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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水草類受水流倒伏之阻力與升力分析
李津甫
摘

要

彭奎元

陳樹群*

本研究以水槽試驗探討濱水草類在不同流況下對拖曳力及抬升力的影響，其中量測濱水草類在水流

中抬升力的裝置為本研究首創。研究結果發現，柔性草類受水流衝擊而倒伏所造成的正投影面積變化，會使
拖曳力及抬升力與流速的一次方呈線性相關與剛性物體極為不同。然而，隨著水流雷諾數的增加，濱水草類
的正投影面積、阻力係數及升力係數皆會逐漸降低且最終趨於定值。濱水草類穩定後的阻力係數為 0.6 (Re =
40,000)，而升力係數則為 1.15 (Re = 24,000)。此時，濱水草類會具有剛性物體的特性，其中升力係數會較阻
力係數更快的達到穩定。
關鍵詞：濱水植物、阻力係數、升力係數

The Drag and Lift Forces for Riparian Grasses That are
Deflected by Channel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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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termines the effect of drag and lift forces for riparian grasses under different flow conditions using a series of flume experiments. A novel installation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ift force in the channel flow.
Flow changes the front projection area for the riparian grasses, so the drag and lift forces are linearly correlated with
velocity. This correlation differs from that for a rigid object. However, as the Reynolds number increases, the front
projection area, the drag coefficient and the lift coefficient gradually decrease and approach a constant value. The
constant drag coefficient is found to be 0.6 (Re = 40,000) and the constant lift coefficient is 1.15 (Re = 24,000). At this
s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parian grasse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rigid objects, for which the lift coefficient reaches
a constant value earlier than the drag coefficient.
Keywords: Riparian vegetation, drag coefficient, lift coefficient

一、前

言

對於浸沒在河道中的植生而言，由於植株本身與周圍水流
間的交互作用，將會產生一作用力施加於植株上，其中水平方

河川濱水帶植生群落的分布可提供環境綠美化及多樣化

向的分力稱為拖曳力 (drag force)，而垂直方向的分力則稱為

生態棲地等效益。但植生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不可忽略的，

抬升力 (lift force)。拖曳力為植物的摩擦阻力及形狀阻力之總

如河道寬度會因植群逐漸發展而縮減。當遭逢洪水事件時，因

和，在高雷諾數的水流條件下，大部分的拖曳力會與形狀阻力

為通洪斷面的不足及植群滯留洪水的效應，將容易導致洪水漫

有關，而形狀阻力則會受到植物垂直上游水流方向的投影面積

淹過河道，而使河道周圍的漂流木及塊石等物體被帶入河道，

所影響。此外，抬升力則是受到植物對水流的阻滯效應及其外

造成原有的自然堤受到撞擊或侵蝕而發生破壞 (Nardin et. al.,

部型態的不對稱性所導致，阻滯效應及非對稱的植物型態將造

2016)。這也是台灣許多河段會不定期清理濱水帶植生的原因，

成植物的上、下表面具有不同的壓力分布，在高雷諾數水流條

但處置時既不能全部清理以免破壞生態棲地，也不能任其生長

件下，壓力分布一般會與動壓 (

而造成洪氾問題。因此在整治河道植生時，首先需評估植生對

升力如 (1)、(2) 式所示：

/2) 成正比。拖曳力與抬

河道所造成的影響。Stephan and Wychera (1996) 指出濱水帶

(1)

植生具有以下幾點特性：(1) 降低河道整體平均流速，(2) 提

(2)

高河道無植生處之平均流速 (束縮效應)，(3) 降低河道植生附
近之流速 (阻滯效應)，及(4) 增加泥砂落淤量。但若要量化植
物種類、物理性質、投影面積、株齡以及生長狀況等，需花費
大量的時間及人力進行現地調查分析。為降低成本及研究風險，

其中

為拖曳力、

為抬升力、A 為植物正投影面積 (m2)、

為流體的密度 (kg/m3)、V 為入流速速 (m/s) 、
數、

為升力係數。

可先運用水工模型試驗來進行模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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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整個河道皆生長同種植物，要估算植物對河道所產生

