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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灘倒伏植生排列分布對流場及床型之影響 

李津甫 黃晉揚 陳樹群* 

摘 要 本研究以室內渠槽進行動床試驗，利用彈性材料之人工植株模擬遭受水流衝擊的倒伏植生，研究不

同排列型態之邊灘植生區，對於河川水流作用及底床沖淤之影響。渠槽分為邊灘植生區和主槽無植生區，試

驗區總長 3 m、寬 0.6 m，而植生區的寬度為 0.3 m，倒伏植株與床面夾角約為 22°。邊灘植生排列分為間隔橫

向、間隔縱向、連續橫向及連續縱向等四種配置。試驗結果顯示，連續縱向之倒伏植生流速遞減比最大，水

流往主槽無植生區集中之情形最為顯著，主槽沖淤變化情形最為強烈。而間隔橫向種植對床型變化影響較小，

具有穩定河床之作用，為較佳的河川管理方式。 

關鍵詞：灘地植生、床型演變、灘地植生、床型演變、沖積河川。 

The Influence of the Flow Field and the Bed Form by Bent Vege-
tation Arrangements on the Riverside 

Jin-Fu Li Chin-Yang Huang Su-Chin Che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different arrangements of artificial elastic bent vegetation 
to simulate the influence of flow fields and bed form variation in a mobile-bed laboratory flume. 
The flume is 3 m long and 0.6 m wide, which is equally distributed along a riverside with vege-
tation and a main channel without vegetation. The bent angle is 22° between the base of the ve-
getation and the bed. We made four types of arrangements, including interval transverse, interval 
longitudinal, continuous transverse, and continuous longitudin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
tinuous longitudinal arrangement has the highest velocity decrease ratio and directs flow to the 
main channel, which seriously scours the bed. The interval transverse arrangement has a mi-
nimal effect on bed form variation, which leads to better stability. As a result, the arrangement of 
interval transver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river management. 
Key Words : Riverside vegetation, bed form variation, fluvial river. 

 

一、前言 
近年來由於氣候變遷影響，極端降雨事件頻傳，環境保育

與河川棲地復育理念逐漸受到重視，水利工程的設計考量不再

只有安全規劃，還需要思考如何以友善環境的方式，融入環境

生態工法與自然保育的觀念。就灘地植生的正面價值而言，植

生群具有穩定河床、改善水質、調節水溫、控制沖蝕，並使河

川棲地保有生物遷徙之能力；但就河川管理而言，若放任植生

在河道恣意生長，則可能因河道容量減少，使洪患風險提高。

為了能在兼顧安全及自然環境的原則下進行規劃設計，灘地植

生對於水流的影響，可說是生態水利工法設計者極需了解的課

題。Tsujimoto et al., (1996)；Sezaki et al., (2000)；Sugio et al., 
(2003)；Sugio and Watanabe (2004) 等學者在日本川崎等地以

現場測量的方式量測天然河川中的流速剖面。Järvelä (2002) 
利用柳條、莎草和草類覆蓋進行浸沒植生之渠槽試驗，探討不

同植生密度、水深、流速和摩擦損失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植生葉片對於阻力係數扮演重要角色。在渠床種滿莎草的

情況下，具有葉片的柳條所產生的阻力係數可以是無葉片的 2
到 3 倍；而將不具葉片的柳條以不同分布排列方式配置，卻不

會對阻力係數造成任何顯著的影響。Wilson (2003) 以黏附葉

片的枝條與無葉片黏附的枝條進行浸沒式渠槽試驗探討兩種

型態之彈性植生對於紊流結構之影響，發現葉片組可減緩一半

以上之平均流速，同樣印證葉片具有減緩流速的功用，然而黏

附葉片枝條的擾動程度卻較小，主要是因為動量交換作用在葉

片處受到抑制。Green (2004) 在植生葉片覆蓋與抗流特性的研

究中提出：植株大小、結構、特性、位置及河道的水流條件，

都是影響植生抗流的主要因素，因此瞭解不同植生配置型態與

水理機制之作用關係，有助於將植被抗流特性模式化。林信

輝、王凱立 (2005) 以水流阻力的觀點，推估植生對於河川水

流水位的影響，當植生高度越高，洪水水位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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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 (2011、2012a、2012b) 以彈性纖維模擬植生做

