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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nnAGNPS 由美國農業部的農業研究中心(USDA-ARS)與自然資源保育中心(NRCS)共同

研發，模式以 RUSLE 為架構且以不規則網格作為分析單元。AnnAGNPS 以臨界來源面積(CSA)
及最短來源渠道長度(MSCL)作為分析集水區中水系分布及分析單元之依據。在國外已適用多

年，而對於推估台灣地區集水區泥砂產量之可行性，則需進一步探討。本研究以 AnnAGNPS
探討模式門檻值設定之合理性及推估大湖集水區泥砂產量。結果顯示，基於參數空間大小以水

系密度運用試誤法推估合適門檻值，以臨界來源面積(CSA)為 50ha，最短來源渠道長度(MSCL)
為 350m 可獲得較精確之水系；泥砂產量推估部份：全年泥砂推估值與實測值驅於吻合，

R2=0.97；單場模擬事件泥砂推估值與實測值平均誤差為 71.65%，尤以單日及降雨量較小之場

次，較無法精確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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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nAGNPS model with the module of RUSLE to simulate watershed sediment yield was 
developed by USDA-ARS and NRCS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is a need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its 
application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employed the model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stream network 
threshold using Critical Source Area (CSA) and Minimum Source Channel Length (MSCL), and then 
simulate the sediment yield at Da Hu Creek Water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good fitting 
with real stream network under the threshold of CSA=50ha and MSCL=350m. The annual sediment 
yield simula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observed data (R2=0.97). Single event such as daily 
precipitation will result in a worse result. The model is recommended not to be used at the short 
periods since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will be up to 71.65%. 

(Keyword:AnnAGNPS, RUSLE, sediment yield) 

前言 

山坡地佔全台 70%面積，坡地開發日趨

嚴重，造成環境上的破壞，導致土砂災害發

生不斷。因此土壤沖蝕之量測、預估及控制

極為重要，亦為當前水土保持工作上之重要

課題。隨著電腦科技不斷進步，數位高程模

型(DEM)資料應用於集水區萃取技術已臻成

熟，許多以 USLE、RUSLE 為架構泥砂推估

模式因應而生，如 AGNPS 及 AnnAGNPS。

AnnAGNPS 為 AGNPS 修改後所發展出來的

模式，由美國農業部的農業研究中心

(USDA-ARS)與自然資源保育中心(NRCS)共

同研發。AnnAGNPS 主要以 RUSLE 作為模

擬架構，並以不規則網格作為分析單元。

AnnAGNPS 為國外發展的演算模式，是否適

用於臺灣地區的集水區需要加以驗證。據

此，本研究以大湖溪集水區推估泥砂產量之

可行性。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試區概述 

研究試區(圖 1)位於中港溪上游支流大湖

溪，大湖溪位於苗栗縣大湖鄉及泰安鄉之

間，試區總面積為 11,877 公頃，集水區內高

程由東向西遞減，高程介於 93~2238 公尺(圖

2)。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2003)，將山坡地依

坡度分成七級坡，區內坡度以六級坡（55％

~100％）為主，約佔總面積之 28.81％，五級

坡（40％～55％）次之，佔 23.56％(圖 3)，

將山坡地依坡向分成八個方位，區內以西坡

向最多(20.64%)，北坡向(13.55%)次之(圖 4)。

氣候方面，試區中各有一座流量站及雨量

站，分別為彼岸橋流量站及大湖雨量站，區

內平均年降雨量為 21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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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地理位置圖 

Figure 1.The site of study area 

 
圖 2、高程圖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classification 

 
圖 3、坡度圖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slope classification 

 
圖 4、坡向圖 

Figure 4. The distribution of aspect 
classification 

表 1. 地文因子 

Table 1. Top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watershed 
集水區面積（km2） 111.06 

