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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邊坡穩定樁受震行為模擬分析
陳建元* 黃鈞暐
摘

要 本研究使用 FLAC3D 程式，探討邊坡穩定樁各項樁土參數對於穩定邊坡的影響，以剪力強度折減法

計算邊坡安全係數進行靜態分析，及以位移量進行動力分析。分析中以有間隔之排樁進行模擬，觀察土壤-基
樁參數之變化對拱效應現象及邊坡安全係數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樁淨間距 (Sc) 以及土壤強度參數為影響
拱效應現象之關鍵因素，樁淨間距 (Sc) 超過 3m 時拱效應現象會消失如同單樁，土壤摩擦角越大，拱效應現
象越明顯，土壤凝聚力對拱效應現象則不明顯，設計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時，除了考慮土壤性質與材料因
素及地震等因素外，建議採 S/D 值≦2 時有較顯著拱效應。邊坡加樁後可能改變邊坡之破壞型態由深層崩塌
轉換為淺層崩塌，對邊坡之安全係數受崩塌類型影響而可能降低。

關鍵詞：邊坡穩定、樁基礎、拱效應、耐震設計。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 Behavior Modeling
under Seismic Loading
Chien-Yuan Chen

*

Jun-Wei Huang

ABSTRACT
Piles used to stabilize the slope are commonly used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the FLAC3D program i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soil-pile parameters of a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 tha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slope. To calculate the safety factor of the slope, the static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the shear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while the seismic analysis uses displacement. The analysis modeled the changes in pile spacing based on the
effects of arching and the safety factor of the sl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ile’s clear spacing (Sc) and soil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are critical parameters that affect arching. A wider clear spacing (Sc) of pile makes arching
disappear and the pile responds as a single pile. With a larger soil friction angle, arching is more obvious. However,
as soil cohesion increases, arching becomes less obvious. The design of the pile spacing and the diameter ratio (S/D)
i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arching effects. This study suggests S/D≦2 should be used for the design of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s. Such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s could change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lope from a deep
seated landslide to a shallow landslide and the factor of safety of slope reduced.
Key Words : Slope stability, pile foundation, arching effect, seismic design.

一、前

言

樁 (spaced pile wall)，其中型式 (d) 在樁跟樁之間會產生拱效
應 (arching effect) 如圖 2，對樁身的受力行為會有影響。

樁基礎在台灣已經廣泛的使用於支承各種橋梁與高樓等
重要結構物，而在現今隨著經濟發展，用地逐漸發展至山坡地
時，基樁也逐漸用於邊坡的穩定工程，作為阻止或減緩邊坡滑
動的工法之ㄧ。然而，地層與基樁間之互制行為極為複雜，在
難以精確分析的情況下，就會造成基樁的設計不夠安全或是太
過於保守。
邊坡穩定樁也稱抗滑樁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主要用
於需承受大量側向土壤滑動力之處， 如橋墩之基礎、地滑地
區等，而其型式就平面排列而言，可分為四種 (Cornforth,
2005；圖 1)：(a) 切排樁 (tangent pile wall)、(b) 疊排樁 (secant

圖 1 常見邊坡穩定樁排列形式 (Cornforth, 2005)

pile wall)、(c) 交錯排樁 (staggered pile wall)、與 (d) 間隔排

Fig.1 Arrangement types of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s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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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也有許多與邊坡穩定樁相關的研究。葉生祥

有顯著影響的控制參數，依序為樁徑、土壤內摩擦角、樁的位

(2004) 以有限差分法程式 FLAC 分析擋土排樁對邊坡穩定之

置、樁直徑與樁間距之比值和土壤凝聚力。洪于婷 (2010) 利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排樁之設立可抑制排樁以上之邊坡下陷

