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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水植物根系發展對濱水地區土壤沖蝕之影響
王咏潔[1]* 陳登詠[1]
摘

要

許家銓[2]

本研究進行種植四種挺水植物的植物區與裸露土壤區的沖蝕實驗，以雷射掃描分析地形變化及沖

蝕量，洗根測量瞭解植物根系發展情況，用以探討挺水植物對濱水區土壤沖蝕之影響。結果顯示，單葉鹹草
有最佳存活率，且根系最長。在種植香蒲、單葉鹹草及水丁香之試區與裸露區相比都能減少沖蝕量；且單葉
鹹草及水丁香區沖蝕量低，植物根系長，抗沖蝕能力較佳。考量植物存活率，單葉鹹草應適合推廣作為改善
濱水區土壤沖蝕之植生復育工法物種。

關鍵詞：土壤沖蝕、挺水植物、根系長度、雷射掃描地形。

Effects of Emergent Vegetation Root Development on Soil Erosion
in Riparian Regions
Yung-Chieh Wang[1]*

Deng-Yong Chen [1]

Chia-Chuan Hsu[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eros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using vegetated plots with four species of emergent
vegetation and bare-soil plots in a recirculating flum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mergent vegetation on soil erosion
in riparian regions, erosion topography and eroded soil mass were obtained using laser-scanned images, and root system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ent plants was analyzed by measuring root parameters after the root washing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yperus malaccensis (i.e., shortleaf galingale)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survival rate and developed
the longest root system. The vegetated plots with Typha orientalis (oriental cat-tail), C. malaccensis, and Ludwigia
octovalvis (lantern seedbox (H)) exhibited smaller eroded soil masses than did the bare-soil plots. C. malaccensis and
L. octovalvis exhibited higher erosion resistance than the other species because the vegetated plots with these species
exhibited less soil loss than the plots with the other species, and the plants exhibited greater development of root systems
than the other species. Considering the survival rate, C. malaccensis was the most suitable species among the four
species for increasing erosion resistance of riverbanks in riparian regions.
Keywords: Soil erosion, emergent vegetation, root system length, laser-scanned topography

一、前

言

來進行評估，結果多顯示各類挺水植物根系均能不同程度的增
加土壤抗剪強度 (盧立霞、曾波，2006；徐少君等，2008；By-

近年因氣候異常，台灣地區降雨極端化，造成河川邊坡沖

water-Reyes et al., 2015；徐少君等，2016)。為能了解覆蓋剛性

蝕情況日益加劇，除成為河防安全的隱憂外，更多的混凝土邊

挺水植物對渠道沖蝕的影響，常透過設置人工柱狀物 (擬真植

坡也影響了人與河川的親近關係。因此，在營造近自然親水空

物) 進行沖蝕試驗及模式分析，探討不同障礙物所產生之流況

間及環境友善的目標下，於濱水區改採植生復育整治工法，穩

差異 (Lee et al., 2004)、初始泥沙啟動情況 (Tang et al., 2013)，

定並保護河川邊坡，適度取代混凝土工法，可有效發揮水生植

以及沖蝕及沉積模式 (Yagci et al., 2016)。或直接採用真實植

物具備之緩衝與水流調節、固土護坡、防止水土流失、攔阻泥

物進行試驗，如趙連權等 (2012) 選用水蔥、蘆葦、茭草等挺

沙及過濾、去污淨化水質之特性 (林信輝，2007)，同時營造生

水植物及 PVC 管進行明渠三维紊流之特性研究，结果顯示，

物棲地。為能使植生復育整治工法更符合區域水流、植生特性、

各類挺水植物與 PVC 管間的時均流速分布變異性極大，且紊

保護功能等需求，進一步了解生長分布於這些區域上的剛性挺

流强度與植物的生長形態及柔韌性密切相關；王忖與王超

水植物對於淺水流沖蝕的反應及適存性實有其必要性。

(2010) 選用太湖底泥，種植沉水植物 (水蕨) 及挺水植物 (菖

過往研究中，為了解濱水區剛性挺水植物對於土壤沖蝕之

蒲) 進行水槽實驗，實驗結果顯示相同水動力條件下，挺水植

影響，考量水生植物之抗沖蝕機制非常複雜，影響因子也多，

物段內的底泥相對於沉水植物更易沖蝕而懸浮，但仍低於無植

在根系對土壤沖蝕的影響討論上，通常透過抗拉拔或沖蝕實驗

物渠道；陳登詠與王咏潔 (2018) 透過沖蝕試驗，探討真實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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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植物與人工材料模擬植物對沖蝕量之差異，結果顯示，相同