玻璃水槽中進行，試驗坡度固定為 0.001，並以尾水板控制水

的作用力仍有很大的困難，因植物的作用力會隨著流況和植株

深為 0.15 m，確保試驗過程中為定量均勻流。為了探討植物於

外部型態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一旦水流造成植株倒伏，迎水面

不同流況下其阻力特性的變化，本試驗藉由水槽的電動控制面

) 將有所改變 (Sand-

板精緻調控 4 種試驗流量，經由連續方程式轉換後，即可得到

) 的變化與植

4 種不同試驗流速並以超音波流速儀 (UVP) 之流速剖面求取

物間之關聯是非常重要。但由於自然界中真實植株的水理特性

平均流速，分別為 0.11 m/s、0.22 m/s、0.33 m/s 以及 0.44 m/s。

較複雜，也難以系統性的量化，故水槽試驗中的植生模型常用

在植物的選擇方面，本研究選用四種常見的濱水帶植物來進行

均質的剛性柱體 (Nepf, 2012; Chen et al., 2012)、塑膠葉片

水槽試驗，分別為大花咸豐草 (菊科)、龍葵 (茄科)、大黍 (禾

(Kouwen and Unny, 1969; Chen et al., 2011) 或是兩者混合之材

本科)、甜根子草 (禾本科)，每種植物皆取 2 株不同的個體來

料 (李津甫等人，2015) 來替代。然而，有部分學者認為單以

進行試驗，且同一株植物於每次試驗中皆重複測量兩次，並將

假植株是難以與自然情況相符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

所得數據加以平均來減少誤差，各試驗植株之基本資料如下表

使用真實植株來進行實驗，如 Oplatka (1998) 觀察柳樹外部形

1 所示。

的投影面積將急遽下降，阻力係數 (

Jensen and Mebus, 1996)，所以瞭解阻力係數 (

態與流速之間的變化，透過紀錄柳樹縱向、橫向、高度的變化，

表 1 各試驗植株基本屬性資料

來瞭解柳樹流線化和阻力變化的尺度。Sand-Jensen (2003) 和

Table 1

Hui et al. (2010) 發現彈性植物的阻力係數隨著流速增加，將
會經歷大幅度的下降，而非彈性植物則沒有此現象。從實驗結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xperimental plants

物種

的植物，原因為植物葉冠的部分會增加植株正投影面積並增強

大花咸豐草-1
大花咸豐草-2
龍葵-1
龍葵-2
大黍-1
大黍-2
甜根子草-1
甜根子草-2

水中的紊流強度，進而使阻力係數增加。

*初始投影面積 (

果發現影響阻力係數的因子有雷諾數、水深、流速和植物特性
(剛性或彈性)。Vogel (1994) 提及植生在不同水流流速情況下，
會藉由倒伏及調整外部形態來降低阻力，而阻力係數也會隨著
植物倒伏而下降。Wilson (2008) 在探討有無植株葉冠和阻力
間之關聯時，發現具有葉冠的植物，其阻力係數會大於無葉冠

在上述的研究中，植株大多是以固定於底床的方式進行試
驗，因此只能量測到拖曳力的變化，而無法得到抬升力的變化
量。有鑑於此，本研究創新設計一懸掛系統，使植株能懸浮於
半空中，藉此來量測植株受水流衝擊後，其水平方向及垂直方
向受力的變化量。此外，本研究為貼近自然界中真實植株之現
況，現地觀察台灣河川中常見的濱水帶植物，並將其採集回來
趁尚未枯萎時進行植生阻力及升力係數試驗，以求完整模擬真
實植物之受力變化。

重量
(g)
23
26
26
23
20
25
35
28

體積
(cm3)
29.5
35.0
32.0
28.0
27.0
30.0
42.0
37.0

初始投影面積*
(cm2)
164.54
137.08
101.25
116.47
99.66
111.72
118.55
130.90

特徵長度
12.83
11.71
10.06
10.79
10.00
10.57
10.89
11.44

)為植株未倒伏時之正投影面積

在試驗開始前，首先於植株上游 0.6 m 處以水底照相機
(SJ4000 Waterproof HD 1.5 Inch Car DVR Camera Sport DV Novatek 1080P) 拍攝植物之正射影像，拍攝頻率為每 3 秒拍攝 1
張相片並連續拍攝 30 秒鐘，接著以 MATLAB 進行影像的對
比處理和影像二值化，最後將所得之目標影像進行平均來獲得
較準確的正投影面積。而在植株阻力量測方面，則以拉壓力計
(FG-5000A 5Kg FORCE GAUGE) 來測量阻力的變化，儀器可
量測介於 0~5000 公克的拉力或壓力 (最小顯示重量為 3 公克)，
解析度最高可量測至 1 公克的變動，精確度為± (0.4%+1 位