集水區周長（km） 80.48 

集水區長度（km） 15.29 

河川主流長度（km） 28.98 

河川總長度（km） 113.31 

河川數量 105 

平均高程（m） 732.17 

尺度類因子 

起伏量（m） 2012 

平均坡度（%） 44.70 
梯度類因子 

起伏比 0.13 

集水區寬度（km） 3.83 

形狀因子 0.13 

密集度 0.46 

圓比值 0.22 

形狀類因子 

細長比 0.78 

水系密度 1.02 
網路類因子 

河川頻率 0.95 

林昭遠、劉建昌、林家榮：以AnnAGNPS推估集水區泥砂產量可行性之研究

259



二、研究架構 

AnnAGNPS 為一分布式參數模式，將集

水區劃分成許多無固定形狀之均質區域作為

分析單元，本研究流程首先利用真實水系之

水系密度(林昭遠、林文賜，2001)決定最適門

檻值，進而劃分集水區中之分析單元，接著

進行泥砂量校驗，最後以模擬值與實測值作

比對，研究流程如下所示。 

參數建置

資料收集

真實水系 單一門檻值水系

集水區特性分析

最適門檻值

模式校驗

結果與討論

yes

No

分析單元

比較地文因子

參數建置

資料收集

真實水系 單一門檻值水系

集水區特性分析

最適門檻值

模式校驗

結果與討論

yes

No

分析單元

比較地文因子

 
圖 5、研究流程 

Figure 5.The flow chart of this study 

三、模式原理 

(一)分析單元 

本模式以排水流向及累積流量觀念透過模式

之子模組 TOPAGNPS 以臨界來源面積

（Critical Source Area,CSA）、最短來源渠道

長 度 （ Minimum Source Channel 

Length,MSCL）建立之流網及分割成小集水區

作為分析單元，因此不同門檻值所分析的單

元也會不同，如圖 6、圖 7 所示。 

臨界來源面積(critical source area,CSA)為上

游最小之排水面積，CSA 設定應大於 0.001

公頃；最短來源渠道長度 (minimum sorce 

channel length ,MSCL)為源頭渠道最短可接

受的長度，MSCL 設定應大於 1m（Jurgen et 

al,2000）。（以下臨界來源面積及最短來源渠

道長度以 CSA 及 MSCL 稱之）。而相關文獻

指出參考集水區中真實水系密度可作為決定

水系門檻值之依據(許家豪，2006)。據此本研

究以 1/25,000 地形圖等電子檔結合 GIS 軟體

數化方式，取得集水區真實水系，作為 Ann 

AGNPS 模式中 CSA、MSCL 兩門檻值決定準

則。 

 
圖 6 CSA=4ha MSCL=130m 流網 

Figure 6 The stream network of CSA=4ha 
MSCL=130m 

 
圖 7 CSA=70ha MSCL=350m 流網 

Figure 7 The stream network of CSA=28ha 
MSCL=130m 

AnnAGNPS 

AnnAGNPS 為一分布式參數模式，利用 CSA

及 MSCL 將集水區劃分成數個分析單元，每

一分析單元之參數皆為單一值，乃是透過模

式自行判斷網格內具代表性的土地利用作參

水土保持學報 41(3)：257-27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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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值，也由於此種參數建立方式，使網格

具有均質性。模式可模擬集水區內網格傳輸

之逕流量及泥砂量，其說明如下 (Ronald and 

Theurer,2005)： 

1. 沖蝕量之推估 

模式採用修正版通用土壤流失公式

RUSLE（Agriculture Handbook,1996），如下

所列（Renard et al,1996）： 

PCLSKRA ⋅⋅⋅⋅=                （1） 

式中： 

A：年平均土壤流失量（t/ha.year） 

R：降雨沖蝕因子（MJ mm/ha hour year） 

K：土壤沖蝕性因子（t ha yr/ha MJ mm） 

LS：坡長因子及坡度因子 

C：覆蓋管理因子 

P：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RUSLE 為一土壤沖蝕模式，適用於遭受

雨滴飛濺與逕流沖蝕之特定坡度的田間土

地，以及特定之作物與管理過程，預測長期

平均年土壤流失量。RUSLE 參數（K、LS、

C、EI 及 P），建立在非水體網格之經營管理

循環，其最短模擬的時間間隔為 15 天。模式

並不考慮 RUSLE 中 K 與 C 因子於 15 日內之

變化，因其在 15 天期間變化並不顯著。 

A. 降雨沖蝕指數(Rm) 

降雨動能與最大三十分鐘降雨強度之乘

積： 

100
30EIRm =                           （2）

E e Vmm

n

m= ×
=
∑

1
Δ

                      （3）

)]05.0exp(72.01[29.0 mm ie −−=           （4） 

E ：降雨總動能 

ΔVm：單位降雨深度 

em：單位降雨動能(MJ/ha.mm) 

im：降雨強度(mm/h) 

