環境品質，因此，如何儘速解決飛砂之危害？實為當務

之急。 

                                                                                                                                                                                                            
1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chung 40227,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mhuang@nchu.edu.tw 

有鑑於此，為能有效降低沿海飛砂災害，政府單位

除了進行相關調查之外，並於沿海風速強勁地區，除了

栽植大面積海岸防風林與定砂植物之外，同時構築堆砂

籬及防風定砂構造物，以期減少風砂之危害，以確保海

岸地區農工業生產與環境品質，但為解決海岸地區飛砂

問題，對於堆砂籬之研究實為必須，由此可以瞭解飛砂

之運移與堆積，進而作為加速固定飛砂之借鏡。 

現行堆砂籬皆以桂竹為材料，設置於距離海岸滿潮

線 20～30m 內緣砂地處，以怪手釘柱，人工編籬方式

構築，編結密度約為 50%，籬高 1m，與季風垂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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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m 設籬一列，如圖 1 所示；一般堆砂籬，每公里

施工費用約 25 萬元，其主要目的為阻擋風砂，經由風

力吹送至堆砂籬積成砂丘，藉以阻止飛砂入侵內緣林地，

以達到保護內緣保全對象之功效。堆砂籬柱竹之規格：

末口徑 0.04m 以上，長 1.5m，入土深度 0.5m，每間隔

2m 一支，每公里 501 支，主要功用為支撐堆砂籬；竹

筮之規格：圓口徑 0.008～0.02m，長 1m，具側枝桂竹，

每 2 公尺 56 支，主要功用為攔阻季風所夾帶之砂粒；

橫竹之規格：末口徑 0.015m 以上，圓口直徑 0.03m 以

上，長 4.5m 以上，每 4m 四支，每公里 1,000 支，主

要功用為固定竹筮。 

堆砂籬的功效在於減弱風速及安定飛砂，但其定砂主

要機制，是否如同防風林在於改變地表風之垂直與水平方

向；或在促使地表風產生渦流，以減弱風速
[5]
，尚未完全

明瞭；再者，堆砂籬配置方式不同，採分期與無分期設置

或數量減半設置，又會對堆砂產生何種影響？堆砂籬較為

理想之間距為何？在效益及構築經費又有何差異？實為

本文探討之主要內容。 

本研究為了瞭解堆砂籬配置對堆砂功效之差異，因而

研擬 10 組堆砂籬配置個案，於風洞進行試驗，倘能獲得

堆砂籬配置方式與數量之具體成果，則對堆砂籬之構築，

當可節省更多的工時與成本，以為爾後堆砂籬規劃設計之

參考依據，本研究流程如圖 2所示。 

二、文獻回顧 

(一) 邊界層模擬 

Armitt et al. [7]
研究發現，在風洞試驗中，若欲模擬

大氣紊流，可於風洞入口處，加上三角楔形之渦流產生

板（vortex generators）。Counihan
 [11]
則是再將風洞地

板加上粗糙元素（roughness），即可於試驗段入口至下

游 4.5 倍邊界層厚度處，模擬出中性穩定之邊界層。 

流場模擬中，風速之垂直分佈，需符合 Prandtl
 [14]

對數法則，一般大氣在中性穩定狀態下，風速 U 與高度 

 

 

圖 1 堆砂籬現地設置概況 

Fig. 1 Establishment of sand-fixed hedge 

Z 之關係為：
𝑈

𝑈∗
= 5.75 × log

𝑍

𝑍0
 

式中 U：距砂面高度 Z 處之風速，𝑈∗：摩擦風速，𝑍0：

地表粗糙長度。 

若在海岸砂地時，Simiu
[15]
建議 𝑍0 為：0.0001 ≤ 𝑍0 ≤

0.01m。 

 

 

圖 2 研究流程圖 

Fig. 2 The study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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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場阻塞效應 