了一系列的水槽試驗，觀察植生在不同位置及排列方式對於流

場、剪應力以及地型沖淤情形的變化。廖哲偉 (2013) 利用剛

性塑膠彎管模擬倒伏植株，以不同長度之柔性塑膠片探討模型

周圍之流場及地形沖淤變化。研究結果顯示，葉片長度愈長，

水流受葉片擺盪產生擾動之情形較為嚴重，但由於倒伏葉片對

底床具有覆蓋保護的效果，使得床面淘刷程度較低。而王順

昌、陳樹群 (2014) 在定床的配置條件下討論植生密度對於水

流束縮效應及床面曼寧糙度之變化。李津甫等人 (2015) 更進

一步以以間隔植生及連續植生兩種植生分布情況，探討植生對

於水位、流速以及流向之影響。 
彙整上述研究發現較少著重在灘地倒伏植生中，邊灘植生

區及主槽無植生區的流場及地形變化情況。因此本研究利用彈

性材料之人工植株模型模擬遭受水流衝擊的倒伏植生，並以間

隔橫向、間隔縱向、連續橫向及連續縱向之單邊倒伏植生群，

觀察水流在主槽無植生區與邊灘植生區之變化，以及沖刷坑之

發展規模。探討邊灘倒伏植生群對流場及沖刷之影響，可做為

未來灘地植生型態管理之參考。 

 

二、試驗設計 
本試驗為比較流速在植生區內外變化及地形沖淤之情

形，首先固定渠床坡度，並於渠槽底部鋪設試驗用之石英砂，

以低流量將床砂潤濕並稍微壓實、整平，再依試驗配置布置植

生區。接著開啟流量控制閥門緩慢加水，並利用尾水板控制水

深，等待地形達到穩定平衡階段後，在渠槽下游出口處收砂。

試驗過程中使用超音波流速剖面量測儀，依量測區位量測流場

資料，在此階段中植生區與無植生區之水位近乎一致 (小於 1 
cm)，因此將其視為相同水深，最後待水位退去後，使用雷射

測距儀量測床面地形資料。試驗相關條件如下所述： 
試驗渠槽採用長度為 15 m、寬度為 0.6 m 之可循環供水

的玻璃渠槽，在渠槽內部鋪設 0.1 m 高之均勻石英砂，其比重 
(SG) 為 2.55、中值粒徑 (d50) 為 1.24 mm、幾何標準偏差 (σg) 
為 1.28 mm，渠床坡度固定為 0.001。出水口處利用蜂巢式吸

管整流器及珍珠板使水流穩定，並以尾水板將水深控制為 0.15 
m、流速為 0.25 m/s、流量為 0.023 m³/s，試驗過程中的流況為

亞臨界流，福祿數 (Fr) 約為 0.21，在此流況下動床試驗未達

泥砂啟動的普遍沖刷情況，底床沖淤情形僅受倒伏植生群局部

布置之影響，故視為不加砂條件下之局部沖刷試驗。 
在植生模型的部分則以彈性材質之模型來模擬植物受水

流衝擊而倒伏的情況，如圖 1 所示。每株模型有 3 組葉片，每

組葉片由 12 條葉條組成，葉面寬為 2 mm，平均葉長為 16 cm，
葉冠層高度約為 6 cm；倒伏植株與床面夾角為 22°。渠槽植生

配置方式如圖 2 所示，將渠槽分為主槽無植生區和邊灘植生區

兩部分，植生區可分為間隔分布及連續分布兩種不同形式，間

隔分布之植生區是由 3 個長 0.6 m、寬 0.3 m 的植生區塊所構

成，植生區塊間距為 0.6 m，總長為 3 m。每一植生區塊配置

30 株植生模型，而連續分布的植生區則無植生區塊存在，植

生區塊內再設計兩種不同排列方式，橫向排列的植株側向彼此

靠攏；縱向排列的植株則在葉片順水流方向緊密連接。 

 

