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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重力變形邊坡微地動特性探討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Seated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and 
Sliding Body Micro Tremors

陳 廷 原1  ■  羅 百 喬1  ■  王 泰 典1

   T.Y. Chen, B.C. Lo, T.T. Wang

深層重力變形邊坡潛移範圍

大，短時期內的變形量值卻不明

顯以致調查不易；然此類邊坡一

旦運動加速，極可能引發遽變式

山崩，造成重大災難。本研究以

我國東南部某經詳細調查及多年

監測確認的深層重力變形邊坡為

研究案例，量測其微地動特性並

分析不同頻率的振幅及能量，以

提供調查判釋潛在滑動體邊界的

參考。 

本研究案例邊坡有一公路隧

道穿越，根據確認的滑動邊界於

滑動體與隧道內外不同位置，進

行一系列微地動測量作業，採用

快速傅立葉轉換 （FFT）分析微

地動不同方向頻譜，比較單站及

多站水平垂直頻譜比（HVSR）的

放大頻段。

研究結果顯示，案例邊坡滑

動體邊界外，HVSR放大頻段明

顯較於滑動體內部高，而滑動體

內部HVSR放大頻段易隨測點位

置不同產生變化，下腹部處與滑

動體交界處相對穩定，上邊坡處

最為紊亂。

關鍵詞： HVSR、深層重力變形

邊坡

Deep-seated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range is huge, the 

magnitude of deformation of the short term is not obviou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not easy; however such acceleration slope, once in 

motion, is likely to lead to rapid change in the formula landslides, 

causing a major disaster. How to investigate the existence and 

scope of deep-seated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are the key projects 

of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this study in Southeast Taiwan 

after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d deep-seated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as a case stud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its 

micro-earthquake characteristic amplitude and energy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to provide a survey of potential sliding Interpretable 

boundary of reference for many years to monitor confirmed .

The case study of slope has a road tunnel crossing, according 

to the confirmation slip boundary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unnel and the sliding body, a series of microtremors 

measuring operation, using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spectrum analysis of microtremor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compare with single statio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ectral ratio  

(HVSR).

The results show, the outer boundary slope slip case, single 

station HVSR amplification b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side sliding body height of about 7Hz, sliding inside HVSR 

amplification band easily change with the case different. At the 

lower abdomen with the slide body junc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following 6Hz substantially located on the slope is most 

difficult to focus on a particular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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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深層重力變形常為大規模山崩的徵兆，其特徵為邊坡變形範圍大，上方常有凌散分佈、規

模不一的滑動體，各滑動體的滑移量以及重力變形範圍的變形量不一，以致邊坡失穩的潛勢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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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不易辨識與確認。

微地動係各類自然或人為影響產生的能量，將能量以振動的形式在地層中傳遞的現象。近

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利用微地動量測與資料分析，探討公里級場址用以評估場址效應與地層構

造。

本研究以一經前人詳細調查的台灣東南部片岩邊坡為例，該邊坡已透過現地查核、地表地

質調查、多時期航照判釋與監測資料比對，確認深層重力變形範圍，並延伸前人調查與自行補

充調查結果據以探討深層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的微地動特性，以提供後續判釋與監測技術的

參考。

二、研究區域

案例邊坡位置，於新武呂溪右岸，西南側之無名山峰標高約 1585 m，坡向大致朝東北方、

平均坡度約 30-40°。新武呂溪自西北向東南流經研究區域，再流入卑南大溪，河谷呈V字型，

顯示下切侵蝕劇烈作用結果；流經本研究區域附近河床高程約 500 m，河道寬度約 30-60 m。

圖 1為案例邊坡鄰近地質圖，案例邊坡附近岩性以石英雲母片岩為主，片理走向為北北東

向，呈中等角度傾向西，傾角多為 40-55°。

本研究整理 10期航照影像判釋的結果，不同時期發育及活動的崩塌地不盡相同，其中 3次

的滑動記錄，可以確定為案例邊坡附近最活躍的滑動範圍，並以此獲取圖 2的深層重力變形邊

坡邊界。

圖 1　研究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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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地動量測與分析

3.1 微地動量測

本研究採用日本東京振測株式會社出產的小型振動計測裝置，測量速度範圍介於

±0.1 m/s、加速度介於±2000 gal、頻率介於 0.2-70 Hz與三組方向記錄。

以微地動測量儀設定量測南北向（x）、東西向（y）及垂直向（z）三方向之速度歷時記

錄。設定取樣頻率 200Hz，每筆單方向測點總數設定為 36000點，共歷時 180秒。依照不同位

置架設測站並同時同步量測，盡量避免人為因素干擾。每位置之測錄以重複三筆為原則，避免

資料擷取不良影響結果分析。

3.2 微地動資料分析

微地動測站分佈係根據判釋的滑動體邊界，以及考量不同介質、滑動塊體內外等因素加以

設計，以利取得案例邊坡於地滑區內、外以及隧道內、外其微地動訊號，進行後續分析探討。

現地量測於 2011年 7月、2012年 3月、2012年 12月以及 2016年 4月，圖 3為歷次量測的測站

分佈。表 1為各測點主要考量的目的，編號第一碼為施測次數，後為單純的流水編號。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流程詳述如后：