阻塞比(Blockage ratio)定義為模型迎風面面積與風

洞斷面積之比值，阻塞比過大時，氣流會因為通風斷面的

縮小而有加速現象，導致量測結果產生誤差。Bigg
[8]
研

究指出，當阻塞比大於 10%時，阻塞效應較大，而阻塞

比介於 6～10%之間，則對流場特性影響較小，若阻塞

比小於 5.6％時可以忽略阻塞效應。然而一般風洞試驗

為避免模型太小，造成量測之困難及誤差，最大阻塞比

以 15％為上限。 

(三) 風洞模擬之相似律 

1. 幾何相似性 

Langhaar
〔12〕

指出，為了能使風洞試驗之模擬流

場與實際流場相同，則縮尺模型之設計必須滿足幾何相

似性，如下所示： 

Lr（模型縮尺比）=
Xm
Xp
=
Bm
Bp
=
Wm

Wp

 

式中 X：高度，B：長度，W：寬度，p：實體，m：模

型。 

2. 動力相似性 

由於大氣邊界層的雷諾數高達 10
7
以上，因此，要

求風洞內的雷諾數與實際情況相同幾無可能。根據

Cermak
[9]
與 Snyder

[16]
實驗結果顯示，當雷諾數超過臨

界值 10
4
時，紊流結構不受雷諾數大小的影響。 

3. 起始及邊界條件相似性 

在風洞內，上游流場的邊界條件，要完全按照幾何

比例縮尺十分困難，也無必要，依據 Jensen
[13]
的建議，

風洞內主要模型上游邊界條件的相似性，經由調整表面

粗糙度𝑍𝑜，以達到迫近流場與實際狀況相似即可，亦即： 

[
X

Zo
]

m
= [

X

Zo
]

p
 

(四) 飛砂特性 

蔡明華
[4]
研究指出，台灣海岸砂地土壤多為粗砂與

細砂，粘粒與坋粒之含量甚少，地形起伏不平，複雜且

變動大。由試驗分析發現表土層（0～0.2m）之砂，粒

徑分佈在 0.25～0.42mm 者最多，佔 79.60%，其次為

0.105～0.25 mm 者，佔 14.80%，至於通過 0.074 mm

者僅佔 0.44%，尚不及 1%。砂粒所佔範圍為 94～97%，

坋粒及粘粒僅為 0.2～1.5%及 2.8～5.0%。 

(五) 堆砂籬相關研究 

游繁結
[3]
以密度分別為 30%、50%、70%之堆砂籬

進行風洞試驗，其結果發現密度 50%之堆砂籬具有較佳

的堆砂效果，但若純為防風用之防風籬則以密度 70%為

宜；又游繁結
[6]
由風洞試驗得知，在等高但不等間距的

堆砂籬配置中，以間距 12 倍籬高之配置，具有最佳的

堆砂效果。 

江永哲
[1]
在不同材料攔沙構造物之風洞試驗中得

知，構築堆砂籬之材料以竹梢堆砂功效最佳，其次為尼

龍網，再次為竹片，最差為木板片。Cornelis
[10]
在堆砂

籬最佳化設計試驗中得知，堆砂籬密度均勻分布比不均

勻分布，於下風面可獲得更長的保護區域。 

黃隆明
[2]
在堆砂籬定砂功效試驗中得知，堆砂籬於東

北季風期間其定砂功效為 87.62%，平均每平方公尺土

地面積之堆砂量為 0.871m
3
；又堆砂籬翼籬夾角對堆砂

功效之高低，依序為 22.5°＞45°＞90°＞0°；而翼籬長

度為 3倍籬高以上時，則可有效提升堆砂離之定砂功效。 

三、材料與方法 

(一) 試區概況 

本研究砂粒採樣位置選在烏溪飛砂及揚塵危害嚴重

地點，該區為 TWD67 座標（203294，2668606），如

圖 3 所示；在溪流兩岸及河道中間附近設立 4 個採樣

點，每個點之採樣深度分為表層（0～0.025m）、淺層

（0.025～0.1m）及深層（0.1～0.25m），分別採取乾、

半乾半濕及濕 3 種樣本，將採回之砂樣置於室內自然風

乾，經混合篩分後，進行風洞試驗。 

(二) 砂粒粒徑分析 

為了解樣區砂粒粒徑分布之趨勢，將自然風乾後之砂

樣放入美國國際標準篩篩分，由上而下之篩號分別為10號 

 