B. 土壤沖蝕指數(Km) 

K 因子之求取，如同在 USLE 中的標準

田間一樣：單一土壤組成，斜坡長 72.6ft，9%

之均一坡度，坡方向為上下耕犛，每兩年至

少翻耕一次。 

而 K 值則因現地調查之土壤資料的不同

而不同，可由下列三種方式來求得： 

(A)由現地土壤調查記錄並根據以往資

料對照而得。 

(B)由 USLE 中的土壤沖蝕性因子線解圖

(K-nomograph)而得。 

土壤沖蝕指數以謝兆申及王明果於 1991

年所製作之台灣地區主要土類圖輯數化之土

壤圖，採用萬鑫森、黃俊義（1981）所調查

之台灣坡地土壤沖蝕指數值，利用地理統計

可求算出研究試區內各土壤種類之土壤沖蝕

指數。 

C. 坡長與坡度因子(LS) 

坡長因子(L)比起任何 RUSLE 及 USLE

中之各個因子而言，對土壤沖蝕之敏感度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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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mmm
i

i
iixSLS

6.72
)1( 11 ++ −−

=           （5）

iLS ：第 i 段 LS 因子 

X：分段長度(ft) 

m ：坡度及坡長指數 

D. 覆蓋管理因子(Ｃ) 

覆蓋管理因子(C)是 RUSLE 或 USLE 中

最重要的一項因子，若能常保持地表植生覆

蓋及良好管理，必能容易地降低土壤沖蝕。 

C 值為一變數，如良好植生覆蓋其表土 C

值很小；裸露之地表，且上下耕犁之 C 值約

等於 1.0；亦謂著土壤流失量將差距千倍之

多。 

在 RUSLE 中，C 值是平均土壤流失比率

(SLR's)的加權值，其代表在一段時間中，標

準田間土壤流失量與具特殊作物覆蓋後之田

間土壤流失量比值。因此，SLR's 之值的變化

是根據一整年的土壤表面覆蓋之變化而改

變；而計算 C 值時亦根據一年中的 EI 累積百

分比來加權 SLR's 值。 

SLR's 值為以下五種次因子函數之乘積： 

SMSRSCCCPLUSLR ××××=        （6）

SLR：土壤流失比率 

PLU：先前土地利用次因子  

CC：天蓬覆蓋次因子 

SC：表面覆蓋次因子 

SR：表面粗糙度次因子 

SM：土壤水分次因子 

tnn EIEISLREISLREISLRC /)...( 2211 ++=   （7） 

C：覆蓋管理因子 

nSLR ：土壤流失比率；n=1.2…n 

nEI ：EI 累積百分比；n=1.2…n 

tEI ：EI 百分比加總 

E.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 

drainageterracingingstripcroppcontouringP ×××=   （8） 

contouring：等高耕犛 

stripcropping：條作 

terracing：階段式耕作 

drainage：排水 

在所有 RUSLE 因子中，P 因子不確定性

最高，此因子代表著地表的各種情形，影響

著流路及逕流水，例如，等高耕犛之軌跡是

環繞著坡地以減緩坡度且直接影響逕流水；

若坡度輕微的改變即可大大地改變逕流沖

蝕。因此，當應用在 RUSLE 時，想確認田間

中之敏感特徵很困難，所以 P 因子值僅其概

括性。在此假設無任何水土保持處理，P 值設

定為 1。 

2. 泥砂遞移率 

AnnAGNPS 執行模擬乃是於降雨、灌溉

或融雪發生時，產生逕流事件以計算田間泥

砂之遞移。RUSLE 僅用於預測層狀與紋溝沖

蝕，然卻無預測田間之泥砂沉積的能力，而

泥砂產量之遞移率乃是由土砂沖蝕運移至溪

流；而於這個過程，乃利用水文-地質通用土

壤流失方程式（HUSLE）。 

水土保持學報 41(3)：257-27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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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已知上游之 RUSLE 參數、排水面積、