生長困難，除了生命力較強之植物外，不易生長 (林俊全，

流況條件下，真實挺水植物抗沖蝕表現較佳。

1995)。

綜合前述研究成果可知，種植水生植物對渠道底泥或邊坡
的抗沖蝕、減少再懸浮等機制，皆有正面助益。惟各類型水生
植物之種植密度、方式、個體差異、排列方式等皆影響後續實
驗表現，且因機制複雜，不容易以單一模式進行描述。過往研
究為降低實驗不確定性，多以人工材料，如木棍或壓克力圓柱
作為模擬材料，此類材料無法完全模擬出植物對沖蝕的保護功
能，也缺乏測試植物面對不同流況之適應能力。此外，過往研
究進行水槽沖蝕實驗時，所採用之水生植物，多以成熟植株直
接植入實驗區進行實驗，缺少養護期穩定水生植物之生理特
性，且實驗時間短 (小於一天)，無法觀察植物根系發展與適應
不同流況、對抗沖蝕的貢獻。爰此，本研究透過實驗設計探討
種植剛性挺水植物區與裸露土壤區沖蝕情形之比較；於循環水
槽內進行裸露土壤區與種植植物區的長時間沖蝕實驗，以雷射
掃描技術測量地表微地形變化，得知不同流量下，土壤表面地
形之變化，觀察裸露土壤區與植物區沖蝕地形型態與量體的差
異，並以植物生長紀錄與洗根分析量化植物生長與根系發展情
形。期待更了解挺水植物對濱水區土壤沖蝕特性的影響，作為
原生水生植物加入河溪等濱水區域整治之應用參考，營造更友
善生物之水域環境。

3. 渠槽沖蝕實驗
本研究使用長 3 m、寬 1 m、高 0.147 m 的循環可傾斜式
水槽，將實驗土壤填入長 50 cm、寬 50 cm、高 6 cm，厚度 1
cm 之壓克力槽中，共可放置 8 組，並進行裸露土壤區 (編號
B) 與種植植物區 (編號 G1) 之長時間沖蝕實驗。編號 B 裸露
土壤區使用 4 個壓克力槽，作為空白對照組；編號 G1 植物區
使用 4 個壓克力槽分別種植 4 種挺水植物，種植順序自入水
口起依序為：香蒲、單葉鹹草、水丁香、蘆葦，以植物莖部的
平均直徑由粗至細排列；整體實驗配置詳參圖 1。為探討不同
挺水植物種類與排列順序對沖蝕地形及沖蝕量之影響，參考使
用相同實驗設備及程序之前人研究結果 (陳登詠、王咏潔，
2018)，將其植物區命名為編號 G2，以利比較。G2 植物區之
排列順序自入水口起依序為：水丁香、蘆葦、香蒲、單葉鹹草，
排列依莖部由細至粗為原則。
實驗中使用自來水作為水源 (EC 值約為 0.1~0.4 ms/cm)；
為模擬低緩河道兩側及水陸交界帶之濱水區，渠槽設定坡度為
2%，水流深度為 3 mm 以內之淺水層。實驗挺水植物區於單
個栽植槽 (尺寸為長：48 cm；寬：48 cm；高 5 cm) 種植 9 個
點 (圖 1)，依植物特性不同，種植單莖或 2~3 條莖在一個點，
且將實驗土壤加入壓克力栽植箱填至全滿，土深為 5cm。植栽

二、研究方法
為觀察種植剛性挺水植物區域與裸露區之土壤沖蝕特性
差異，透過渠槽實驗之設計，進行以下因子探討：(1) 水流對
植物生長之影響；(2) 不同物種植物對土壤沖蝕量之影響；(3)
不同流量之土壤沖蝕量差異；(4) 植物根系發生與根長評估。
實驗設計重點在於比較裸露土壤表面 (無根、無莖效應) 與種