 
圖 1 倒伏植株模型 (側視圖) 
Fig.1 The bent vegetation model (Side view) 

 
(a) 間隔橫向 

 
(b) 間隔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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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連續橫向 

 
(d) 連續縱向 

圖 2 植生配置方式 (俯視圖) 
Fig.2 The vegetation configuration (Top view) 

試驗中的流場是以 MET-FLOW 公司所生產之超音波流速剖面量測儀 (Ultrasound Velocity Profiler，UVP) 進行流場測量，量

測儀器如圖 3，儀器採用 2MHzTN 型測頭，取樣頻率為 10 Hz ~ 20 Hz，每一筆流速資料取 2000 次量測之平均值。係以第一排植

生的位置做為基準面 (S0)，流場量測範圍從基準面 S0 算起往上游 95 cm (S-95) 處，每隔 15 cm 量測一斷面，直到基準面下游 355 
cm (S+355) 處，量測共計 31 個斷面。每一斷面布置 5 個量測點，由渠槽右壁算起分別為 10、20、30、40、50 cm 處，共計 155
個量測點，量測點位如圖 4 所示。每個量測點從設計水深下 2 cm 處開始量測，每隔 1 cm 量測一筆流速資料，直到近底床處共

計 13 筆流速資料，因此每組試驗總共測得 2015 筆流速資料。流場量測完畢後，關閉流量閥門並開啟排水開關，待水位退去後，

將雷射測距儀架設在人工自製之移動基座上，對底床高程進行量測，以此來獲得底床受倒伏植生群所影響之變化情形。 

 
圖 3 超音波流速量測剖面儀 (UVP-DUO使用者手冊，2006) 
Fig.3 Ultrasound Velocity Profiler (UVP-DUO user’s gui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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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流速量測區位 (俯視圖) 
Fig.4 The velocity measure area (Top view) 

 

三、試驗結果 

1. 流場變化情形 

當水流流經邊灘植生群時，因水流和葉面的接觸，會使植

生群倒伏並有減緩水流流速的效果，因此可將倒伏植生群視為

大面積的粗糙體。為了分析倒伏植生群對流速的減緩效果，因

此採用試驗中植生區中心斷面 (w+20) 之流速作為邊灘流

速，以基準面上游 95 cm (S-95) 處當作入口流速，基準面下游

355 cm (S+355) 處當作出口流速，以計算流速遞減比，所得

結果如表一所示。 
植生區配置範圍為從基準面算起往下游延伸 300 cm，當

水流通過植生區以後，流速應漸漸回復到未受倒伏植生干擾前

之狀態，因此若流速遞減程度愈高，則代表水流受倒伏植生群

干擾之情形愈為嚴重，通過植生區以後，需要更長的距離用以

回復至原來的流速。 
 

表 1 邊灘流速遞減比 
Table 1 The velocity decrease ratioin the riverside 

倒伏植生群 
配置型態 

平均 
入口流速 (m/sec)

植生區 
出口流速 
(m/sec) 