逕流體積、尖峰流量及 RUSLE 迴歸係數時，

HUSLE 即能計算暴雨事件中集水區任一點

之總泥砂產量。總遞移率方程式如下： 

95.0

1

2

⎟
⎟
⎠

⎞
⎜
⎜
⎝

⎛
=

p

p

q
q

Dr                     （9） 

式中：Dr：第一點到第二點遞移率； 

1pq ：第一點之尖峰流率（mm/s）； 

2pq ：第二點之尖峰流率（mm/s）。 

3. 泥砂產量 

泥砂產量為沖蝕量經泥砂遞移率換算而

得。泥砂產量方程式如下： 

KLSCPqQSy ***22.0 95.0
p

68.0=          （10） 

式中：Sy：泥砂產量（Mg/ha）； 

Q：逕流體積 （mm）； 

pq ：地表逕流之尖峰流率(mm/s) 

K、L、S、C、P：RUSLE 之因子。 

4. 泥砂濃度 

Cs=Sm/Wm                          （11） 

式中： 

Cs： 泥砂濃度（Mg-泥砂/Mg-水）； 

Sm： 泥砂量（Mg）； 

Wm： 上游集水區面積之水量（Mg）。 

5. 泥砂傳輸力演算 

泥砂傳輸力（qsc）及單位寬度之流量

（qw），以上游末端的傳遞（X1）參數為基

礎，定義如下式： 

[ ] 3.035.03.05.02/1
* woow qSngSdgU ⋅⋅⋅=⋅⋅=        （12） 

式中：U*：X1之剪斷速度（m/s）； 

g ：重力常數（9.81m/s2）； 

dw：X2之水力深度（m）； 

So：渠道坡度（m/m）； 

qw：單位寬度之流量（m3/s/m）。 

6. 每一種顆粒大小之泥砂傳輸能力： 

fwsc vvkq /2⋅⋅⋅= τη                  （13） 

式中：qsc：單位寬度泥砂傳輸能力（Mg/s/m）； 

η：有效傳輸因子（無因次）； 

k：傳輸能力因子（無因次）； 

τ：河床剪應力（Mg/m2）； 

vw：流速（m/s）； 

vf：顆粒沉降速度（m/s）。 

7. 有效傳輸因子推估如下： 

( ) ( )[ ] 1//322.0 626.1 ≤−⋅= pwp Drr τη              （14） 

式中：rw ：1.00，水的密度（Mg/m3）； 

rp ：顆粒密度（Mg/m3）； 

Dp：有效砂粒顆粒直徑（m）。 

8. 河床剪應力計算如下： 

oww Sdr ⋅⋅=τ                        （15） 

式中：dw：水力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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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w取代 qw得： 

( ) ( )[ ] 6.0
w

3.0
0

6.06.05.0
0ww qSnS/qnd ⋅⋅=⋅= −      （16） 

( ) wwwww d/qdW/QV =⋅=               （17） 

式中：n ：曼寧粗糙係數； 

Qw：流量（m3/s）； 

W：流通面積之寬度（m）。 

以式（15）取代式（16）得： 

( )[ ] 1/ 626.16.07.06.0
1 ≤⋅⋅= wo qSnCη            （18） 

[ ] ( )[ ]}r/rr2004/D{C wwpp1 −⋅=              （19） 

式中：C1：顆粒大小等級常數； 

Dp：顆粒直徑（mm）。 

當 1wo CdS =⋅ 且有效傳輸因子（η）等於 1

時，使用如下方程式： 

( )[ ] 3/57.0
o

6.0
1 Sn/Cq ⋅=η              （20） 

式中：qη：臨界單寬流量（m3/s）。 

總泥砂傳輸力方程式如下： 

( )∫ ⋅⋅⋅⋅⋅=⋅= −ηt

o b
4.1

p
3.1

o
6.0

2scsc 4.2/tqSnCWdtqWS （21） 

式中：Ssc：總泥砂傳輸量（Mg）； 

tη ：臨界有效傳輸時間（s）； 

W：流寬（m）： 

C2：泥砂傳輸能力 η 為 1 時之顆粒大

小等級常數（Mg-s/m4）； 

qp：單位寬度之尖峰流量（m3/s/m）； 

tb：基期（s）。 

四、參數建置 

(一) 氣候資料 

模式所需要的氣象資料，包含氣象站的

地理位置、每日之最高最低溫度、雲量、露

點溫度、風速及降雨量，並透過 ArcView 3.2a

建立各氣象站控制範圍，以計算每一網格所

屬氣象站之加權數值。 

(二)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類型關係到之後參數的選定，

如：CN 值等，模式必須對每一個網格建立其

所屬的土地利用資料，網格數過多時，可透

過 Arc View 3.2a 空間分析模組將土地利用資

料嵌入網格資料中，模式會自行將網格中所

佔百分比最高，將此網格以百分比最高的土

地利用視為此網格之土地利用。區內之土地

利用(圖 7)以山坡地保育區為主，約佔全區

79.62％，林班地其次佔全區 20.03%。 

 
圖 8、試區土地利用圖 

Figure 8.Landuse map of the study area. 