二、研究方法
植株阻力特性試驗於長 8 m、深 0.6 m、寬 0.3 m 的矩形

圖 1 試驗配置示意圖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 setup

數)，資料更新速度為 0.6 秒/筆，可以迅速捕捉實驗數據的變
動，本研究記錄拉力值於不同流速下 90 秒內讀數的變化，並
將所有數值取平均當作計算時的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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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的裝置設計如圖 1 所示，首先將試驗植株以鋼絲固

拖曳力與流速的相關係數 (R) 為 0.86，兩者間具高度正相關

定於壓克力板上，接著將鋼絲繩 (直徑為 0.001 m) 的一端繫

(R > 0.75)。因此，柔性植物於完全浸沒的狀況下，其拖曳力會

於壓克力板上，另一端則藉由滑輪改變施力的方向後，將其以

與流速成正比。然而，Schlichting (2000) 的研究指出，剛性物

垂直朝上的方式掛載於 4 組拉壓力計，最後使整個系統懸浮於

體的拖曳力會與流速平方成正比，造成柔性草類與剛性物體的

渠道中，以便測得植物體在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上的受力。各

拖曳力分別與流速的一次方及二次方呈正比關係的主要原因

鋼絲繩與滑輪之間的角度在拉壓力計 1、3、4 號皆為 10 度，

為正投影面積的改變。隨著流速增加，柔性植物會藉由改變外

而拉壓力計 2 號的角度則為 64.5 度。各拉壓力計間所測得之

部型態來減少阻力，其葉片具有縱向與側向收縮的能力，在高

拉力可藉由角度轉換成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分力，而水平方向的

流速下的葉片更會彼此交疊，使受到的表面摩擦降低，而植物

作用力即為拖曳力 (FD)，垂直方向的力則為抬升力 (FL)，其

的莖幹則會隨著流速上升開始倒伏，使植物體外部順著水流方

轉換方式如 (3) 及 (4) 式。

向呈流線化，來降低水流給予的拖曳力。植物葉片交疊及莖幹

cos 10°

cos 64.5°

64.5°

cos 10°

10°

sin10°

cos 10°
sin10°

其中 為 i 號拉壓力計 (i=1~4) 所測得的拉力、
於水平方向的合力 (拖曳力);

(3)
(4)
為系統

為系統於垂直方向的合力 (抬

倒伏之現象將使植物迎水面積隨著流速增加而逐漸減少，如圖
3 所示。將試驗植物的投影面積與流速之變化繪製成圖 4 後可
發現，隨著流速的增加植物投影面積減少的幅度將會越來越小，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則與柔性植物莖幹的撓度有關，撓度的存在

升力)。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首先針對柔性濱水草類拖曳力與流速的變化進行
探討，拖曳力與流速間的關係如圖 2 所示。由圖 2 中可發現，
就算是相同種類的植物，不同植物個體間的表面粗糙度、莖幹
和葉片的柔軟性、外部形狀等特性皆不相同。因此，各植物所
能造成的拖曳力也會有極大的差異，其差異可達 2 倍之多。例
如，兩株不同的大花咸豐草在流速同為 0.11 m/s 的情況下所能
提供的拖曳力分別為 0.25 N 及 0.13 N；而龍葵在流速為 0.11
m/s 的情況下所提供的拖曳力則分別為 0.21 N 及 0.11 N。接著

圖 3 大花咸豐草於不同流速下投影面積的變化
Fig.3 The change of projection area at different velocity
(Pilose Beggarticks)

圖 2 濱水草類在不同流速下的拖曳力
Fig.2 The drag force of riparian grasses at different velocity

將拖曳力與流速進行回歸分析後可發現，大花咸豐草的回歸式
為FD 0.02 1.84V、龍葵
1.24 、甜根子草

0.25

0.03

1.34 、大黍

0.05

1.15 。最後將 4 種不同濱水草

類的資料一起進行回歸分析，總回歸式

0.05

1.47 ，且

圖4

濱水草類在不同流速下的投影面積

Fig.4 The projection area of riparian grasses at different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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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植物的倒伏程度具有極限，當植物倒伏到趨近極限時 (最

