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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數值模型探討邊坡潛變之受力機制與位移情況。本研究區位於陳有蘭溪流域豐丘

七號野溪段，邊坡剖面採取 2014 年航照判釋後之數值地形 DEM。本研究進行現地勘查判斷地

質強度指標與地層分層訊息，並進行地電阻剖面法探測地層並比較之，推估地層分界。受力機

制模擬則透過連續體有限差分 FLAC 程式來進行，選擇 Hoek-Brown 組成律與適當的地質強度

參數，建置研究區位二維邊坡數值模型之基線案例(baseline case)。本研究再以基線案例為基礎

進行參數敏感性分析。參數包括組成律、地質強度指標(GSI)與潛變參數等，討論影響邊坡穩定

的幾個因素。本研究因現地資料不足受限，雖無法提供預測之用途，但初步建立的邊坡潛變分

析程序，可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邊坡、潛變、FLAC、數值模擬、參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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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pplied a numerical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displacement of a slope. 

The research area is located at the Fengqiu No.7 torrent in Chenyulan watershed.  The slope profile 

was obtained based the 2014 DEM from aerial photograph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the 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 and information of stratification.  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boundary of the strata. This finite difference 

code, FLAC, was applied to build a 2-dimensional slope numerical model for the study location. 

Hoek-Brown constitutive law and appropriate 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 were selected to establish the 

baseline case. Based on the baseline case, the parametrical studied was performed. The parameters 

include constitutive law, 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 (GSI), and the viscosity coefficient in the creep 

model. Although this study is limited by the lack of geological data, the results are not suit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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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However, the preliminary procedure to analyze the creeping behavior of a slope was 

established and can b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slope, creep, FLAC, numerical simulation, parametrical analysis) 

前言 

本研究探討邊坡穩定與潛變影響因

素，選擇豐丘野溪一處邊坡做為試區，使用

FLAC 程式(Itasca Inc., 2011)進行潛變模擬

與參數分析。FLAC 是快速拉格朗日分析 

(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的簡

稱，此程式由美國 Itasca 顧問公司開發，應

用於大地工程力學計算上的有限差分程

式。程式以牛頓第二定律與拉格朗日差分法

為基礎，可對連續介質進行連續體變形分

析。此程式亦可模擬岩石、土壤等材料之力

學行為。 

本研究因經費限制，無岩石鑽探與材料

強度試驗的工作項目，為求地質參數符合實

際情形，我們以現地勘查與空拍資料進行相

關地質參數之推估。所分析的邊坡剖面則透

過無人載具(UAV)空照與數值地形(DEM)為

基礎繪製，並透過地電阻剖面法探測輔助判

釋地層分界。潛變位移為長時間之現象，短

期內地表無明顯變形不易查覺，故本研究透

過數值模擬來進行分析。 

Bozzano et al. (2012)利用航拍先進行

邊坡滑動崩塌範圍的判釋，藉由 FLAC 程式

建置數值模型並做應力應變分析，模擬中以

滑動事件進行回饋分析，並確定地層之潛變

參數值。本研究也以地形變化進行回饋分

析，建立邊坡潛變基線案例，且以邊坡演化

剖面圖做比對。 

Kinakin et al. (2005)以 Hoek-Brown 準

則藉由FLAC建立二維模型，並透過RocLab

程式(Rocscience Inc., 2006)輔助估計岩體強

度，選擇地質強度指標(GSI)與相關參數進

行應力分析。岩石邊坡之分析常用非線性破

壞準則進行，其中 Hoek-Brown 準則屬於指

數型非線性破壞準則，較能真實描述岩體的

非線性破壞行為，且修正公式發展上也漸趨

完善。此外，除了本身公式的建立，還能推

算 Mohr-Coulomb 模式的強度參數，並引入

了岩體分類法 RMR 或地質強度指標 GSI 

來計算參數。 

本研究亦以 Hoek-Brown(Hoek et al., 

2006)破壞準則為依據，以 Roclab 程式輔助

選定相關岩體強度參數，使參數之獲得更簡

便、更能代表岩石邊坡中岩體之特性。且著

重於邊坡崩塌、潛變過程之力學機制進行探

討。首先選擇合理之數值模型地層參數，建

立邊坡數值模型之基線案例 (Baseline 

case)。再透過基線案例對邊坡潛變行為進行

參數分析，參數包括組成律、地質強度指標

(GSI)與潛變參數等。本研究建立一套模擬

邊坡潛變力學機制之分析程序，未來也可增

加外力或其他變因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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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試區曾因颱風與地震多次發