養護期馬達以低流量 (10 L/min) 運轉維持四週的時間，待挺
水植物根系發展穩定，再逐步每 2 週調增流量，依序為 10 L/min、
20 L/min、100 L/min、150 L/min、200 L/min。實驗過程中每 2
週紀錄每一株黃葉數、綠葉數，以及存活率。實驗結束後量測
每一株水生植物的鮮重、乾重、株高和根系長，作為後續進行
挺水植物與裸露地沖蝕比較之參考數據。

植剛性挺水植物 (有根、有莖效應) 土壤在不同流況下之土壤
沖蝕地形與沖蝕量變化，以及植物存活率和根系發展情形，以
探討剛性挺水植物對濱水區域河岸保護和土壤抗沖蝕能力影
響。

1. 植物品種選用
本研究選用普遍分布於台灣之原生挺水植物或馴化種，參
考以下選用原則：(1) 因實驗屬於長時間觀測，故選用生長勢
強，低維護管理且較無病蟲害影響的品種；(2) 具強健根系，
可承受水流衝擊；(3) 繁殖容易或易取得；(4) 可適應水深 10
公分內之挺水植物。評估結果選擇香蒲、單葉鹹草、蘆葦、水
丁香等 4 種作為沖蝕實驗之討論目標，相關植物特性說明如表
1，水生植物採集於嘉南藥理大學人工濕地，係屬淡水區，經

圖 1 沖蝕實驗配置圖與植物種植順序及排列示意圖

申請獲准後入內採集。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lume apparatus and vegetation sequences and arrangement in the erosion experiment

2. 土壤基本特性
本研究選用採集自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之青灰泥沉積土，經
實驗前處理，平均比重為 2.69 g/cm3、青灰泥之砂粒、坋粒和

沖蝕實驗為期三個月，分別於種植挺水植物後第四週、第

黏粒平均百分比為 52.15%、45.75%和 5.91%。以粒徑分析而

六週、第八週、第十週、第十二週各操作一次雷射掃描實驗，

言，在質地三角圖分類上屬可塑性低之砂質壤土，而就其礦物
特性，泥岩由於膠結疏鬆，透水性亦低，易受雨水沖蝕，植物

並在掃描地形後增強流量，測試植物的耐沖性以及觀察裸露區
與植物區地表微地形的演變。為利後續分析，將沖蝕階段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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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圖 2 所示。

週) 及 P4(第十週至第十二週)，沖蝕實驗程序如雷射掃描施作

圖 2 沖蝕實驗程序及雷射掃描施作時間點流程圖
Fig.2 Flowchart of erosion experiment procedure and laser scan application time points

4. 雷射地形掃描分析方法
為記錄沖蝕實驗中土壤沖蝕之微地形變化，本研究使用影
像分析搭配雷射切葉掃描地形方法，利用一組 100-mW 二極
體雷射 (FLEXPOINT® Machine Vision Lasers Mvnano Series,
Olching, Germany)、搭配電子滑軌 (Igus drylin® ZLW, Köln,
Germany) 及數位相機 (Nikon D7200, Tokyo, Japan)。再透過模
型投影法 (Pattern Projection Methods)(Ni and Capart, 2006)，將
雷射投射至土壤表面，由二極體雷射沿水槽上的電動滑軌以恆

(a)

(b)

(c)

(d)

定速度移動，再以數位相機記錄，從而利用數位相機圖像重建
整個土壤表面。雷射切葉裝置及掃描影像處理方法等原理，已
於 Ni and Capart(2006) 和 Hung(2011) 的研究中詳細討論，並
提供掃描分辨率和誤差估計。運用 MATLAB (2017a, MathWorks Inc., Natick, MA, USA) 進行影像分析，所重建之土壤表
面圖每個橫截面間距為 1 mm，可有效提升對土壤沖蝕微地形
變化之掌握。