用程式 UA Slope 2.1 探討邊坡環境因素及擋土樁配置因素對

與位移量，以及下方排樁附近坡面之位移與隆起量，由此可見

於邊坡安全係數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邊坡剖面之幾何形

排樁在抑止邊坡滑動上確實有其成效，且在施作過程中，對開

狀、崩積土層厚度、地下水位高度、鑽掘樁樁徑、鑽掘樁間距、

挖邊坡之影響較少，是合適的邊坡穩定工法。余世龍 (2006)

樁徑與樁間距之比值及鑽掘樁安置位置，皆會對邊坡的安全係

採用擋土排樁做為濱水區邊坡滑動之治理方案，並使用 PC

數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以相同邊坡剖面之幾何形狀做分析

STABLE 6 軟體以極限平衡法做安全係數分析。研究發現，採

時，鑽掘樁安置位置對邊坡安全係數之影響最大。蔡秉欣

用擋土排樁作為整治方式施工後，該研究案例邊坡已呈穩定狀

(2011) 使用三維有限元素分析程式 Plaxis 3D Foundation 進行

態，可肯定擋土排樁對於整治水庫濱水邊坡地滑地確有其適用

邊坡拱效應之數值分析，研究中將荷重折減比值定義為荷重傳

效能。與其他邊坡穩定工法比較之下，擋土排樁對邊坡所造成

遞因子，進行可能對於邊坡荷重傳遞影響較大之參數研究。分

的擾動及生態環境之衝擊較小。

析結果顯示，當土壤凝聚力越大，荷重傳遞因子越大，土壤之

Terzaghi (1943) 進行了一個有活動門設備的試驗，證實了

摩擦角增加，則荷重傳遞因子下降，當樁間距增加時，荷重傳

土拱效應的存在，並且稱這種由於介質的不均匀移動導致應力

遞因子也隨之增加，拱效應現象減弱，當樁安置於邊坡中間

狀態發生改變，引起應力重新分佈，將應力傳遞至附近剛性邊

時，安全係數之提升最為顯著。

界的現象稱為土拱效應 (soil arching effect)。Getzler et al.
(1968) 及 Low et al. (1994) 等人相繼提出拱效應現象在不同

二、研究方法

應用下的解釋，例如，一結構物的底部由樁基所承載，當結構
物表面承受均佈載重時，基礎的撓性會使得基礎上方的土壤產

本研究使用有限元程式 FLAC3D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生應力傳遞的軌跡。將土壤荷重由上方較具撓性的區域傳遞至

2005) 進行數值模擬分析，透過剪力強度折減法求取邊坡之安

兩旁的剛性區域，而此應力傳遞的軌跡會呈現拱形。Kellogg

全係數做為評估。此方法為 Zienkiewicz et al. (1975) 所提出，

(1987) 的研究發現，拱效應現象的形狀，有拋物線形、半圓

主要是對土壤強度參數依比例進行折減，當邊坡達臨界破壞狀

形、圓頂形、三角形等。Adachi et al. (1989) 定義了拱角之範

態時，其強度參數折減程度定義為安全係數。而影響土壤穩定

圍，拱效應區域呈等邊三角形。

性之強度參數為凝聚力 (C) 和土壤內摩擦角 (ψ)，將兩者同

Wang and Yen (1974) 考慮土拱效應來設計抗滑樁，證明

時除以一折減係數 (F_trial) 然後進行分析，經由不斷增加折

了土壤強度參數對拱效應有重要的影響，並提出了極限樁間距

減係數 F_trial，反覆分析直至邊坡達臨界破壞狀態。強度折減

的存在。Hewlett and Randolph (1988) 設計了樁承式路堤，利

公式如式 (1) 及式 (2)。

用樁傳遞了路堤的荷載以減少不均勻沉降；此外，利用間隔排
樁來抵抗邊坡滑動，都是拱效應的應用方式。Bransby and
Springman (1999) 使用有限元素法進行模型試驗，研究樁間距
的影響。Chen and Martin (2002) 使用有限差分程式 FLAC 分
析邊坡穩定樁與土壤之互制關係以及拱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
土壤剪脹角 (dilation angle) 以及界面的粗糙度對拱效應形成
有一定的影響。Yamin and Liang (2010) 藉著剪力強度折減技
巧作一系列參數研究，分析研究結果得到五個對荷重傳遞因子

c_F=c/F_trial

(1)

ψ_F=tan-1 (tanψ/F_trial)

(2)

目前數值模擬邊坡破壞的判斷方式包括以下三種：
1.