(三) 土壤 

土壤圖(圖 8)以謝兆申及王明果於 1991

年所製作之台灣地區土壤分布概述圖為底

圖，進行數化及套疊分析，土壤圖資建立方

式和土地利用建立方式大致相同，模式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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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所需資料包括：土壤質地、總體密度、飽

和水力傳導度、田間容水量以及凋萎點等(表

2)。土壤質地為砂質壤土，經由水土保持局土

壤分類，此地區歸類為 A 群，試區以砂頁岩

暗色崩積土為主佔全區 60.95%，砂頁岩石質

土其次佔全區 19.35%。

 
圖 9、試區土壤圖 

Figure 9.Soil map of the study area. 
表 2 不同土壤之物理特性(劉熙，1985) 

Table2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 types 

土壤

種類 

田間容

水量(%) 

水分當

量(%) 

凋萎

係數 
容重(g/cm3)

細砂

土 
28.8 5.0 2.7 1.74 

砂質

壤土 
36.7 10.0 5.4 1.62 

壤土 52.3 20.0 10.8 1.48 

黏質

壤土 
60.2 25.0 13.5 1.40 

黏土 71.2 32.0 17.3 1.38 

(四) CN 值 

初始逕流曲線數係根據每個網格中的土

地利用、土地處理措施以及土地利用等資料

決定，模式本身也會透過每天的土壤水分條

件以及覆蓋情形對 CN 值進行調整，初始 CN

值參考資料如表 3。其中土壤水文特性為土壤

排水性及土壤質地之組合，詳見表 4 及表 5。 
表 3、不同土地利用及土壤水文特性之 

逕流曲線值 

Table3.Soil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s vs. 
landuse patterns 

      土壤水文特性

土地利用 
A B C D 

針葉林 25 55 77 77 

水體 94 93 95 96 

保安林 25 55 70 77 

荒地 77 86 91 94 

濕地 92 93 94 95 

闊葉林 36 60 73 79 

其它林地 38 62 74 80 

資料來源：Dunne and Leopold,1978  
表 4、 水土保持局土壤質地分類 

Table4. The soil classification recommended by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分類 土壤質地 
0 粗砂土、砂土 
1 細砂土、壤質砂土、壤質粗砂土 

2 
壤質細砂土、粗砂質壤土、砂質壤土、

細砂質壤土 

3 
極細砂土、壤質極細砂土、極細砂質壤

土 
4 坋質壤土、坋土 
5 壤土 
6 砂質黏壤土 
7 黏質壤土、坋質黏壤土 
8 坋質黏土、砂質黏土 
9 黏土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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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水土保持局土壤分類對應 SCS 

土壤分類 

Table 5. SCS soil classification vs. soil 
classification recommended by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台灣水土保持局 SCS 
0、1、2、3 A 
5、4 B 
6 C 
7、8、9 D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五、模擬期間資料 

(一) 降雨雨型選定雨型 III 做為模式模

擬，因此種雨型為高強度短延時和台

灣地區雨型特性較為相似。 

(二) 10 年頻率年 EI 值方面，利用常態分

佈法運算 10 頻率年 EI 值。 

(三) 降雨沖蝕指數方面利用盧昭堯、吳藝

昀(2003)基隆站、新竹站及嘉義站

1975~2000 年的有效降雨量所算出

降雨沖蝕指數，利用反距離權重法算

出大湖雨量站的降雨沖蝕指數。 

 