5. 實驗植物參數紀錄
植物日常記錄是判斷植物生長情形的重要依據，記錄沖蝕
期間植物的黃/綠葉數、莖直徑及存活率，評估植株抗沖蝕能
力。利用電子式游標卡尺量測並記錄雷射掃描前後之植物生長
情形。實驗後進行洗根分析，將根系從土中分離後洗淨，放置
網格墊板上用相機拍攝記錄長度 (如圖 3(a)至 3(d)所示)，再以
掃描機搭配根系測量軟體估算總根系長 (如圖 3(e)至 3(h)所

(e)

(f)

示)。

6. 沖蝕量分析
每一個壓克力槽經雷射掃描將高程資料細分成 500 x 500
個網格，單位網格面積為 0.01 cm2。沖蝕量係經由前後不同沖
蝕時期，所量測槽體土壤表面之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之地形資料相減而得，即網格面積乘以高程
變化得到沖蝕量或堆積量。將各個網格體積變化量相加得到總
沖蝕或堆淤體積。考量到雷射掃描量測之精度，將地形變動幅
度介於 -0.1 cm 至 0.1 cm 之區域視為地形無明顯變動區，故
沖淤面積是將前後次數值高程相減後，沖蝕深度大於 0.1 cm
之網格視為沖蝕區；相反地，堆積深度大於 0.1 cm 之網格則
視為堆積區，以此原則進行後續探討分析。

(g)

(h)

圖 3 根系分析：根系長度紀錄照片 (a) 蘆葦、(b) 香蒲、(c)
水丁香、(d) 單葉鹹草；根系掃瞄圖 (e) 蘆葦、(f) 香蒲、
(g) 水丁香、(h)單葉鹹草
Fig.3 Root system analysis: root length measurement of
(a) Phragmites australis, (b) Typha orientalis, (c)
Ludwigia octovalvis, (d) Cyperus malaccensis; root
system scanned image of (e) Phragmites australis,
(f) Typha orientalis, (g) Ludwigia octovalvis, and (h)
Cyperus malacc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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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選用之挺水植物特性說明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ected emergent vegetation species in this study
名稱及圖片

特性

分布

學名：Typha orientalis C. Presl
習性：多年生挺水性草本，生長在海岸濕地、溪床、水稻田。
莖葉：株高70~150cm，具地下根莖，葉線形，長50~100cm。
撫育管理：屬優勢物種，以種子或根莖繁殖，適生水位介於
0~50cm，對土壤及水質要求不高。

台灣全島各地均有分布，主要
以地下根莖萌生不定芽繁殖，
常成群生長於廢耕水田或溪
邊。

香蒲
學名：Cyperus malaccensis Lam.Subsp. Monophyllus(Vahl) T.Koyama
習性：多年生挺水草本，生長在海岸濕地、出海口沼澤、廢耕稻田、
河岸埤沼濕地。

原生台灣濕地早期曾大量栽

莖葉：植株可高達170cm，具發達地下根莖，莖桿三角狀，直立。葉
單一，線形，長2~7 cm，位於近基部，鞘先端平截。

植，今已少栽種。分布於琉球、
中國及台灣。

撫育管理：本種以根莖繁殖較宜，適生水位介於0~30 cm，對土壤及
水質要求不高。

單葉鹹草

學名：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習性：多年生草本，多生長於海岸或沿海濕地。

全球熱帶及溫帶地區。台灣常

莖葉：株高1~3 m。根莖發達。葉互生2列，線狀披針形，長約

見於灌溉圳溝旁、河堤沼澤地

40~80cm，

或沿海鹽沼地。

撫育管理：本種以種子或分株繁殖。

蘆葦
學名：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Raven
習性：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多生長於溝渠或農田等地。
莖葉：莖稜形，基部木質化。葉互生，披針形，長3~12 cm，寬
1~2cm

泛熱帶及亞熱帶。台灣則多生
長於平地到低海拔稻田及溝

撫育管理：本種繁殖以播種或扦插為主，適生水位介於0~20 cm，病

渠，生長快速且成群生長。

蟲害亦少，不需要特別撫育，是常見水田雜草，對水質及

水丁香

土壤要求不高。

資料來源：林信輝 (2007)