數值計算的收斂性 (Ugai, 1989)。

2.

塑性區的貫通性 (Zienkiewicz et al., 1975)。

3.

特徵部位位移的突變性 (欒茂田等，2003)。
本研究使用靜態與動態兩種數值分析方法，靜態分析所採

用的是第一種，動態分析則是使用第二種方式判斷。在靜態分
析中，採用二分法編寫強度折減法 (顏慶津，2006)，即自定
義安全係數上下限值，然後反覆循環計算，直至上、下限值之
差小於臨界值 0.02，此時上下限的均值判定為安全係數。
在單次的計算過程中，須滿足兩個條件：
1.

不平衡力 (unbalance force) 比值小於臨界值 1x10-5。

2.

運算時步 (time step) 超過 3x106 步。
不平衡力比值小於臨界值時，即表示邊坡尚未破壞，反之

則代表邊坡已破壞。運算時以第一個條件為優先，當滿足第一
個條件時，程式即停止計算，並將安全係數下限值增加，開始
新的折減計算，若是第一個條件無法滿足，使運算時步超過設
圖 2 土拱效應示意圖 (Zeng and Liang, 2002)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arching effect around
piles

定值時，程式亦會停止，並將安全係數上限值減少且重新計算。
動態分析則是自行輸入參數折減值，以動力分析計算模式
耦合大變形計算模式，分析坡體在動力荷載作用下發生的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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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然後觀察邊坡塑性區剖面圖貫通與否來判定邊坡是否破

觀察拱效應現象。研究中設計四組案例分析有關樁參數的影

壞，若是塑性區已貫通，則將設定之折減值減少，反之塑性區

響，案例一與案例二樁直徑 (D) 分別為 1.2 m 和 0.6 m，同為

若尚未貫通，則將折減值增加，而塑性區貫通時之最小參數折

針對樁間距與直徑比 (S/D)，改變樁淨間距 (Sc) 來變化其比

減值即定義為安全係數。

1. 數值分析基本假設及條件
本研究主要探討邊坡穩定樁各項樁土參數之影響以及承
受地震力的模擬分析。研究中先設計一邊坡模型，並於邊坡兩

表 1 FLAC3D 使用材料參數
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used in FLAC3D

參數

數值範圍

參數

數值範圍
24GPa

土壤凝聚力

12.38kPa

岩石彈性模數

側加入有間距之圓形直樁，以強度折減法進行邊坡穩定安全係

土壤摩擦角

10-60°

岩石柏松比

0.2

數分析，再加入地震力模擬邊坡穩定樁受震情形。

土壤單位重

20kN/m3

樁長

12.5m
20GPa

以下為邊坡穩定樁模擬中之基本假設：
(1) 假設邊坡土層分為上層土壤下層岩石，且土體為均值等
向分佈，並假設無地下水位面。
(2) 組合律模型上，樁體與岩體採用各向同性彈性模型
(elastic, isotropic model)，其表示材料為均勻的連續體，
應力應變行為呈線性關係。
(3) 土體使用莫耳-庫侖模型 (Mohr-Coulomb model)，即土
壤遵循其破壞準則，岩體及樁體則假設為線彈性材料。