六、實測泥砂量推估 

以水利署彼岸橋流量站 1985-2005 年的

輸砂量(MT/day)與流量(CMD)的歷年資料，唯

2003 年資料缺測，經迴歸求出率定曲線，進

行各年輸砂量推估。 

輸砂量推估步驟： 

1. 將各年度所有懸移質輸砂量及流量

建立為基本資料，剔除流量及輸砂量

為 0 的數據，將所有資料依枯水期

(十一月至隔年四月)、豐水期(五月至

十月)作區分。  

2. 利用流量及輸砂量分別經迴歸求取

冪次迴歸方程式。 

枯水期：
246.1)(476.3 fs QQ =  R2=0.762 

豐水期：
559.1)(192.2 fs QQ =  R2=0.858 

SQ ：日懸移質輸砂量(MT/day) 

fQ ：日平均流量(CMD)  

3. 將無降雨事件之流量剔除，進而將流

量代入迴歸方程式中，各年懸移質輸

砂量如表 6。 

表 6 年輸砂量估算值 

Table 6 Annual sediment yield estimated from 
suspended load 

年份 年泥砂量(ton) 

1995 12161.53 

1996 44528.91 

1997 37900.85 

1998 20557.02 

1999 10235.11 

2000 15341.68 

平均值 23454.18 

流量站含砂量資料主要分布在 100CMD

左右，高含砂量事件場次較少(圖 10)，依此

所得之迴歸式，會造成實測泥砂量之誤差，

因此依豐水期及枯水期之迴歸式對當年作實

測泥砂量推估，可避免流量站資料分布不均

時造成在高流量呈現低估及低流量高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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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 1995~2000 年為模式校驗之依據，平

均年泥砂量為 23454.18(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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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流量與輸砂量關係圖 

Figure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harge and 
sediment yield 

結果與討論 

一、 最適門檻值選定 

以CSA及MSCL兩門檻值相互搭配對於

真實水系密度做比較，結果顯示，以 CSA 為

50 公頃、MSCL 為 200~400 公尺時所得的結

果與真實水系較為相似，又以 CSA 為 50 公

頃、MSCL 為 350 公尺之設定的相對誤差最

小(表 7)，因此以此門檻值為依據。經分析後

模式將集水區劃分 384 無定形網格及 122 傳

遞網格(圖 11)。 

 
圖 11 集水區網格分布圖 

Figure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ells for the 
watershed 

最適門檻值乃為找出模擬較符合自然狀

況之情形，模式主要以模擬水系作為傳遞泥

砂量、逕流量及營養鹽之路徑，如果模擬水

系分佈較真實水系密集，則泥砂遞移率較

高，因此在推估時可能有高估之情形；相反

地，當模擬水系較真實水系密度低，在模擬

上則有低估之情形。而集水區中水系密度往

往受地形條件、土壤、地質及氣候等條件影

響。僅以單一門檻值之模擬水系，仍無法與

真實水系完全相同，但可藉由此方式挑選出

較適門檻值之範圍。

表 7 不同門檻值與真實水系密度相對誤差 

Table 7 Relative errors of the stream network derived from map and threshold 

      CSA(ha) 

MSCL(m) 
30 40 50 60 70 

150 31.5% 16.1% 4.6% -5.0% -13.0% 

200 30.7% 15.5% 4.2% -5.1% -13.2% 

250 30.3% 14.9% 3.8% -5.8% -14.0% 

300 29.6% 13.6% 3.3% -6.6% -14.0% 

350 28.1% 12.1% 2.2% -7.1% -15.2% 

400 26.4% 10.4% -4.2% -7.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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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nnAGNPS 校驗 