 

圖 3 試區採樣之點位圖（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2010） 

Fig. 3 The location of sampling spot in sample 

area (Source: Google eart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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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20號（0.84mm）、40號（0.42mm）、60

號（0.25mm）、100號（0.149mm）、140號（0.105mm）

及 200 號（0.074mm）等七種篩網；砂樣經篩分析後得

知，烏溪砂粒以 0.25～0.42mm含量最多，此結果與蔡明

華
[4]
研究相同；為避免混合粒徑對試驗產生誤差，故本研

究篩選此範圍砂粒進行試驗。 

(三) 風洞試驗 

1. 風洞設備 

本試驗所採用之風洞設備為非循環吹出式

(Blowing type)風洞，其全長為 10m，其中試驗段長

4.8m，高 0.5m、寬 0.3m，如圖 4 所示，側面開有玻璃

觀測視窗兩扇，高 0.5m、寬 2.4m；動力以 5hp 之馬達

驅動風扇，於進氣口處有控制閥門，由控制桿調節進風

量大小，最高風速可達 25m/s；為模擬出中性穩定之邊

界層，在風洞試驗段之入口處，設置一長度為 0.62m 之

擾流板，其後再鋪設長度為 0.6m 之地氈以穩定風場；

經測試結果，當風速為 10m/s時，在整流設備後約 0.5m

處，流場趨近於穩定，該處邊界層厚度約 0.27m，此結

果與 Counihan
[11]
實驗相近；此時風洞之雷諾數為

1.8×10
4
，可滿足 Cermak

[9]
與 Snyder

[16]
動力相似性之

要求。 

2. 模型設計 

本試驗採用長度 0.03m、直徑 0.001m 之鐵絲為主

要材料，在寬度 0.3m 之木質底座上，以 0.002m 為間

距，共設置 51 支鐵絲，製成一座高 0.03m、寬 0.3m、

孔隙率約 50%之堆砂籬模型，該模型縮尺為 3/100，平

均阻塞比為 6%，可滿足 Biggs
[8]
對流場阻塞效應之要

求，亦可滿足風洞模擬之相似律，如圖 5 所示；前述孔

隙率係以游繁結
[3]
研究結果作為參考之依據，經測試後，

堆砂籬模型受邊壁效應之影響甚小，且在籬後方足以形

成砂丘。 

3. 風速量測 

 

 