植生區 
流速遞減比 

(%)
間隔橫向 0.249 0.181 27.3 

間隔縱向 0.239 0.141 41.0 

連續橫向 0.251 0.115 54.2 

連續縱向 0.254 0.063 75.2 

註:流速遞減比= (入口流速-出口流速) /入口流速× 100% 

 
邊灘植生區流速遞減比由小到大依序為間隔橫向

(27.3%)、間隔縱向 (41.0%)、連續橫向 (54.2%) 以及連續縱

向 (75.2%)，流速在植生區遞減之現象，以連續分布之流速遞

減效應較間隔分布顯著。在間隔分布的配置條件下，植生區塊

間的間隔會使水流在通過植生區塊後，因有效通水寬度回復到

原本的大小，所以水流會由主槽無植生區流回至邊灘植生區

內，導致水流往主槽集中的程度較低；而在連續分布的配置條

件下，邊灘植生區內沒有無植生的間隔作為緩衝，因此水流大

量往主槽集中，使得植生區內的流速遞減比較高。其中又以縱

向排列的流速遞減效應較橫向排列更為顯著，因為橫向排列植

生其前排植株與後排植株間具有小型的間隔，其內部的摩擦力

較小，因此下游流速遞減的幅度會較縱向排列來的小。 
為瞭解各組試驗中主槽流速是如何受倒伏植生群影響，因

此取主槽中心斷面 (w+40) 處的流速資料作為分析主槽流速

變化的依據，以沖刷坑開始出現之斷面 (S+90)，作為起始斷

面繪製流場剖面如圖 5，並以綠色區塊表示植株高度。發現在

連續橫向 (圖 5c) 和連續縱向 (圖 5d) 的植生配置條件下，上

層流速均有減緩的趨勢，由於水流條件為亞臨界流，依比能原

理推測應為水流遇到地形刷深而減緩；而底層水流則有明顯加

速的現象，可以發現流速增加的區域與葉冠層在水面下之深度

大約吻合，經由質量連續的原理可推知，在試驗流量恆定的水

流條件下，當主槽內部流量增加，則增加的流量勢必會反映在

邊灘植生區所減少的流量上，因此推測這種主槽流速局部加速

的現象和邊灘倒伏植生群將水流導向主槽的能力有關。 
為進一步瞭解主槽流速對床型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取

主槽中心斷面 (w+40) 最底層 (位於初始床面上方 1 cm 處之

量測點) 之流速資料，沿縱斷面方向繪製成流速變化圖，如圖

6。可以發現，倒伏植生群具有使主槽底層流速逐漸增強之效

果，尤其以連續分布的情形最為嚴重。由表 2 可知在間隔分布

的植生配置條件下，因植生區塊間具有等長之間隔，使得水流

往主槽集中情形較不嚴重，因此主槽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較

小，其中又以橫向排列的方式較容易引導水流集中，因此間隔

橫向的主槽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為 57.9%；間隔縱向的主槽底

層流速最大遞增比為 25.8%，兩者相比，以間隔橫向排列之流

速遞增幅度較大。 
而在連續分布的植生配置條件下，植生區塊之間沒有間隔

調節，使得水流集中的程度較高，因此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會

較間隔分布大。由於縱向排列的植生使主槽水流不易流入邊

攤，因此連續縱向的主槽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為 174.1%；連

續橫向的主槽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為為 127.9%，兩者相比，

以連續縱向排列之流速遞增效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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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間隔橫向 

  
(b) 間隔縱向 

  
(c) 連續橫向 

  
(d) 連續縱向 

圖 5 (w+40) 之主槽流速剖面 (側視圖) 
Fig.5 The velocity profile (w+40) in the main channel (Side view) 

表 2 主槽底層流速最大遞增比 
Table 2 The velocity increase ratioin the main channel 

倒伏植生群 
配置型態 

底層水流 
入口流速 (m/sec)

主槽底層水流最大流
速 

(m/sec)

最大流速 
斷面位置 
(section)

主槽底層流速 
最大遞增比 

(%) 
間隔橫向 0.171 0.270 S+130 57.9 
間隔縱向 0.173 0.218 S+145 25.8 
連續橫向 0.187 0.425 S+220 127.9 
連續縱向 0.186 0.482 S+220 174.1 

註 :流速最大遞增比 = (主槽最大流速– 入口流速)/入口流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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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6 也可發現，在 S+300 處各組試驗之主槽流速皆出