三、結果與討論
1. 植物存活率與根系長度
本研究實驗編號 G1 中，香蒲及單葉鹹草生長不受流量影
響，存活率均為 100%，且分別於第六週及第二週開始有新幼
株產生。蘆葦在第四週後存活率 77.8%，第七週後剩 67.7%，
於第七週長出新莖；水丁香種植後適應不良，四週後存活率僅
22.2%，此後存活率保持不變。前人實驗編號 G2 中，香蒲第
四週的存活率為 67.7%，於第八週下降至 44.4%；單葉鹹草存
活率保持 100%，於第八週產生新幼莖；蘆葦四週後存活率為
88.9%，第六週下降至 77.8%；水丁香的存活率仍偏低，僅 22.2%。
由前述實驗結果可知，在相同設計條件下，除單葉鹹草不受流
量影響存活率為 100%外，其餘植物仍受流量沖蝕影響，流量
越大存活率越低。本研究實驗編號 G1 中，各植物之最大根長

結果顯示，平均單株最大根長最長者為單葉鹹草達 23.4 cm，
水丁香以 18.7 cm 次之，其後依序為蘆葦 12.75 cm，香蒲 10.2
cm；作為後續綜合討論之根系長度主要參考數據。

3. 沖蝕量
本研究先進行實驗編號 B 裸露土壤區與編號 G1 植物區
之結果比較，再將 G1 與陳登詠與王咏潔 (2018) 之實驗結果
G2 植物區進行比較。B 與 G1 之各沖蝕階段累積沖蝕量分別
如圖 4(a) 與圖 4(b)，以及表 2 至表 3 所示。由編號 B(表 2) 及
編號 G1(表 3) 之沖蝕實驗結果比較可知，種植挺水植物之區
域總累積沖蝕量，截至第 12 週，總累積沖蝕量達 2,112.9 cm3，
小於裸露區之總累積沖蝕量 2,334.1 cm3；整體而言，相較於裸
露區，種植香蒲、單葉鹹草及水丁香之植物區，都有減少沖蝕
的情況，由此結果可初步推斷，種植挺水植物應能相對減緩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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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區之土壤沖蝕情況。依據編號 G1 實驗結果所示，總累積沖

表 3 編號 G1 之各時期累積沖蝕量

蝕量大致上隨著流量增加而增加 (詳圖 4b)；以各別植物區而

Table 3

言，沖蝕量並非靜態，而有沖蝕、堆積交替的動態情況，惟以

Cumulative soil erosion volume during experiment G1
單位：cm3

累積沖蝕量進行比較，香蒲明顯有最高的沖蝕量，截至第 12
週，累積沖蝕量達 960.3 cm3，其次分別為蘆葦 578.4 cm3、單

沖蝕階段

流況

香蒲1 單葉鹹草2 水丁香3 蘆葦4總累積沖蝕量

第6週 (42日) 20L/min -404.1

-36.6

-61.1

登詠、王咏潔, 2018) 比較，經改變植物排列順序，香蒲仍有

第8週 (56日) 100L/min -78.6

-524

-219.1 269.8

-551.9

第10週 (70日)150L/min -1109

-420.2

-47.2 -406.4

-1982.8

最高的沖蝕量，且截至第 12 週，累積沖蝕量達 1105.7 cm3，

第12週 (84日)200L/min-960.3

-513.9

-60.5 -578.2

-2112.9

葉鹹草 513.9 cm3、水丁香 60.5 cm3。與編號 G2 實驗結果 (陳

213.9

-287.9

3，後兩者沖蝕量接近，分別為水丁

其次同樣為蘆葦 658.8 cm

香 381.3cm3、單葉鹹草 363.2 cm3。由比較結果推論，除水丁
香外，累積沖蝕量主要受種植之挺水植物種類影響，與上游至
下游排列順序及與入流口距離之序位較無明顯關係。