圖 4 風洞結構圖 

Fig. 4 Structure diagram for wind tunnel 

使用皮托管（Pitot tube）配合薄膜式壓力轉換器與

資料擷取系統，以測得流場之風速。首先由皮托管 L 形

測桿前端所測得之動壓與靜壓，藉由動靜壓差的變化對

薄膜式壓力轉換器產生應變，同時輸出電壓值，並顯示

於 CD-23 數位指示器上，再與資料擷取系統 NI9215 及

電腦連接，並由電腦控制取樣之個數與頻率，本研究以

頻率 2000Hz，取樣 20000 筆平均，將平均之電壓值轉

換為風速。 

4. 試驗風速 

黃隆明
[2]
於風洞中將堆砂籬以等間距 12H排成三列，

同時以風速 10m/s、13m/s及 16m/s進行吹砂試驗，模

擬現地堆砂籬堆砂狀況，結果發現無論風速快慢，當砂丘

穩定時，其堆砂形狀皆相同；雖然風速越快，砂丘堆積也

越快，但是砂丘較不易穩定，其中以風速 10m/s，堆砂後

之穩定性最為理想，因此，在本試驗中風速採用 10m/s。 

5. 吹砂時間 

為了獲得較佳之吹砂時間，研究中以單排籬及風速

10m/s 進行試驗，吹砂時間共分為 10、20、30 及 40

分鐘四種；為避免在試驗期間，由於砂源供應不足，會

對結果造成影響，採每 10 分鐘補砂一次。 

6. 堆砂籬間距 

當堆砂籬連續施作時，必須找出其較適宜之間距，

作為設置之依據；研究中設計 10H、12H 及 14H 三種

不同間距之堆砂籬進行試驗，H 為堆砂籬高度 

（H=0.03m），用以比較不同間距設置對堆砂體積之差

異，並據以獲得連續式堆砂籬較佳間距之配置。 

堆砂籬模型設置於風洞試驗段入口距地氈 50H 處，

如圖 6 所示；試驗段鋪砂厚度 0.03m，堆砂量測係以游

標尺之尖端插入砂內量測堆砂厚度，縱向量測範圍自第

一道堆砂籬中心點 0H 至第二道堆砂籬下風面 14H 處， 

 

 

圖 5 堆砂籬模型 

Fig. 5 The model of sand-fixed h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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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1H 取一個量測剖面，三種不同間距之堆砂籬，其

量測剖面分別為 25 個、27 個及 29 個；而每個剖面橫

向量測點位，則是以風洞寬度為範圍，取 0.5H 之間隔，

共可獲得 11 個量測點厚度，再求取其平均值，如圖 7

所示。 

7. 堆砂籬配置 

為瞭解堆砂籬配置對堆砂功效之影響，本研究採分

期、無分期及減半配置三種方式進行試驗： 

(1) 連續式堆砂籬採分期配置 

此種配置方式是將連續式堆砂籬採分期方式構築，

首先設置第一道堆砂籬，設置完成後，以 10m/s 風速，

開始進行 30 分鐘吹砂試驗；結束後隨即量測堆砂狀況，

再以間距 14H 設置第二道堆砂籬，並重複上述試驗，以

此類推，直至第四道堆砂籬設置且吹砂完成，試驗總時

間累計共 120 分鐘，試驗最終配置如圖 8 所示。 

堆砂厚度亦以游標尺量測，縱向量測範圍自第一道堆 

 

 

圖 6 堆砂籬間距 14H 配置圖 

Fig. 6 Configuration diagram of a hedge gap of 

14H 

 

 

圖 7 堆砂籬間距 14H 量測點位圖 

Fig. 7 8 Bitmaps of a hedge gap of 14H 

 

 

圖 8 連續式堆砂籬採分期配置圖 

Fig. 8 Configuration diagram of multip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砂籬中心點 0H 至第二道堆砂籬下風面 14H 處，每隔 1H

取一個量測剖面，二道、三道及四道堆砂籬，其量測剖面

分別為 29個、43個及 57個；而每個剖面橫向量測點位，

則是以風洞寬度為範圍，取 0.5H之間隔，共可獲得 11個

量測點厚度，再求取其平均值，如圖 9所示。 

(2) 連續式堆砂籬採無分期配置 

此種配置方式是將連續式堆砂籬採無分期方式構

築，首先以間距 14H，同時設置二道堆砂籬，設置完成

後，以 10m/s 風速，開始進行 60 分鐘吹砂試驗；結束

後隨即量測堆砂狀況，再以間距 14H，同時設置三道堆

砂籬，並進行 90 分鐘吹砂試驗，最後以同樣方式，完成

四道連續式堆砂籬 120 分鐘吹砂試驗。 

(3) 連續式堆砂籬採減半配置 

欲進一步比較當堆砂籬間距加倍，而數量減半配置

時，其堆砂效益之差異，因此，將兩道堆砂籬之間距調

整為 28H，再以 10m/s 風速，開始進行 120 分鐘吹砂

試驗，配置如圖 10 所示。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吹砂時間對堆砂效果之比較 

試驗結果如圖 11 所示，橫座標為籬後之量測距離，

縱座標為堆砂高度，0H 即為堆砂籬之位置；由圖 11 得

知，堆砂初期在 10 分鐘與 20 分鐘時，砂面仍處於不穩

定之起伏狀況，但隨時間增加，砂丘逐漸趨於穩定，至

30 分鐘之後，大致已十分穩定，砂丘之變化極微，因此，

本研究各組試驗個案，每次吹砂時間採 30 分鐘。 

 