生崩塌。因此本研究希望對此邊坡進行潛變

模擬與參數分析，本研究邊坡地質材料以

Hoek-Brown 組成律來指定參數，以 Roclab

程式輔助取得 Hoek-Brown 的相關參數。

Roclab 程式可依現地情況選擇 GSI 地質強

度指標(表面風化程度、不連續面情況)、岩

層類別、邊坡高度等，即可獲得 Hoek-Brown

參數。再將參數代入 FLAC 程式所建立之邊

坡數值模型，做模擬與參數分析，故提出研

究流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流程圖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study 

 

2.1 研究試區基本資料與地電阻探測 

本研究彙整 1985 至今現地航拍、DEM、

DSM 與高程圖等圖資以繪製邊坡變化剖面

圖。藉由 2014 高程剖面圖來建置 FLAC 數

值邊坡模型。為求地層分界合理，本研究藉

由現地勘查配合空拍影像與地電阻探測作

地層分界之判定。 

本研究估計地質強度指標時，依據現場

勘查、空拍影像、邊坡表面裸露之地質顏

色、節理破碎情形與風化程度等。現勘照片

如圖 2 所示。地電阻探測結果可呈現地層材

料間的不同導電物理性質，探測結果可供分

辨地層分界。本研究於邊坡坡頂區佈設測

線，以每 4 公尺為間距，共 32 支電擊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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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總長 

124 公尺進行地電阻剖面法探測，探測結果

如圖 3 所示。 

我們參考現勘與電阻探測結果判斷地

層分界約位於邊坡坡頂下 35 公尺處。坡面

在地層分界處有明顯地質材料與顏色之差

異，上層則較為破碎且較為風化。我們判定

此層為高度風化與破碎之頁岩岩體，且上層

表面覆有過去土石流殘留下之礫石表土。目

前地形陡峭且尚稱穩定，故判釋其岩體強度

仍然比一般土壤層還高，故我們在基線案例

中以 Hoek-Brown 組成律設定上層岩體的參

數。至於下層之顏色較深且能明顯看出為較

堅硬之頁岩層，故也以 Hoek-Brown 組成律

設定下層岩體的參數。 

 
圖 2 研究區示意圖與現勘照片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圖 3 地電阻二維剖面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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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ults of 2D 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2.2 基線案例(Baseline case)數值模型與地質

參數 

選定基線案例元素網格之模型底長為

260m、模型高度 150m，邊坡深度 100m、河

道寬為 80m，河床深度為 50m，邊坡坡角為

55°，每個元素長度約為 2.5m，如圖 4 所示，

因此假設模型左右邊界節點之滾支承(roller)，

底部邊界節點為鉸支承(hinge)。地層材料方

面，上層為高度破碎頁岩並含有過去土石流

沉積之礫石表層約 35m，但土石流沉積之礫

石表層厚度不易判釋。下層為硬頁岩層，邊

坡兩地質層所夾之傾斜角約為 10°，邊坡模

型與邊界條件設置如圖 4 所示。 

 

 
圖 4 數值模型網格與邊界條件 

Figure 4 The numerical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本研究邊坡數值模型需要參數包括體

積模量(Bulk modulus)、剪力模數（shear 

modulus）、摩擦角(friction angle)、凝聚力

(cohesion)、Hoek-Brown 參數與潛變黏性係

數(viscosity)等，其中 Hoek-Brown 參數意指

影響地質強度指標 GSI (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之𝑚𝑚𝑏𝑏、s 及 a 係數，其關係式可參考

(Hoek et al., 2006)。本研究先以 2014 年 DEM

繪製剖面圖為依據，將邊坡坡度調陡以模擬

舊有邊坡地形，再進行力學分析讓邊坡產生

不穩定區域後，將不穩定區域去除，如圖 5 a

所示，再與 2014年 DEM 剖面比對、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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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形成本研究基線案例之地形與分析網格 （圖 5 b）。 

 

 

圖 5 (a)舊有邊坡力學分析位移量分布     (b)基線案例靜力平衡下之垂直應力分布 

Figure 5 (a) Results of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of previous slope (b) Initial vertical stress 

distributed of the Baseline case 

 

本研究潛變模擬黏（滯）性係數參考

Zabuski (2004)與 F.Bozzano et al. (2013)，參

數如表 1。本研究將上層破碎岩體黏（滯）

性係數指定為 1E +16 (Pa × s)，下層頁岩層

黏（滯）性係數指定為 1E +18 (Pa × s)。基

線案例經指定材料力學參數與潛變黏性係

數後(表 2)，將邊坡模型進行潛變分析，模擬

潛變 10 年後之位移量約為 60cm。 

 

表 1 基線案例潛變參數 

Table 1 Viscosity parameters of Baseline case 

研究者 
 

頁岩

Viscosity 
 (Pa×s) 

砂岩 
Viscosity 
(Pa×s) 

破碎岩體 
Viscosity 
 (Pa×s) 

 黏土 
Viscosity 
(Pa×s) 

土壤 
Viscosity 
(Pa×s) 