土壤彈性模數

9.6MPa

樁體彈性模數

樁身嵌入岩層比

0.4

樁體柏松比

0.2

界面Kn

106.9MPa/m

界面Ks

106.9MPa/m

界面凝聚力

7.6kPa

界面摩擦角

0

表 2 案例分析與探討內容
Table 2
案例與內容
案例一

2. 數值分析模型的建立
要進行數值分析，首先須建立網格，而網格數的多寡會影

探討內容
案例二

響分析的準確度以及分析所需的時間，所以需要建立精度夠且

探討內容

不耗費太多時間的網格數。圖 3 為 FLAC3D 網格模型圖。本

案例三

研究參考 Liang and Yamin (2010) 使用 ABAQUS 有限元程式

探討內容

分析邊坡穩定樁之樁土參數，在適當範圍內選取需要之參數數

案例四

值，在上層土壤層使用的莫耳-庫侖模型中，需要給予的參數

探討內容

有，體積模數 K(bulk modulus)、內聚力 c(cohesion)、剪力膨脹

Case studies and contents for the analysis
固定參數

變化參數

D=1.2m
Sc=0.6-4.2m
藉由改變樁淨間距 (Sc) 觀察安全係數和拱效應現象之變
化。
D=0.6m
D=0.6m
將樁徑 (D) 改為0.6m分析樁淨間距 (Sc) 對安全係數之影
響，並比較0.6m與1.2m在相同S/D之下的情況。
Sc=1.8m
Sc=1.8m
觀察在樁淨間距 (Sc) 固定之下，樁徑 (D) 的改變對安全係
數及拱效應造成的影響。
S/D=2
S/D=2
探討在相同的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時，設置不同樁徑 (D)
之安全係數及拱效應現象。

角ψ(shear dilation angle)、內摩擦角φ(internal friction angle)、
剪力模數 G(shear modulus)。表 1 為 FLAC3D 所用參數列表。

(a)

在邊界束制上，則是四周分別限制 X 向及 Y 向的速度，底部
是 XYZ 方向全部固定 (fixed)，模型上面設定為自由狀態，並
假設無地下水位面。

3. 邊坡穩定樁模擬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邊坡上層為土壤，下層為岩石，且土
層為均質分佈，並在模型底部加入地震力，以彈塑性摩爾庫倫
材料建立土壤模型，樁體與岩石層則使用各向同性彈性模型，
在邊坡兩側各置入長 12.5 公尺，直徑 1.2 公尺，淨間距 1.2 公
尺之圓形直樁，樁身位於邊坡中點位置，且嵌入岩石土層，並
使用粗糙的樁土界面，假設邊坡無地下水面，以剪力強度折減

(b)

法分別進行靜態與動態分析，並與未安置樁之邊坡進行比較。
惟本研究僅折減土壤之摩擦角與凝聚力，樁土界面之摩擦角與
凝聚力並未同步進行折減
本研究將針對樁對於邊坡穩定之各項影響因素在靜態及
受震情形下進行模擬分析，包括凝聚力、摩擦角、樁直徑、樁
淨間距、樁間距與直徑比等樁土參數，進行一系列相關參數之
研究，並分別模擬黏土及砂土兩種不同土壤性質的邊坡，探討
其拱效應的現象。囿於 3D 邊坡無法從整體材料受應力變化
(彈性與塑性區) 觀察，而邊坡土壤受剪變形後會使土壤從彈
性狀態進入到塑性狀態，因此本研究從樁間變位之位移等值線

圖 3 (a)FLAC3D 網格模型及 (b) 日本神戶地震加速度歷時圖
Fig.3 (a) Finite difference mesh used for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 analysis in FLAC3D and (b)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during Kobe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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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察 S/D 和 Sc 與安全係數之關係，案例三將樁淨間距 (Sc)

