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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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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對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二行社區人工
溼地進行螢光染料追蹤劑實驗以探討其水力特
性，由於該系統係以間歇性進水方式操作其追蹤
劑濃度分佈與一般分佈型態不同，其濃度變化幅
度較一般系統量測結果為大，同時，其停留時間
分佈函數亦呈柱狀分佈，量測所得平均停留時間
約為 259 hrs，小於正規停留時間 300 hrs，而其有
效體積比約為 86%。另尖峰濃度發生時間約為 270
hrs，水力效率約為 0.7，顯示其水力特性狀況良好。

二、緣由與目的
政府為加速解決台灣地區之水污染問題，除
推動各項污染防治與管制策略外，另針對鄉村偏
遠地區亦推動污水生態處理工法，以符合經濟效
益，依環保署(2005)自 93 年 1 月開始執行之「環
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內所規劃之「河川流
域污染減量計畫」預計推動「生態治河計畫」，
以生態工法處理水體水質，落實環境保育之目
的，處理截流水體除 91 及 92 年度所完成之朴子
溪、二仁溪、將軍溪、淡水河系、南崁溪、烏溪、
朴子溪、二仁溪、將軍溪、高屏溪、冬山河等水
體所完成之 23 座淨水設施外，自 93 年度起陸續
納入水體包括；高屏溪、南崁溪、二仁溪、將軍
溪、淡水河系；94 年度增加南崁溪、鹽水溪、烏
溪、北港溪、澎湖縣湖泊；95 年度鹽水溪、烏溪、
朴子溪、淡水河系、二仁溪等，其中預計至 95 年
度為止，以生態工法處理河川截流水量累計達
18000 噸，預計完成 19 座淨水設施，其中有尤人
工溼地法最為廣泛，92 及 93 年度人工溼地相關自
然淨水設施規劃設置完成即有 16 座，由此可見該
處理法業為環保署大力推動為下水道系統完成前
水污染防治之替代方案之一。

關鍵詞：水力特性、染料實驗、正規停留時間、
停留時間分佈函數、平均停留時間

Abstract
In present study, a dye tes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ed wetland located in Erh-Jen community,
Tainan, Taiwan. The inflow was operated in an
intermittent way. It increases the variation amplitude
of dye concentration and chang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function. The
mean residence time measured was about 259 hrs
and smaller than the normal residence time, 300 hrs.
It results in a effective volume ratio of 86% and
shows a accepted level of dead space. The time of
the peak dye concentration is about 270 hrs. It
indicates the hydraulic efficient is about 0.70. The
hydraulic status of the constructed wetland is nearly
well.

1

至於水力或水文條件對人工溼地物染降解效
率之影響則較少論及，僅錢等人(2005)對國內兩種
不同構型之人工溼地進行水力特性之實驗研究，
尤其結果可知實驗用之人工溼地模廠反應器常因
進水水溫高於溼地水體而形成漂浮流，由此造成
不同之水力特效，由以上討論可知目前國內人工
溼地之相關研究較少論及之水力特性，故為能更
進一步瞭解國內人工溼地之現況，擬對本校人工
溼地團隊輔導經年之二仁社區人工溼地進行水力
特性進行研究調查，以評估其水力效能，以為後
續設計及改善之參考。

根據Kadlec and Knight(1996)指出人工溼地處
理系統具有省能源、低成本、無二次污染、操作
維護簡單、不破壞生態等優點，本校人工溼地團
隊之成就，業普受產官學界肯定，同時參與國內
多處人工溼地之規劃與設置，其中發現國內有關
人工溼地水力特性之研究頗為不足，為能進一步
使國內人工溼地之發展更為完整，相關研究實有
必要推展。
有關於人工溼地水力效能之相關研究；
Shilton & Prasad(1996)曾對礫石床之人工溼地進
行追蹤劑研究，發現傳統柱塞流之設計假設將造
成處理效率之高估。King et.al.(1997) ，亦對表面
下流動式（subsurface flow, SSF）人工溼地進行追
蹤劑研究，由於污染物之分佈部均勻致傳統單一
參數柱塞流(plug flow)之假設無法圓滿解述實驗
結果，為改善前述缺失，該研究另行發展多參數
柱 塞 流 模 式 (multiparameter model) 。 Persson
et.al.(1999)及 Persson (2000)對 13 種不同人工溼地
佈置藉追蹤劑實驗及數值模擬進行水力效能之比
較與評估，歸納水力效能較佳之平面佈置型態。
國內人工溼地相關文獻則包括；溫清光、陳
鴻欽（1996）利用種植波拉草之河川高灘地處理
受嚴重污染之天然排水，Jing et.al. (2001a)、Jing
et.al. (2001b)、何茂賢等人（2002a）、何茂賢等
人（2002b）及何茂賢 (2003)以溼地系統處理受污
染之二仁溪河水。工業廢水處理之應用則有林欣
怡(2000)、郭文健等人（1996）建立充填礫石之SSF
溼地處理養猪廢水三段式處理場之放流水，楊磊
（1998）探討人工濕地進行高含氯有機物污染場
址復育之研究。李志源等人（1997）於金門縣金
湖污水廠建立種植蘆葦、香蒲、布袋蓮及浮萍之
溼地系統以探討人工溼地三級處理生活污水之可
行性，類似生活污水之相關研究亦可見於張立弘
(2001)、李黃允(2001)、李得元等人(2002)、吳堅
瑜 (2003)。Lin et.al. (2002a)、Lin et.al. (2002c)則
應用人工溼地處理養蝦之農業廢水。荊樹人等人
（1997）利用小型規模人工溼地處理合成廢水以
探討對水中營養鹽去除效能，Jing et.al. (2001b)亦
有類似之研究。此外，人工溼地亦曾用於處理受
污染之地下水，諸如Jing et.al. (2002b)。相關應用
模式或統計模式則可見於郭振泰、楊州斌(2001)
及洪國鑫(2002)之研究。