1.將三方向（東西、南北、垂直）的速度歷時紀錄，濾除長週期之訊號，即濾除歷時紀錄

內的長周期趨勢。

2.濾除長周期趨勢的三方向（東西、南北、垂直）的速度歷時紀錄採肉眼判釋其中受自然

產生或人為影響等擾動顯著頻段，並以該頻段本身短時（50ms）歷時平均值取代。

圖 2　深層重力變形邊坡位置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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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歷次測站分布圖（虛線圈處為本篇重點討論對象）

表 1　各施測點考量目的

施測目的 位置 測點點名

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外 東邊界外岩盤位置 111、112、211、311、411、401（IV）

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內
滑動體內隧道西洞口出口

121、221、317、330（I、II）、410（I、
II、III）

滑動體公路上 409（I、II、IV）、410（I、II、III）

隧道內對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外 隧道內變形邊坡外

113、114、115（I）、123（I）、214、215
（I）、216、223（I）、316、318、401（I、
II、III）

隧道內對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內 隧道內變形邊坡內 115（II、III）、215（II、III）、333、331

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外不同位置
滑動體外下邊坡 330（III）、334、411、412、413

滑動體外西邊界坡腹外 405、406

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內不同位置

滑動體邊坡上坡 403

滑動體邊坡坡腹 227（III）、329

三滑動體交界處 225、227（I、II）、409（III）、410（IV）

不同距離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邊

界上

滑動體西邊界坡腹 404、407

滑動體上邊界上坡坡頂 228、32B、402

滑動體西邊界下坡公路 32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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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三個方向的整段速度歷時紀錄皆取短時（50ms）頻譜平均值，並使整段速度歷時紀錄

去除短時（50ms）頻譜平均值，以此將頻譜進行歸零，去除該場址長期存在的高能量震動反

應。

4. FIR filter進行帶通濾坡，高通門檻設為 0.5Hz，低通門檻設為 10Hz，並將濾坡完成的速

度歷時紀錄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FFT）轉換成頻率域頻譜。

5.將南北、東西兩個方向的水平頻率域頻譜，依據（式 1）求得水平向合成傅式頻譜，並

將水平向傅式頻譜除以垂直向頻率域頻譜獲得單站頻譜比（HVSR）。

RSM(f) NS(f)2EW(F)2

(1)
2

四、結果與討論

4.1 不同測點微地動特性

為比較不同測點所得微地動特性的異同，首先整理選取測量站的空間特性，如圖 3所圈測

點的速度歷時紀錄作分析，並依前處理流程求得頻率域圖、頻譜比圖等，進行觀察比較。

4.1.1 FFT 頻率預圖

圖 4為 401-IV等及 329-III測點共三次現地量測微地動歷時紀錄計算所得 FFT頻率域圖，

可看出單以頻率域圖並無法對重力變形邊坡內外測點進行區分。

4.1.2 HVSR

圖 5為 401-IV等及 329-III測點共三次現地量測微地動歷時紀錄計算所得不同頻率之水平 /

垂直振幅比，即HVSR，重力變形邊坡滑動體內、外HVSR放大頻段具有明顯的差異，滑動體

外其放大頻段已 7~9Hz為主，而滑動體內其放大頻段主要在 2Hz以下。

圖 4　401（IV）等與 329測點 FFT結果展示

401-IV 329-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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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邊坡崩塌地內外量測結果

案例邊坡於滑動邊界外，其HVSR放大頻段約在 7Hz左右，而在滑動體內部時，HVSR放

大頻段隨位置不同易產生變化，在坡體下腹部處與滑動體交界處相對穩定，但大致皆坐落於

6Hz以下，但隨著位置不同容易產生變化，其中上、下邊坡近邊界處與西邊界結果最為紊亂，

可能由於微地動頻譜於地表時受到折射等干擾導致時間域頻譜產生不自然擾動的情形，而滑動

體外測點之水平向各頻段能量比例則與垂直向無太明顯差異。

五、結　　論

1. 單以 FFT頻率域圖無法對滑坡區內外測點進行區分。

2. 案例邊坡於滑動邊界外，其HVSR放大頻段約在 7Hz左右，而在滑動體內部時，HVSR放大

頻段隨位置不同易產生變化，在坡體下腹部處與滑動體交界處相對穩定，但大致皆坐落於

6Hz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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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01（IV）等與 329測點HVSR結果展示

401-IV 329-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