 

圖 9 連續式四道堆砂籬量測點位圖 

Fig. 9 Bitmaps of continuous sand-fixed hedges 

(four hedges) 

 

 

圖 10 連續式堆砂籬減半配置圖 

Fig. 10 Configuration diagram of halved the 

number of hedges 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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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堆砂籬間距對堆砂效果之比較 

由三組不同間距配置之試驗個案得知，堆砂籬間距

愈大，籬後堆砂面積愈廣，堆砂體積愈多；由於堆砂籬

高度為 H，堆砂寬度為 10H，當間距為 10H、12H 及

14H 時，在兩籬間基本之堆砂量分別為 100H
3
、120H

3

及 140H
3
；而試驗後經量測結果，堆砂籬間距 10H、12H

及 14H 之實際堆砂量分別為 61.37H
3
、78.52H

3
及

103.75H
3
，將其與基本之堆砂量相除，則可求得堆砂籬

堆砂功效百分比，分別為 61.37%、65.43%及 74.11%，

如圖 12 所示；由於間距 14H 之堆砂籬有較佳之堆砂功

效，因此，本研究後續試驗個案，其間距將採用 14H 之

配置。至於堆砂籬間距大於 14H，其堆砂功效是否仍然

隨之遞增？此結果經由游繁結
〔6〕
風洞試驗得知，當堆砂

籬間距大於 15H，堆砂功效即已顯著遞減。 

(三) 連續式堆砂籬採分期配置之結果 

由於目前現地堆砂籬之設置，大都採無分期配置方

式構築，為瞭解分期與無分期兩種構築方式對堆砂功效 

 

 

圖 11 不同試驗時間砂丘高度比較圖 

Fig. 11 Comparison chart with dune height of 

different wind-duration 

 

 

圖 12 不同間距堆砂籬堆砂功效之比較 

Fig. 12 Comparison chart with different spacing of 

sand fixation effect  

之差異，研究中首先將四道連續式堆砂籬採以分期配置，

每一期設置一道堆砂籬，每道堆砂籬吹砂時間皆為 30分

鐘。 

因此，當第一道堆砂籬吹砂 30 分鐘後，隨即量測

並計算堆砂量，再設置第二道堆砂籬，接續吹砂 30 分

鐘，以此方式，逐期完成三道及四道堆砂籬試驗；由計

算結果得知，一至四道堆砂籬之堆砂量分別為

128.30H
3
、224.64H

3
、302.09H

3
及 373.70H

3
，再除以

其基本之堆砂量 140H
3
、280H

3
、420H

3
及 560H

3
，則

可求得堆砂功效百分比，分別為 91.64%、80.23%、

71.93%及 66.73%，如圖 13 所示，由圖 13 得知，當堆

砂籬籬數遞增時，其堆砂功效卻隨之遞減，此結果可提

供爾後堆砂籬規劃設計之參考。 

再將量測結果以等高線圖表示，如圖 14～16 所示，

由圖 14 得知，連續式二道堆砂籬之配置，在第一道與

第二道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形狀較為寬廣高大，且

具有明顯雙峰分佈；至於第二道堆砂籬之下風面，砂丘

寬度縮小，雙峰高度降低。 

又由圖 15～16 得知，連續式三道及四道堆砂籬之

配置，在第一道與第二道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形狀

也是較為寬廣高大，呈雙峰分佈；而第二道與第三道堆

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則是寬度縮小，雙峰高度降低或

僅有單峰；至於第三道堆砂籬之下風面，或第三道與第

四道堆砂籬間及第四道堆砂籬之下風面所形成之砂丘，

體型持續縮小，且傾向只形成單峰形狀。 

(四) 連續式堆砂籬採無分期配置之結果 

研究中接續探討連續式堆砂籬採無分期配置之堆砂

功效，本項試驗共分為 3 組個案，首先設置二道連續式

堆砂籬，吹砂時間為 60 分鐘；而後再設置三道連續式

堆砂籬，吹砂時間為 90 分鐘；最後設置四道連續式堆

砂籬，吹砂時間為 120 分鐘，所得結果如圖 17～19 所

示。 

 