現遞減的現象，由植生配置的範圍為 S0 ~ S+300 可知，當水

流通過植生配置區以後，倒伏植生群的影響因子消失，河道通

水斷面增大，流速將逐漸減緩，表示水流開始流回邊灘使主槽

的流量減少，而在連續橫向 (S+100) 及連續縱向 (S+70) 處
之流速皆有突降之情形，與圖 7互相比較後可發現，在連續橫

向 (S+100) 及連續縱向 (S+70) 處皆為具有明顯淘刷坑之位

置，此時向下游流動的水流會有部分轉變為向底層淘刷，由於

超音波流速剖面量測儀 (UVP) 僅能量測單一維度之流速，因

此在此處會有流速突降之情形。此外，觀察不同分布之植生配

置可發現，間隔分布之底層流速最大遞增比明顯少於連續分

布，可知植生區塊之間若留有與植生區塊等長之間隔，能有效

改善流速集中現象。 

2. 床面淘刷情形 

由前述分析可知，邊灘倒伏植生群具有使水流往主槽集中

的現象，且因植生的分布及排列方式不同，將使水流集中的程

度有所不同，輸砂量也會有顯著的差異，試驗中將雷射測距儀

架在自製之移動式基座上，對底床進行距離量測並將其換算成

床面各個點位之高程後，將所得結果繪製成沖淤地形圖，如圖

七，以此來作為分析床面型態之依據。各組試驗沖刷坑之最大

深度、縱向長度、縱向長度比及輸砂率，如表 3 所示。 

 

 
圖 6 主槽 (w+40) 初始床面上方 1 cm處之流速變化 
Fig.6 The change of velocity located 1 cm above the original bed in the main channel (w+40) 

 
圖 7 沖淤地形圖 (a) 間隔橫向 (b) 間隔縱向 (c) 連續橫向 (d) 連續縱向 
Fig.7 The fluvial channeltopography (a) interval transverse (b) interval longitudinal (c) continuous transverse (d) con-

tinuous longitud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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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槽沖刷坑規模 
Table 3 The local scour scalein the main channel 

倒伏植生群 
配置型態 

沖刷坑 
最大深度 

(mm) 

沖刷坑 
縱向長度 

(m)

沖刷坑 
縱向長度比 

(%) 

 
輸砂率 (m³/hr) 