三、實驗原理、佈置與分析
3-1 人工溼地水力特性之理論探討
本文主要係利用追蹤劑實驗(tracer test)對人
工溼地評估其水力特性，亦就是在人工溼地的入
口處放入追蹤劑(tracer)， 再在出口採取水樣分析
追蹤劑濃度， 配合流量數據計算水力特性參數；
諸如由出口處濃度函數即可建立系統之停留時間
分 佈 函 數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function ；
RTD； f (t ) ]；
Q ⋅ C (t )
.....................................（1）
f (t ) =
∫ Q ⋅ C (t )dt
首先此參數可用以評估系統之平均停留時間
( t mean )，相關定義表示如下：
∞

t mean

∫
=
∫

o
∞
o

tf (t )dt

........................................（2）
f (t )dt

除 前 述 t mean 外 ， 中 數 停 留 時 間 (median
detention time， t50 )亦可用於替代平均停留時間，
惟二者僅於對稱型函數方可相等，當函數型態扭
曲時則較不適用。近來另一可用於評量人工溼地
水 力 特 性 之 參 數 為 水 力 效 率 (hydraulic
efficiency； λ ，Persson, et.al. 1999)；
t
λ = p .......................................................（3）
tn
上式即為尖峰濃度發生時間(tp)與正規停留時間
之比值，當 λ 〉 0.75 時，表示系統之水力效率良好，
而 λ 〈0.50 則為效率不良。本文將藉由不同人工溼
地系統水力特性參數之量測探討二行社區人工溼
地之水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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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行社區人工溼地水力實驗之設備與佈置

常見函數分佈不同，另依式 2 計算其 t mean 約為
259hrs，一般溼地由於無用空間、短流、密度成層
等因素影響以致系統之平均停留時間常較正規停
留時間為短，以往相關研究所得結論亦有類似結
論，本文 t mean 確實較 t n 為小，其有效體積比為
86%，於 Persson(2000)之研究中，該類溼地佈置
之有效體積比數值模擬結果為 100%，顯示該佈置
應屬相當優良，其溼地之有效體積比雖略小於模
擬值，惟仍顯示其無效空間比例仍屬可接受範
圍。另亦可由式 3 計算其水力效率約為 0.7，雖略
小於 0.75，應仍近於良好水力效率狀況。

本文之主要實驗場所為90 年11 月底完成，
91年開始操作之台南縣二行社區人工溼地，其佔
地面積約1,330 m2，由表面自由流動式（ free water
surface, FWS）及表面下流動式（subsurface flow,
SSF）溼地所串聯，溼地後方連接放流水池與抽水
池，其佈置如圖1所示，FWS 溼地渠道約佔地360
m2，系統呈S型渠道，渠道斷面呈梯形，總長104.5
m、上寬約3.45 m、底部寬約1.37 m、水深0.88 m
的；底部覆土30 cm 並種植香蒲(Typha orientalis
Presl.)及蘆葦(Phragmites australis L.)。 至於SSF
溼地系統為矩形，長、寬各為14.4 m與5 m，其水
深約1.18 m，其間佈置石頭並種植蘆葦。其後另
置有放流水池作為放流水貯留之用。目前以間歇
性進水操作方式，操作流量約為2.263m3/hrs，每
日自上午八時操作至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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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主要藉水中追蹤劑濃度之量測探討
系統之水力特性，追蹤劑係採用螢光染料
(Rhodamine WT)，主要乃因螢光之檢測反應濃度
較低，稍許含量即可精確定量，所需注入系統之
追蹤劑體積較少，可減少對系統於實驗時之干
擾，提高量測結果之代表性。螢光染料於注入人
工溼地前需以酒精密度校正，始可進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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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二行社區人工溼地之追蹤劑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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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追蹤劑停留時間分佈函數
五、計畫成果自評

圖 1 二行社區人工溼地佈置圖
四、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對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二行社區人工
溼地進行螢光染料追蹤劑實驗以探討其水力特
性，由於該系統係以間歇性進水方式操作其追蹤
劑濃度分佈與一般分佈型態不同，其濃度變化幅
度較一般系統量測結果為大，同時，其停留時間
分佈函數亦呈柱狀分佈，而其有效體積比約為
86%，水力效率約為 0.7，顯示其水力特性狀況良
好。綜上述，可知螢光染料 Rhodamine WT 於人
工溼地進行追蹤劑實驗，可成功量測其水力特性。
本計畫業完成原計畫申請時之執行目標且其
成果亦頗具實用價值。

螢光染料進入人工溼地 A 後，其系統出口端
之濃度變化歷程如圖 2 所示， 由其結果可知，染
料於注入溼地後，95hrs 即達出口端，尖峰濃度則
於 270hrs 發生，小於該溼地之正規停留時間
( t n = 300 hrs)，由其曲線之變化亦可發現濃度有大
幅變動現象，此應為間歇性啟動與停止操作程序
引起流場不穩定現象所致。圖 3 為依追蹤劑濃度
監測結果所得之停留時間分佈函數，由圖中結果
可發現由於間歇操作所形成之柱狀分佈，與一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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