4. 沖蝕堆積趨勢
裸露區 (編號 B) 以及植物區 (編號 G1) 的雷射掃描結果

初步研判，在本研究實驗條件下，單葉鹹草及水丁香有較

經影像分析，以經過植物養護 (第 4 週) 為初始狀態，比較後

佳的抗沖蝕能力，而蘆葦及香蒲較差。且沖蝕累積量分析結果

續各沖蝕階段之沖蝕量，如圖 5 和圖 6 所示；不同流況下之沖

與平均最大根系長有同樣的趨勢，足見根系長度應能提升植物
對土壤的裹握能力，影響植物抗沖蝕的能力。另若區分低流量
及高流量的沖蝕情況，初步可知，在低流量 (20 L/min)條件下，
G1 及 G2 蘆葦皆有最佳的表現，而在相對高流量 (200 L/min)
條件下，單葉鹹草及水丁香抗沖蝕能力較佳，此結果可作為後
續改善濱水區土壤抗沖蝕措施之參考 (本實驗水流流速大約
在 3.33 cm/s 至 66.67 cm/s 之間)。

蝕趨勢說明如下：
(1) 實驗中由初始流量 10 L/min 增加至 20 L/min，從等高線
圖可看出等高線變得較為稀疏，代表原本較凹凸不平的
表面經由淺水流的層狀侵蝕而變得較為光滑平坦，表面
的小凸起被水流侵蝕帶往下游，這個現象在 B 裸露區以
及 G1 植物區均有發生。此時沖蝕量體並不明顯，兩區
普遍出現表面薄層沖蝕，在較下游處的第三個及第四個
植栽槽則有部分區域表面有薄層堆積，較明顯的沖蝕發
生在植物區槽體靠近邊壁的區域，研判是因為邊壁效應
導致。平均而言地形變動不大，在裸露區整體地勢有微
幅增加可能是因為水流流過實驗段後會匯合流下儲水
箱，夾帶泥砂的循環水再次被抽水幫浦抽回實驗區，最
後在流況較平穩的裸露區的尾端落淤，導致裸露區整體
地形變動量呈正值。
(2) 流量由 20 L/min 增加至 100 L/min，兩區均出現較大的

(a)

的沖蝕坑洞，裸露區四個槽體均為沖蝕大於堆積，此時
地形與前一個流量相比，此時期裸露區的土壤沖蝕量是
挺水植物區的約 4 倍。另外挺水植物區的沖蝕發生在植
栽槽內側的植株間兩側通道，在內側排植株周圍刷深兩
道坑溝，而植株後方 (下游面) 則有堆積，種植香蒲該
植栽槽最明顯；單葉鹹草之植栽槽沖蝕集中在內側及後
(b)

半段邊壁；水丁香存活率低，僅 2 棵於沖蝕實驗期間保

圖 4 累積土壤體積變化量：(a) 編號 B 裸露土壤區、(b) 編號

持生長，其中位置五的水丁香周圍吸引了上游輸送的泥
砂落淤，堆積形狀似半月形；蘆葦內側排從植物莖幹周

G1 植物區
Fig.4 Accumulated soil volume variation in (a) experiment No. B; (b) No. G1

條深溝。
(3) 流量從 100 L/min 增加至 150 L/min，土壤沖蝕從既有沖

表 2 編號 B 之各時期累積沖蝕量
Table 2

圍產生明顯沖蝕坑洞，並且上下游坑洞擴張而連通成一

蝕坑繼續擴張與刷深。此流量下沖蝕量佔總體的 67.7%，

Cumulative soil erosion volume during experiment B

顯示當流量增加至 150L/min 時，植物區產生了較大量

單位：cm3

的沖蝕情形；裸露區總體積變化僅淨沖蝕 2.5 cm3，上游

沖蝕階段
第6週 (42日)

流況

裸1

20L/min -169.4

裸2
-55

裸3

裸4

總累積沖蝕量

161.1 407.4

346.3

第8週 (56日) 100L/min -517.4 -246.6 -54.4 122.5

-693.6

第10週 (70日) 150L/min -637.1 -484.3 64.9 358.1

-696.1

第12週 (84日) 200L/min -1115.3 -666.5 -424.5 -130.1

-2334.1

前兩個植栽槽輕微沖蝕，下游兩個則輕微堆積，裸露區
整體地勢變化小。
(4) 流量由 150 L/min 增加至 200 L/min，植物區所測得的沖
蝕量相較前一個流量所造成的沖蝕量已大幅降低；裸露
區在此流量下，達整個實驗裸露區總沖蝕量的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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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土 1

