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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作用後長枝坑層砂岩之力學性質研究
A Study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Temperature Treated 
Changzhikeng Layer Sandstone

郭 俊 志1,* ■  張 群 和2  ■  謝 其 泰3  ■  王 建 力4

  C.C. Kuo, C.H. Chang, C.T. Hsieh, C.L. Wang

隨著資源開發、能源應用等工程技術發

展，有越來越多工程問題必須要考慮到地層壓

力及地溫梯度的影響。例如高山深隧道開挖，

地下資源儲存、地熱資源開發等。在升高的溫

度和壓力下岩體內部會有各種晶體結構及微裂

紋分佈上的差異，而造成岩石的力學特性受溫

度及壓力的影響極其複雜。故本文探討高岩覆

砂岩受高溫作用後其力學性質上之差異性。

本研究之砂岩試體取自曾文越域東引水隧

道長枝坑層。實驗結果顯示，隨著溫度升高，

砂岩之尖峰應力，彈性模數、泊松比降低。砂

岩外觀顏色、體積及微裂隙的增生亦可解釋內

部孔隙率的增加，其中通過 600℃的高溫後岩

石之各項變化漸為明顯。可以證明溫度引起的

熱應力作用和岩石內部微結構變化是影響砂岩

力學性質產生變化的原因。

關鍵詞：高溫、砂岩、力學性質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temperature treated sandstones. 

We conducted both thermal cracking test under 

high temperatures and 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Thermal cracking tests and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were repeated once each for 

temperature at 25℃, 200℃, 400 ℃, 600℃, 

800℃, 1,000℃.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termined included elastic modulus and poisson's 

ratio.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volume, density, and appearance was 

most significant for the case at 600℃. Higher 

temperature tended to increase the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while decrease elastic modulus and 

poisson's ratio.

Key words: Thermal effects ,  Sandston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壹、前　言

工程技術日新月異，岩石在高溫作用之後的力學性質已經成為許多人亟欲探討的新課

題，諸如核廢料的存放、開採地熱能源、地底煤礦氣化 (UCG)、深層油井開採等等，在

這些工程中岩體需要承受的溫度比以往的工程要高得多 (5)。核廢料在存放過程中會持續放

熱，使得儲藏的岩體不斷升溫，岩石內部產生微小裂痕或者礦物組成改變，影響岩體強

度。地底煤礦氣化時，為了將殘存的煤礦轉變成煤氣，其作用溫度可達 700~1000℃，遠高

於高山隧道開採的溫度。同一種岩石，受到溫度的影響程度不一定會一樣，影響岩體強度

的機制可能不只一種，而且在不同的溫度範圍內影響程度及變形的特性也不盡相同，使得

岩石在高溫下強度的研究更加複雜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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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有不少文獻作相關的研究，但是選用的岩石多半取自地表或者岩覆深度

低 (1,3,4,8)，故本實驗選用較高深度岩覆之長枝坑層砂岩，研究其在高岩覆岩石歷經高溫後的

力學性質，並和其他低岩覆的數據資料做比對，分析其力學特性關係。並進一步做電子顯

微鏡及X光繞射分析探討高溫後高岩覆岩石微觀結構上的改變。

貳、試驗材料及方法

2.1 試驗材料

本文採用曾文越域東引水隧道鑽炸開採出之長枝坑層（岩覆 900m~1100m）砂岩岩塊

作試驗（如圖 1）。該隧道貫通荖濃溪流域與旗山溪流域，規劃內徑 5.3公尺、高 5.0公尺

之馬蹄型隧道斷面（鑽炸法），總長 9,630公尺。長枝坑層大部分出露於荖濃溪西岸與玉山

山脈之東斜坡，部分也出露於緊鄰平溪斷層與竹頭崎斷層之上盤，在地形上常形成同斜山

脊之順向坡，如圖 2所示。

圖 1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隧道工程平面位置圖 (7)

圖 2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隧道工程地質剖面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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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枝坑層以青色或青灰色細粒砂岩或泥質砂岩與黑色頁岩所形成之帶狀互層為主，細

粒沙岩厚約 10~80公分較厚者常具有圓丘狀之交錯層裡，成巨波外型之透鏡體，砂岩體側

向之連續性不佳。在互層中偶爾夾有數公尺至十公尺後之厚層細砂岩，且具有平行紋理，

常見漣痕、生痕化石、交錯層理侵蝕面、褐色鐵質結核及碳化物之細片。長枝坑層因屬淺

海沉積，砂頁岩之介面較為模糊，常見圓丘狀交錯層理 (7)。

2.2 試驗方法

本研究單軸壓縮試驗試體參考 ISRM（2007）建議，圓柱試體之長徑比（長度 /直徑）

於 1.8~2.2之間。試體加溫主要分為常溫（25℃）、200℃、400℃、600℃、800℃、1000℃

等五個溫度等級，升溫速率為 60℃ /min，加溫至設定溫度後持溫 24小時，採自然降溫

（如圖 3）。加溫後試體先量測試體縱波波速及橫波波速，再進行單軸壓縮試驗，加載方式

採用位移控制，加載速率為 1.0 mm/min。

2.3 理論分析

2.3.1 單軸壓縮試驗

試驗方法依據 ISRM（2007）求取岩石材料單軸壓縮強度與變形之建議方法，加載方式

採用位移控制，加載速率為 1.0 mm/min，或在 5~10分鐘內使試體破壞，採用直徑 50mm、

長度 90~100mm之圓柱試體，其計算公式如下：

σc
Pf

(1)A

式中 Pf：試體破壞時，作用於試體之最大破壞荷重 (kN)