低的情況下 (Re < 4,000) 所測得之阻力係數會隨雷諾數上升

小投影面積)，即使再加以更大的流速，其倒伏變化率也會漸

而增加。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為，植物枝幹會受到水流衝擊

) 係與投影面積 (A) 呈

而產生震盪，這將導致植株周圍出現較強烈的紊流，這些紊流

正比，因此，在柔性植物的情況下，流速變化對拖曳力的影響

將會產生額外的阻力使阻力係數隨雷諾數上升而增加。而

會比剛性物體來的小，而當植物倒伏程度達到最大時，植物將

Armanini et al. (2005) 將柳樹置於較高雷諾數下 (2,500 < Re <

不再繼續倒伏，此時柔性植物會具有剛性植物的特性 (Free-

7,500) 的流場來進行試驗，此時阻力係數隨著雷諾數的上升

man et al., 2000)。由於植物在水中類似不規則多孔性物體，內

而減少，此現象與本研究之結果相同，雖然因植物枝幹震盪而

部的水流會受葉片和莖幹的交錯阻攔及植物外部型態所影響，

產生的紊流會提供額外的阻力，但在高雷諾數條件下，柔性植

而使流速變得較低，依據伯努利原理 (Bernoulli's principle)，

物將會因水流衝擊而出現倒伏的情況，植物倒伏後植株所能提

流速低的區域其壓力會較高，因此，植物內部會產生一個由內

供的阻力係數將會大幅下降，其影響會比植物枝幹震動所造成

向外的力 (壓力高至壓力低)，使得植物受到向上的抬升力，如

的影響來的大。因此，阻力係數會隨雷諾數上升而逐漸減少。

趨於零。由 (1) 式中可知拖曳力 (

圖 5。將抬升力與流速進行回歸分析後可發現，大花咸豐草的
回歸式為
2.17

2.22

0.5 、龍葵

0.79 、甜根子草

草類的總回歸式為

2.17

2.03

0.36

0.43 、大黍

。此外，4 種不同濱水

0.6 ，且抬升力與流速的相關

係數 (R) 為 0.77，同樣呈現高度正相關 (R > 0.75) ，如圖 6
所示。因此，抬升力的大小會隨著流速的增加而增加，但由於
植物倒伏及葉片交疊所造成的投影面積變化所影響，因此抬升
力僅會與流速的一次方程正比。

圖6

濱水草類在不同流速下的抬升力

Fig.6 The lift force of riparian grasses at different velocity

圖 5 抬升力的成因(龍葵，流速 0.44 m/s)
Fig.5 The cause of lift force (Black nightshade, V = 0.44
m/s)

Moody and Princeton (1944) 發現剛性物體的阻力係數會
隨著雷諾數的增加而減少，但在紊流狀態時 (Re > 4,000) 阻
力係數則會趨近於定值。本研究為了探討柔性植物阻力係數
(

) 與雷諾數 (Re) 之間的函數關係，進行多組應力分析試

驗，將阻力係數與雷諾數間的變化繪製成圖 7。由圖 7 中可發
現，隨者雷諾數的增加，原本散亂且級距分佈較大的數據開始
逐漸趨於定值，這表示阻力係數會隨著雷諾數增加而降低且降
低幅度會有逐漸衰減的趨勢。將本試驗之阻力係數與前人研究
成果相比較後，可發現兩者間有相似的結果，Armanini et al.

圖 7 不同植株阻力係數與雷諾數之關係

(2005) 與 Wunder et al. (2009) 以柔性植物 (楊柳)來進行植生

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ag coefficient and
Reynolds number

阻力試驗。於圖 7 中可發現 Wunder et al. (2009) 在雷諾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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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chlichting (2000) 與 Schoneboom et al. (2008) 以剛性圓