裸露土 2

裸露土 3

裸露土 4

水流方向

Q=10 L/min （第四週）

(cm)

Q=20 L/min （第六週）

(cm)

Q=100 L/min （第八週）

(cm)

Q=150 L/min （第十週）

(cm)

Q=200 L/min （第十二週）

(cm)

圖 5 實驗編號 B 裸露土壤區之不同時期地形掃瞄高程圖
Fig.5 Laser-scanned topography of bare-soil plots B at different tim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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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 4

水流方向

Q=10 L/min （第四週）

(cm)

Q=20 L/min （第六週）

(cm)

Q=100 L/min （第八週）

(cm)

Q=150 L/min （第十週）

(cm)

Q=200 L/min （第十二週）

(cm)

圖 6 實驗編號 G1 植物區之不同時期地形掃瞄高程圖
Fig.6 Laser-scanned topography of vegetated plots G1 at different tim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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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在本研究實驗設計流量下，單葉鹹草有最佳的存活率，其
次為蘆葦及香蒲，而水丁香存活率最差，且除單葉鹹草外，其
餘挺水植物受流量沖蝕影響，流量越大存活率越低。依各挺水
植物之最大根長測量結果顯示，平均單株最大根長最長者為單
葉鹹草，水丁香次之，其後依序為蘆葦、香蒲。而在沖蝕量探
討部分，種植香蒲、單葉鹹草及水丁香之試區與裸露區相比，
都有減少沖蝕的情況，且單葉鹹草及水丁香有較佳的抗沖蝕能
力，而蘆葦及香蒲較差，此結果與平均最大根系長分析結果趨
勢相同，足見根系長度應能增強植物對土壤的裹握能力，提升
植物抗沖蝕表現。此外，在考量不同流況條件，低流量 (20
L/min) 時，蘆葦在抗沖蝕能力上皆有最佳的表現，而在相對高
流量 (200 L/min) 條件下，單葉鹹草及水丁香抗沖蝕能力較佳。
由雷射掃地形描結果可知，裸露區沖蝕深度明顯低於植物區，
推測原因為植物地上部產生二次流，導致局部區域有顯著刷深
情況，但是植物區整體因為有根系保護，沖蝕體積仍低於裸露

[5] 徐少君、曾波 (2008)，「三峽庫區 5 種耐水淹植物根系增
強土壤抗侵蝕效能研究」，水土保持學報，22(6)，13-18。
(Xu, S.J., and Zeng, B. (2008). “Enhancement Effects of 5
Flooding-tolerant Species' Roots on Soil Anti-erodibil ity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2(6), 13-18. (in Chinese))
[6] 陳登詠、王咏潔 (2018)，「真實挺水植物與人工材料模擬
植物之沖蝕試驗研究」
，水土保持學報，50(1)，2350-2361。
(Chen, D.Y., and Wang, Y.C. (2018). “Experimental study on
soil erosion effects of natural emergent plants and artificial
material plants.”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50
(1), 2350-2361. (in Chinese))
[7] 趙連權、白曉華、李豐超、關志成、侯秀麗 (2012)，「天
然挺水植物明渠三维紊流特性研究」
，水電能源科學，30，
90-92。(Zhao, L.Q., Bai X.H., Li F.C., Guan Z.C., and Hou
X.L. (2012). “Study of Three-dimensional Turbulent Characteristics in Open Channel with Natural Emerged Plant.” Water
Resources and Power, 30, 90-92. (in Chinese))
[8] 盧立霞、曾波 (2006)，「三峽庫區嘉陵江岸生優勢鬚根系
植物根系對土壤抗冲性的增強效應研究」，西南師範大學

區。綜上所述，種植挺水植物應能相對減緩濱水區之土壤沖蝕

學報 (自然科學版)，31(3)，157-161。(Lu, L.X., and Zeng,

情況，平均而言，在考量植物存活率條件下，抗沖蝕能力表現
最佳者為單葉鹹草，此種挺水植物固土效果佳，適用推廣之條
件為流速介於 3.33 cm/s 至 66.67 cm/s 之河岸濱水區，應可適
用於台灣常見之河岸或濕地區域，作為改善濱水區土壤沖蝕之
植生復育工法選用物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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