(一)敏感度分析 

模式在校準期間，為瞭解相關變數的特

性，因而進行敏感度分析。大多數敏感度之

分析乃假設模式的計算反應為線性；一般以

一基本值為基礎，改變參數值並增減少量的

百分率，追蹤其結果反應之趨勢。 

參考前人研究選擇針對泥砂產量較具影

響性且不確定性之參數：根系單位面積鮮重

及植物覆蓋率(許桓碩，2007)，個別增減 5％、

10％及 25％後，觀察其改變程度。 

參數敏感度分析如圖 12-1～12-2 所示。

由圖得知，當植物覆蓋率減少 25％時泥砂產

量改變率增加 9.75％；與根系單位面積鮮重

相比較，當其值減少 25％時泥砂產量改變率

增加 299.32％。由此得知，泥砂產量對根系

單位面積鮮重最為敏感，其次是植物覆蓋率。 

(二)模式校驗 

模式估算泥砂產量是以單日降雨所產生

之流量為依據進行推算；然而模式對於集流

時間並無深入探討，若以單場作為校正依據

時會造成誤差，因此泥砂部分不考慮單場事

件，而以年產量進行模式校準。另一方面，

校正期間 1995~1997 年，以根系鮮重對於泥

砂量作為校正之參數，利用實測資料反推本

區之根系鮮重參數值，因根系鮮重參數各年

變動不大，取其平均值為此區之根系鮮重參

數值。據此，因此以三年的參數平均值針對

1998、1999 及 2000 年模擬泥砂產量，與實測

值進行比對。 

驗證結果顯示：1998 模擬全年數值與實

測值誤差為 26.7%、1999 年誤差值為-26.0%

及 2000 年誤差值為 27.4%(表 8)，將三年泥砂

模擬值與實測值比較，發現 Ann AGNPS 模擬

全年泥砂有整體趨勢極為穩合(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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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根系鮮重對泥砂量敏感度分析 

Figure 12-1.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live root 
mass to sedimen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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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植生覆蓋度對泥砂敏感度分析 

Figure 12-2.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cover ratio 
to sediment yield  

將各降雨事件之泥砂模擬結果與實測值

進行誤差計算（共 40 場），並以誤差值與該

場降雨量進行分析(圖 14)，發現誤差主要分

布在±100%以內，平均誤差為 71.65%。而經

分析發現誤差大於 100%以上的事件（11

場），主要以單日降雨為主，尤以降雨量小於

200 mm 以下且為單日降雨場次(9 場)；而連

續降雨事件之誤差皆小於 100%以下（13

場）。由此得知模式對於連續降雨事件較有辦

法精確地推估，而對於時間尺度較小且降雨

量較小的降雨場次，較無法精確模擬。 

總結以上分析，其誤差原因有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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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測泥砂量部分，因泥砂產量來源有坡面

泥砂產量、崩塌及河道沖刷所產生的泥砂，

在此模式僅利用 RUSLE 推估坡面泥砂產量

並無考慮其他因素所帶來的泥砂量；第二、

RUSLE 中之覆蓋管理因子，臺灣地區尚無完

整植生覆蓋因子資料庫可供使用，因此在設

定時較無法精準模擬出此區域的推估數值。 

表 8 年泥砂推估誤差百分比(1998~2000) 

Table 8 Errors of annual sediment yield 
estimation (1998~2000) 

年份 實測值 模擬值 誤差 

1998 20557.02 26053.88 26.74%

1999 10235.11 7574.43 -25.99%

2000 15341.68 19551.42 27.44%

y = 1.7884x - 9775.1

R
2
 = 0.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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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實測泥砂及推估泥砂關係圖 

Figure 1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diment yield 
derived from observing an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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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雨量與泥砂量推估誤差關係圖 

Fig 14 Relationship of precipitation 
and errors of sediment yield simulation 

第三、模式對於集流時間無深入考慮，

因而對於單日且降雨量較小之場次較無法精

確地模擬而產生誤差。 

結論 

一、 AnnAGNPS 利用 CSA 及 MSCL 兩門檻

值，決定集水區水系及分析單元大小、

形狀，本研究以地文因子中的水系密度

和真實水系相互比對，以試誤法找出最

適門檻值範圍，尤以 CSA 設定為 50 公

頃，MSCL 設定為 350 公尺，和真實水

系較為相近。 

二、 模擬 1998、1999 及 2000 年的年泥砂產

量都在可容許的誤差範圍內且有不錯的

模擬效果；單場模擬事件平均誤差為

71.65%。但模式對於單日且降雨量較小

之事件模擬效果較為不佳。 

三、 誤差原因： 

(一) 在實測值部份因流量站所量測之含

砂量可能包含坡面泥砂產量、崩塌區

位及河道沖刷所產生之泥砂量，但模

式中僅利用 RUSLE 推估集水區中的

坡面泥砂產量並無考慮另外兩項因

素。 

(二) 目前臺灣地區尚無完整的植生覆蓋

因子資料庫可供使用，因此在模擬上

造成誤差。 

(三) 模式對於時間因子無深入考慮，和

現實情況較為不符，時間尺度愈小較

無法準確得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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