Zabuski (2004)    1.2E + 18            1.0E +20 5.0E + 16 1.0E +10 - 
F.Bozzano (2013)    4.0E +20      - 8.0E +15    - 4.0E +12 
本研究    1.0E +18      - 1.0E +16    -  - 
 

表 2 基線案例地質參數 

Table 2 Parameters of Baseline case 
地層地質/參數 Density 

   (kg/m3) 
Bulk modulus  

(GPa) 
Shear modulus  
   (GPa) 

mb s 
 

a 

破碎頁岩體 
(Fractured shale) 

2100        2.0 3.0 1.174 
 

0.0038 
 

0.505 

頁岩體 
(Shale) 

 2700              8.8       4.3 1.670  
 

0.0038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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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mb, s, a 為 Hoek-Brown 組成律參數 

 
2.3 參數分析 

本研究對組成律、地質強度指數與潛變

參數進行參數分析。建置之基線案例為依據

Hoek-Brown (HB) 組成律，本研究加入

Mohr-Coulomb (MC) 組成律進行參數分

析 。 Case 1 為 基 線 案 例 上 下 層 皆 為

Hoek-Brown、Case 2則為上層Mohr-Coulomb

及下層 Hoek-Brown 組成，最後 Case 3 上下

層皆為 Mohr-Coulomb 組成律，並取 A 點坡

頂、B 點邊坡面與 C 點坡址之相對位移量與

整體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做差異分析與探

討，Mohr-Coulomb 參數如表 3 所示。 

本研究透過地質強度指數（GSI）指定

Hoek-Brown 組成律參數，探討岩體強度在強

度強、中、弱情形下之敏感性，參數如表 4

所示。模擬模型 Case 1 為基線案例地質強度

中等(GSI=50)、Case 4 地質強度弱(GSI=25)

與 Case 5 地質強度強(GSI=75)做比較，並對

整體邊坡模型之潛變位移量與剪應變增量

分佈之變化作探討。 

本研究也對基線案例進行潛變黏滯係

數之參數分析，透過改變潛變黏滯係數之大

小，分析邊坡潛變速率，參數如表 5 所示。

模擬分別為 Case 1 基線案例、Case 6 黏滯係

數大(潛變速率降低)與 Case 7 黏滯係數小

(潛變速率增加)做比較，並對整體與特定點

之潛變位移量變化作探討。 

 

 

表 3 Mohr-Coulomb 參數表 

Table 3 Parameters of Mohr-Coulomb 

地層地質/參數 Density 
   (kg/m3) 

Bulk modulus  
(GPa) 

Shear modulus  
   (GPa) 

Cohesion 
(MPa) 

Friction 
angle 
(deg)) 

破碎頁岩體 
(Fractured shale) 

2100        2.0 3.0 0.3 48.0 

頁岩體 
(Shale) 

 2700              8.8       4.3 0.8 44.4 

 
表 4 Hoek-Brown 參數表 

Table 4 Parameters of Hoek-Brown 

案例編號 

 

地層  Cohesion 
  (MPa) 

mb     s 
 

 a 

Case 1 (BL)  
中 (GSI =50)  

上層 
下層 

  3.0E+4/ 
  8.0E+4 

1.670/ 
1.174 

0.0038/ 
0.0038 

0.505/ 
0.505 

Case 4 
弱 (GSI=25) 

上層 
下層 

  1.6E+4/ 
  4.3E+4 

    0.687/ 
0.481 

0.002/ 
0.002 

0.531/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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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5 
強 (GSI=75) 

上層 
下層 

  9.0E+4/ 
  2.0E+6       

4.0/ 
2.866 

0.062/ 
0.062 

0.501/ 
0.501 

 

表 5 潛變參數表 

 Table 5 Parameters of viscosity 

案例編號  
 

  上層

Viscosity(Pa×s) 
   下層

Viscosity(Pa×s) 
Case 1 1.0E+16 1.0E+18 
Case 6 1.0E+17     1.0E+19 
Case 7 1.0E+15 1.0E+17 

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基線案例邊坡模型為基準對

組成律、地質強度指數與潛變參數進行參數

分析。組成律參數分析結果顯示 Case 3 

(MC-MC)位移量為最大，Case 2 (MC-HB)次

之，而 Case 1 (HB-HB)基線案例位移量為最

小，如圖 6 所示。(註：此處的標示，括號內

之英文縮寫分別代表上層與下層的組成

律)。而 A 點坡頂、B 點邊坡面與 C 點坡趾

之相對位移量也呈現 Case 3 (MC-MC) > 

Case 2 (MC-HB) > Case 1 (HB-HB)之結果

(如圖 7 至圖 9)。 

我們觀察出整體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

情形，發現在範圍與深度上也呈現 Case 3 

(MC-MC) > Case 2 (MC-HB) > Case 1 
(HB-HB)之結果，如圖 10 所示。且 Case 3 

(MC-MC) 明顯產生較不穩定之滑動面。分

析結果反應了本研究邊坡係以岩體為主，故

較適用於 Hoek-Brown 組成律。 

 