皆不相同，因此相同種類的植物所造成的拖曳力也會有極大的

柱來進行阻力係數的研究，兩者差別為 Schlichting (2000) 於

差異，最高可達到 2 倍之差距。隨著水流雷諾數的增加，柔性

試驗中採用的圓柱材質為鐵，而 Schoneboom (2008) 則使用塑

植物的阻力係數及升力係數皆會逐漸減少且最終趨於定值。當

膠材質，於圖 7 中可發現，剛性物體的阻力係數皆維持在穩定

阻力與升力係數達到定值時，柔性植物將會具有剛性物體的特

的區間內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其中鐵質圓柱的阻力係數介於

性，即拖曳力與流速一次方的線性關係將會轉變為與流速二次

0.9-1.1 之間，而塑膠圓柱的阻力係數則在 1.5 左右。造成這兩

方呈線性相關。藉由雷諾數與阻力及升力係數的回歸方程式亦

種剛性物體的阻力係數出現差異的主要原因為，塑膠材質比起

可推得，濱水草類穩定後的阻力係數為 0.6 (Re = 40,000)，此

鐵受水流衝擊後會有更加明顯的震盪行為，受震盪影響所產生

時的阻力係數會低於木本植物。而升力係數則為 1.15 (Re =

的紊流將會使塑膠圓柱具有較大的阻力係數。而 Ferreira (2015)

24,000)，與阻力係數比較後可發現，升力係數會較阻力係數容

以灌木-黃楊來探討阻力係數與雷諾數之間的關係，灌木的莖

易達到穩定。

幹可視為剛性物體不會因水流衝擊而倒伏，但其葉片則會受水
流衝擊而產生震盪，使阻力係數較 Schoneboom (2008) 的塑膠
圓柱試驗來的大，且會隨著水流雷諾數的上升而逐漸增加，此
現象與 Wunder et al. (2009) 的試驗結果相同。
比較本次試驗所使用的柔性植物與其他學者的試驗成果
後可發現，剛性物體的阻力係數在進入紊流狀態前，阻力係數
會隨著雷諾數增加而逐漸下降，而當水流進入紊流狀態後 (Re
> 4,000)，阻力係數即不再有明顯的變化 (Moody and Princeton,
1944; Schoneboom et al., 2008)。而柔性植物的阻力係數在水流
進入紊流狀態後，阻力係數仍然會持續降低，直到植物外部形
態達到最小投影面積後，阻力係數才開始保持定值。由圖 7 中
可發現，濱水草類的阻力係數會由 4 (Re = 7,000) 持續降低至
1 左右 (Re = 20,000)。此外，由圖 7 的回歸方程式亦可推得，
濱水草類在完全倒伏後的阻力係數約在 0.6 左右 (Re = 40,000)。
因此，柔性草類受水流衝擊而倒伏的特性可有效的降低阻力係
數，使柔性草類在完全倒伏後較木本植物具有較小的阻力係數。
同樣的，在升力係數 ( ) 與雷諾數 (Re) 間也有相似的情況，

圖 8 不同植株升力係數與雷諾數之關係

升力係數同樣會隨著雷諾數增加而逐漸減少，如圖 8 所示。與

Fig.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t coefficient and Reynolds number

阻力係數不同的是，植物的升力主要是藉由植物體上、下表面
不同的壓力分布所導致，因此升力係數的值會較阻力係數來的
大，在水流發展至完全紊流狀態前 (Re > 10,000)，升力係數大
約為阻力係數值的 10 倍左右。由圖 8 中可發現，柔性植物的
升力係數在進入完全紊流狀態前會由 35 (Re = 6,000) 迅速降
低至 10 左右 (Re = 10,000)。當水流進入完全紊流狀態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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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係數降低的幅度會減緩並逐漸趨於定值，穩定時的升力係數
約在 1.15 左右 (Re = 24,000)。與阻力係數比較後可發現，升
力係數會比阻力係數更快的達到穩定。

四、結

論

為探討濱水帶植物其阻力特性在不同水流條件下所產生
的變化，以及解決目前抬升力相關之研究較少的情況。本研究
首創懸浮垂吊系統來有效的量測物體在水流中的抬升力，研究
中選取 4 種真實濱水帶植物，以室內水槽試驗觀察植物在不同
流速下與正投影面積、拖曳力、抬升力、阻力係數、升力係數
及雷諾數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柔性植物倒伏所造成的
正投影面積變化，會使拖曳力與流速的一次方成正比 (

∝

)。因此，柔性植物流速變化對拖曳力所造成的影響會小於剛
性物體 (

∝

)。此外，由於不同植物個體間的性狀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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