 

圖 13 分期配置堆砂量比較圖 

Fig. 13 Comparison chart with sand piled volume 

of multip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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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7 得知，無分期配置二道堆砂籬，在第一道

與第二道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形狀比分期堆砂籬狹

窄，且已無明顯雙峰分佈；至於第二道堆砂籬之下風面，

砂丘規模也是縮小，雖無雙峰分佈，但卻形成高而短之

單峰砂丘。 

至於連續式三道及四道堆砂籬之配置結果如圖 18～19

所示，在第一道與第二道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形狀

也都是呈單峰分佈，寬度則是較窄而長度較短；又第二

道與第三道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則是維持高度差異

不大之單峰分佈；而第三道堆砂籬之下風面，或第三道

與第四道堆砂籬間及第四道堆砂籬之下風面所形成之砂

丘，體型持續縮小，且單峰形狀不變。 

綜合比較上述分期與無分期配置之堆砂籬，其所形

成之砂丘形狀得知，若採分期配置時，由於在堆砂籬背

風面處，未再同時設置堆砂籬，因而氣流在堆砂籬背風 

 

 

圖 14 分期配置二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4 Dune contour maps of two multip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圖 15 分期配置三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5 Dune contour maps of three multiple-

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圖 16 分期配置四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6 Dune contour maps of four multip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面處，不會受到壓縮，可充分攜砂堆積，故而較易形成

雙峰分佈。 

(五) 分期與無分期配置堆砂功效之比較 

在兩種不同的配置方式下，設置相同數量的堆砂籬，

於相同的試驗總時間與試驗段長度，量測到分期配置四

道堆砂籬之堆砂量分別為 224.64H
3
、302.09H

3
及

373.70H
3
；無分期配置四道堆砂籬之堆砂量分別為

217.34H
3
、299.70H

3
及 362.28H

3
，如圖 20 所示。 

再分別除以其基本之堆砂量 280H
3
、420H

3
及 560 

H
3
，則可求得分期配置四道堆砂籬之堆砂功效百分比，

分別為 80.23%、71.93%及 66.73%；而無分期配置四

道堆砂籬之堆砂功效百分比，分別為 77.62%、71.36%

及 64.69%。 

將上述結果比較得知，連續式堆砂籬若採分期配置， 

 

 

圖 17 無分期配置二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7 Dune contour maps of two sing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圖 18 無分期配置三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8 Dune contour maps of three sing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圖 19 無分期配置四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19 Dune contour maps of four sing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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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堆砂功效百分比皆優於無分期配置，差異值分別為

2.61%、0.57%及 2.04%，平均為 1.74%；因此，連續

式堆砂籬之構築，若不考量其施工之便利性，採分年分

期施作，反而可以提升其堆砂功效。 

(六) 連續式堆砂籬採減半配置之結果 

本項試驗採間距 14H 無分期配置四道堆砂籬與間

距 28H 無分期配置兩道堆砂籬兩種方式，在吹砂時間

120 分鐘後，所得結果如圖 19 及圖 21 所示；經量測獲

得連續式四道堆砂籬與減半配置二道堆砂籬之堆砂量分 

 

 

圖 20 分期與無分期配置堆砂量之比較 

Fig. 20 Comparison chart with sand piled volume 

of multiple-stage and single-stage hedges 

installation 

 

 

圖 21 減半配置二道堆砂籬之等高線圖 

Fig. 21 Dune contour maps of halved the number 

of hedges installation (two hedges) 