 
圖 6 邊坡整體潛變位移量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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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 vectors 

 
圖 7 坡頂 A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               圖 8 坡面 B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Figure 7 Comparison of creep      Figure 8 Comparison of creep  

   displacement for Pt . A        displacement for Pt . B 

圖 9 坡趾 C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Figure 9 Comparison of creep displacement for Pt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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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圖 

Figure 10 Distribution of shear strain increment 

 

本 研 究 以 基 線 案 例 邊 坡 模 型 對

Hoek-Brown 組成律的參數做參數分析，透過

地質強度指標（GSI）進行指定。我們設定

地層在強、中、弱情況下（即 GSI=25、50、

75）對於邊坡潛變之影響。分析結果中整體

邊坡潛變位移量呈現 Case 4 (GSI=25) > Case 

1 (GSI=50) > Case 5 (GSI=75)，如圖 11 至圖

13。剪應變增量分佈方面 Case 4 在範圍與深

度上皆大於 Case 1，而 Case 5 因地質強度設

定較強則無明顯剪應變，邊坡相較穩定無潛

在滑動面之生成，如圖 14 至圖 16。以目前

條件設定，模擬 Case 1 邊坡趨於穩定，但若

有其他外力因素造成地質弱化或地質更加

破碎，未來仍有崩塌之可能性。

 

 
圖 11 Case 1 (GSI=50) 邊坡整體潛變位移量圖 

Figure 11 Displacement vectors for GSI=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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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Case 4 (GSI=25) 邊坡整體潛變位移量圖 

Figure 12 Displacement vectors for GSI=25

 

 
圖 13 Case 5 (GSI=75) 邊坡整體潛變位移量圖 

Figure 13 Displacement vectors for GSI=75

 
圖 14 Case 1 (GSI=50) 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 

Figure 14 Distribution of shear strain increment for GSI=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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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Case 4 (GSI=25) 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 

Figure 15 Distribution of shear strain increment for GSI=25 

  

圖 16 Case 5 (GSI=75) 邊坡剪應變增量分佈 

Figure 16 Distribution of shear strain increment for GSI=75 

本研究也對基線案例之潛變黏滯係數

進行參數分析。模擬結果顯示因黏滯係數之

大小會影響潛變速率與位移。故位移量與潛

變深度上 Case 7 (黏滯係數小)> Case 1 (黏滯

係數中等) > Case 6 (黏滯係數大)，如圖 17。

在圖 18 至 20 我們分別以 A 點坡頂、B 點邊

坡面與 C 點坡趾之畫出位移量曲線，也呈現

位移量 Case 7 > Case 1 > Case 6 的結果。黏

滯參數分析結果反應了黏滯係數對於潛變

模擬之重要性。一般分析時如果黏滯係數指

定過小，則邊坡潛變位移可能過大且不合

理。故分析時應該經過多次黏滯係數回饋分

析，確定所指定的黏滯係數合理後，再進行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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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邊坡整體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Figure 17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 vectors

  
圖 18 坡頂 A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圖 19 坡面 B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Figure 18 Comparison of creep      Figure 19 Comparison chart of creep  

   displacement for Pt . A        displacement for Pt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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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坡趾 C 點潛變位移量比對圖 

Figure 20 Comparison of creep displacement for Pt . C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模擬邊坡受力機制與潛變位移

情況，以建置基線案例為基礎，並進行參

數分析，探討組成律、地質材料強度與潛

變黏滯係數等之影響。分析結果亦探討潛

變位移向量與剪應變增量分佈之差異等。 

1. 組 成 律 參 數 分 析 中 發 現

Mohr-Coulomb 組成律在整體與特定

點之潛變位移量方面皆呈現位移量

最大，且潛在滑動面深度較深。而若

指定 Hoek-Brown 組成律，邊坡位移

量最小。 

2. 對於地質強度指標(強、中、弱)進行

參數分析之結果顯示，地質強度較弱

情況下邊坡滑動面明顯產生不穩定，

而地質強度強，則邊坡無滑動面產

生。 

3. 依據黏滯係數之參數分析結果，黏滯

係數低者產生大範圍且深度較深之

不穩定區域。黏滯係數之指定對於邊

坡潛變位移之影響甚大。 

本文對於研究邊坡進行潛變與參數分

析，以 FLAC 數值模擬與參數假設方式，

可供類似本研究之岩體邊坡進行潛變分析

之參考。另外，邊坡崩塌演變過程非單受

潛變力學機制影響而已，建議未來研究亦

可將河道下切與降雨入滲等影響條件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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