間隔橫向 39 1.87 62.3% 0.027 

間隔縱向 33 2.25 75.0% 0.055 

連續橫向 51 2.73 91.0% 0.111 

連續縱向 76 3.33 111.0% 0.289 

註:沖刷坑縱向長度比= (沖刷坑縱向長度/植生區配置長度) ×100% 

 
比較各組試驗之輸砂率可發現，連續分布皆明顯大於間隔

分布，此結果可和主槽底層流速的分析結果相互印證，當流速

集中的情形愈顯著，則底床沖刷的情形也愈嚴重。其中比較特

別的是在間隔橫向的部分，雖然間隔橫向在主槽底層的流速增

幅較間隔縱向大，但輸砂量反而較小，主要是因為在間隔橫向

的植生配置條件下，主槽裡被淘起的床砂會被帶往邊灘的植生

間隔內形成堆積之現象 (圖 7a)，進而間接減少下游攔砂網內

所能收集到的床砂量；而間隔縱向則因植生排列的方式不同而

使得間隔區內的堆積現象較不明顯 (圖 7b)。最後在連續縱向

的配置條件下，水流往主槽集中的情形最為顯著，因此底床沖

刷量也最大，可知間隔區塊具有調節底床流速、減緩主槽淘刷

的效果。 
在間隔橫向的植生配置條件下，圖 7(a)，沖刷坑之最大深

度為 39 mm，縱向長度約為 1.87 m，但是沖刷坑並不連貫。

在植生區塊的間隔內有明顯的砂丘堆積，也就表示當植生阻礙

面積減少時，水流確實出現減緩的趨勢，並且由砂丘往植生區

間隔堆積的方向可知，水流會由主槽流回至植生區的間隔，使

流速集中的情形得以改善。 
在間隔縱向的植生配置條件下，圖 7(b)，沖刷坑之最大深

度為 33 mm，縱向長度約為 2.25 m。在植生間隔區仍有砂丘

堆積，但砂丘堆積之能力較弱，表示水流同樣會從由主槽流回

至植生區的間隔，但在縱向排列之配置條件下，因葉片順水流

方向緊密連接的關係，使得水流流線不易偏轉，因此砂丘往植

生間隔內堆積之情形較不明顯。 
在連續橫向的植生配置條件下，圖 7(c)，沖刷坑之最大深

度為 51 mm，縱向長度約為 2.73 m。植生區間並無砂丘堆積，

直到水流在通過植生配置區以後，砂丘才開始往植生區的下游

堆積，因此也表示當植生阻礙面積減少時，水流開始減緩並出

現往植生區下游流動的現象。其沖刷坑之大小和間隔橫向、間

隔縱向相比皆較大，顯示在沒有間隔區塊的植生配置條件下，

幾乎無法抑止流速往主槽集中，使得在邊灘植生區減少的水流

不斷移往主槽無植生區，而在主槽造成較為嚴重的沖刷現象。 
在連續縱向的植生配置條件下，圖 7(d)，沖刷坑之最大深

度為 76 mm，縱向長度約為 3.33 m，主槽沖刷的情形最為嚴

重，且在植生區內同樣並無砂丘堆積，直到水流離開植生配置

區以後，砂丘才開始往植生區下游方向堆積。此外，由前述分

析得知，縱向排列之葉片對水流具有較大的遞減效應，使得水

流在植生區受阻較為嚴重，加劇水流集中之程度，進而產生全

組試驗中最為嚴重的主槽沖刷坑。 

由圖 7 可知，植生區內均無明顯的沖刷坑產生，是因為葉

面覆蓋床面並減緩底層流速的效果，使其流速不足以帶動床

砂，因此可知邊灘上的倒伏植生群的確具有保護灘地的效果。

但在主深槽所引起的沖刷現象，卻會因為不同的植生配置條件

而有顯著的差異，其中以連續縱向之植生配置條件所引起的主

槽沖刷最嚴重，深度為 76 mm，發展長度為 3.33 m、其次是

連續橫向，而後是間隔縱向與間隔橫向，主要的差異在於床砂

淤積方式。間隔縱向之床砂大部分被帶往渠槽下游出口處堆

積；間隔橫向之床砂在試驗區段堆積之現象較明顯，間接減少

渠槽下游出口處的床砂量。 
 

四、結論 
本研究為瞭解不同排列型態之倒伏植生群，對於河川水流

作用及底床沖淤之影響，因此比較水流受植生所影響在邊灘與

主槽的變化，以及由倒伏植生群所引起的床面型態變化。 
在間隔分布及連續分布的比較上，植生間隔分布，可使水

流產生蜿蜒的流向，減少水流往主槽集中的程度，進而降低主

槽的沖淤變化。主槽所淘起的床砂也可在植生間隔內沉積，而

不會直接被帶往下游，因此間隔分布也具有穩定河床的功效。

而在連續分布的情況下，則沒有植生間隔來調節水流，水流大

量往主槽集中，使得主槽的流速遞增程度較高，進而產生較大

規模的沖刷坑。 
在橫向排列及縱向排列的比較上，橫向排列的植生，前排

植株與後排植株間的區域可視為一個較小的間隔，其摩擦係數

較小，因此在邊灘植生區內的流速遞減程度會較縱向排列來的

低。而縱向排列的植生，因其葉片順著流向緊密排列的關係，

使得主槽的水流及床砂皆不易進入到邊灘內，因此邊灘流速遞

減率與輸砂量皆較橫向排列大。 
綜合上述結果，間隔橫向的種植方式在降低主槽沖刷以及

穩定河床方面具有最佳的效果，往後在河川管理的部分可以此

方式作為植生方法，而之後的研究也可以此為基礎，選擇流速

劇烈變化或床型開始改變之區域以聲波都普勒流速儀 
(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er, ADV) 進行完整的三維流場量

測，來觀察流速的實際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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