別為 362.28H
3
及 289.11H

3
，如圖 22 所示。 

再分別將其除以基本之堆砂量 560H
3
，則可求得連

續式四道堆砂籬與減半配置二道堆砂籬之堆砂功效百分

比，分別為 64.69%及 51.63%；據此得知，連續式堆砂

籬採減半配置後，雖然其堆砂量體減少 13.06%，但工

時與成本相對減半，因此，若在預算不足的情況下，可

考慮將堆砂籬數量減半，在減少成本的同時亦可達到一

定程度之定砂效果。 

五、結論 

綜合上述結果與討論，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 由三組不同堆砂籬間距配置之試驗得知，間距 14H

之堆砂籬有較佳之堆砂功效。 

二、 當堆砂籬籬數遞增時，其堆砂功效卻隨之遞減，此

結果可提供爾後堆砂籬規劃設計之參考。 

三、 堆砂籬間所形成之砂丘，隨籬數增加，逐漸由雙峰

分佈轉變為單峰分佈。 

四、 連續式堆砂籬採分期配置，其堆砂功效優於無分期

配置，堆砂量之差異平均為 1.74%。 

五、 堆砂籬數量減半配置時，雖然堆砂量體減少

13.06%，但工時與成本相對減半。 

 

 

圖 22 不分期與減半配置堆砂量比較圖 

Fig. 22 Comparison diagram with sand piled for 

single-stage and halved the number of 

hedges installation 

224.64

302.1
375.7

217.34

299.7

362.28

280

420

560

0

200

400

600

二道籬 三道籬 四道籬

分期配置 不分期配置 減半配置

堆

砂

量
(H3)

362.28

289.11

0

100

200

300

400

不分期配置 減半配置

堆

砂

量
(H3)H 

H 



農林學報 64(1): 47-55 (2015) - 55 - 

 

參考文獻 

[1] 江永哲、林壯沛（1985），「不同材料攔沙構造物防

治飛沙功效試驗」，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報，

16(1): 60-77。 

[2] 黃隆明、邱盈達、古緯中、陳財輝（2012），「堆砂

籬定砂功效之探討」，國立中興大學農林學報，

61(2): 121-145。 

[3] 游繁結（1979），「不同密度堆砂籬之功效探討」，國

立中興大學農林學報，28: 169-216。 

[4] 蔡明華（1972），「崎頂海岸砂丘地土壤物理及化學

性測定研究」，沙丘利用第 73 期第三號。 

[5] 谷信輝（1958），「模型防風垣の風洞實驗」，農業技

術研究報告，A 第 6 號，PP. 2-4，25。 

[6] 游繁結（1981），「台湾における堆砂垣の間隔につ

いて」，砂丘研究，第 28 卷，第 2 號，P.51-58。 

[7] Armitt, J., and Couniham, J. (1968).  "The 

simul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 49-71. 

[8] Biggs, J. M. (1954).  "Wind load on truss 

bridges."  ASCE, 119(1): 879. 

[9] Cermak, J. E. (1981).  "Wind Tunnel Design for 

Physical Modeling of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ASCE, 

Vol. 107, No. EM3, P.623-642. 

[10] Cornelis, W. M., and Gabriels, D. (2004).  

"Optimal windbreak design for wind erosion 

control."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 61: 315-

332. 

[11] Counihan, J. (1970).  "An improved method of 

simulation an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 159-275. 

[12] Langhaar, Henry L. (1951).  "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Theory of Models."  John Wiley & Sons 

Ltd; y First edition edition (December 1951) 

[13] Jensen, M. (1958).  "The Model Law for 

Phenomena in Natural Wind."  Ingenioren 

International, Edition 2(4): 121-123. 

[14] Prandtl, L. (1925).  "Bericht ü ber 

untersuchungen zur ausgebildeten turbulenz."  

Z. Angew. Math, Meth.,5: 136-139. 

[15] Simiu, E. and Scanlan, R. H.  (1986).  "Wind 

effects on structures–An Introduction to Wind."  

Engineering,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Publication. 

[16] Snyder, W. H. (1972).  "Similarity Criteri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luid Models to the Study of Air 

Pollution Meteorology."  Boundary Layer 

Meteorology, 3: 113-134. 

 

2015 年 02 月 27 日 收稿 

2015 年 03 月 12 日 修正 

2015 年 03 月 28 日 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