A：試體受作用力承載之斷面積 (m2)

圖 3　試體加溫歷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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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非破壞超音波檢測

利用乾點式低頻超音波探頭 (Acoustic Control Systems)以直接法，對單軸壓縮試驗用

圓柱試體柱高之中間點，量測超聲波於試體中傳遞之時間，再與兩探頭間之距離推求出波

速，其中以改變探頭之共振頻率量測縱波 (P-wave)與橫波 (S-wave)波速。予以換算成動態

彈性模數 (Young's modulus)與動態泊松比 (Poisson's ratio)：

υd
Vp

22Vs
2

(2)
2(Vp

2Vs
2 )

Ed
Vp

2γ(1υd)(12υd)
(3)

(1υd)

式中 Vp：超音波在試體內傳遞之縱波波速 (m/s)

Vs：超音波在試體內傳遞之橫波波速 (m/s)

Ed：動態楊氏模數 (GPa)；υd：動態柏松比

γ：試體飽和單位重 (kg/m3)

參、試驗結果及分析

3.1 試體動態泊松比及動態彈性係數

砂岩泊松比大致上是 0~400℃之間隨溫度提高而下降，平均值從 0.369降至 0.285，之

後隨溫度提高而提高，800℃時大約提高至 0.361（如圖 4）。砂岩常溫時彈性係數約為 3.2 

GPa，隨溫度上升逐漸提高，在 400℃時達到最高點，約為 4.59 GPa，之後迅速下降，攝氏

800℃時僅有約 1.95 GPa（如圖 5），可知溫度歷時對本文岩石之力學性質有相當大的影響。

圖 4　砂岩動態泊松比（溫度：常溫 ~1000℃）

υd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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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單軸壓縮試驗

跟大部分低岩覆文獻隨著溫度上升其岩樣本身力學強度下降不同 (9,11-12)，結果發現隨

著溫度升高，強度也跟著提升（0~800℃），常溫時測得數據約為 121.9 MPa，數據離散性

較大，400℃的試體數據較為集中，600℃至 800℃緩緩上升，從 133.8 MPa提升至 155.6 

MPa，1000℃時由於裂痕影響，尖峰應力僅剩下 42.2 MPa，高溫的數值離散性較小，如

圖 6所示。將試驗後數據做線性迴歸，可知溫度變化會影響砂岩材料動態彈性係數值及單

圖 6 　砂岩單軸壓縮強度（溫度：常溫 ~1000℃）

圖 5　砂岩動態彈性係數（溫度：常溫 ~1000℃）

溫度（℃）

σmax
(MPa)

溫度（℃）

Ed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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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壓縮強度，兩者呈現正相關性，如圖 7所示。

3.2 電子顯微鏡及 X 光繞射分析

將破壞後砂岩試樣進行電子顯微鏡及X光繞射分析，在X光繞射分析可以觀察出

砂岩經過高溫後反應其礦物相態沒有改變，唯有歷經攝氏 1000度反應之砂岩其 SiO2

圖 7　單軸壓縮強度V.S動態楊氏係數

圖 8　砂岩試體XR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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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balite）礦物峰值有略減趨勢（圖 8）。在電子顯微鏡分析下可以發現砂岩歷經溫度

反應段升高，在 1000倍觀察下其片面狀結構有略為減少的現象，在 10000倍觀察下更為明

顯，而歷經 1000度反應之砂岩觀察出有裂隙的產生，如圖 9所示。

圖 9　砂岩試體 SEM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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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1) 試體體積外觀及破壞情況 400℃ ~600℃時產生明顯變化，尖峰應力增加 14%。

(2) 動態泊松比大致上是 0~400℃之間隨溫度提高而下降（約 22.7%），之後隨溫度提高而

提高，至 800℃時大約提高 21.1%。動態楊氏係數 400℃ ~800℃下降約 57.5%，溫度變

化對單軸壓縮強度與動態彈性係數皆有明顯影響。

(3) 砂岩微觀分析下溫度反應段升高，片面狀結構有略為減少的現象，而歷經 1000度反應

之砂岩觀察出有裂隙的產生。

(4) 砂岩試樣加溫超過 600℃時會對其力學性質產生變化，而加溫延時情況及加溫速率都

會造成高溫後砂岩力學性質的明顯影響，這亦是未來相關研究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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