比較動態分析及靜態分析之趨勢圖 (圖 5)，發現動態分析

固定，並以五種不同直徑之基樁模擬，分析樁直徑對安全係數

的結果與靜態分析相似，安全係數隨著樁淨間距變大而降低。

之影響，案例四則固定樁淨間距與直徑比 (S/D) 之比值，也

觀察圖 6 發現，各組下邊坡之位移都遠大於上邊坡，表示下邊

就是同時變化樁直徑與樁淨間距，觀察在相同 S/D 之下，不

坡已發生坡壞，拱效應現象也在 Sc=3m 之後逐漸消失。

同樁徑的反應。表 2 為案例分析內容表。
在動態分析，本研究將 1995 年 1 月 17 日日本神戶地震擷

2. 案例二：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之影響

取 10 秒延時以 X 向加速度形式施加在模型底部，模擬邊坡穩

案例二參數改變方式與案例一相同，樁直徑則改為

定樁的受震情形。由於本研究不探討地震波之放大或縮小效應

0.6m，樁淨間距 (Sc) 由 0.3m 變化至 2.1m。安全係數同樣也

對邊坡動態行為之影響，且模擬之邊坡高度不高接近地表，僅

因樁淨間距增加而減少 (圖 7)，另外和案例一相較之下 (圖

以原始之實測地震波進行模擬，並依表 2 的四個案例進行分

5)，樁間距與直徑之比值 (S/D) 相同時，案例二的安全係數

析，圖 3(b) 為所採用地震加速度歷時圖，Amax=0.0181m/sec2。

均高於案例一，結果顯示採較大直徑樁不一定能較採小直徑樁

動態分析之水平位移是指振動結束後之最終位移，且邊坡受震

有較高的邊坡安全係數。圖 8(a) 顯示，隨著樁淨間距增加，

分析前皆要先進行初始應力場計算，並將位移與速度歸零再進

邊坡逐漸從兩間隔樁之間開始產生破壞。

行後續分析。為了減少進行動態分析時的邊界效應，將原本的

動態分析方面，在 S/D 值為 2.5 之後安全係數都為 0.74。

模型稍做修改，將坡頂及坡角至邊界的距離增加至 8m，並在

觀察圖 8(b) 發現，案例二拱效應的形狀非常明顯，S/D=3.5

模型周圍加上自由場邊界。在受震情形下，未安置基樁之邊坡

時拱效應形狀從橢圓形變成三角形之後逐漸減弱，也可看出下

在折減係數為 0.74 時，塑性區貫通整個邊坡，因此判定 0.74

邊坡的位移量高出上邊坡許多；安全係數變化之原因，為邊坡

為無基樁之邊坡安全係數 (圖 4)。

破壞型式的改變，如圖 9 從淺層破壞轉為兩樁間的深層滑動
破壞。

3. 案例三：樁直徑之影響

三、結果與討論

案例三改變樁直徑 (D)，固定樁淨間距 (Sc) 為 1.8m，樁

1. 案例一：樁淨間距對安全係數和拱效應之影響

間距 (S) 會因樁徑 (D) 增加而變大，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案例一之安全係數分析結果安全係數與 Sc 值比較之趨勢

則會因樁徑增加而變小。圖 10(a) 顯示，各樁徑之安全係數變

繪於圖 5，樁淨間距 (Sc) 變化由 0.6m 至 4.2m 時，樁淨間距

化差異不大，樁徑為 1.8m 時安全係數最大，樁徑 3m 時則是

越小，安全係數越高。圖 6 則為案例一之邊坡俯視 X 方向位

最小。由於本研究對安全係數之判定方法為當塑性區貫通整個

移等值線圖，由圖中可觀察到 S/D=2.5、Sc=1.8m 時都還有明

邊坡，因此可能造成在安全係數分析上的差異；同時直徑較大

顯的拱效應現象，之後逐漸減弱，直到 S/D=4、Sc=3.6 時，已

之樁在相同淨間距下要達塑性區貫通整個邊坡時可能造成其

看不出有拱效應的形狀了，在上邊坡 Y 方向水平面上，兩間

他型式之潛在滑動破壞模式，導致安全係數減小。

隔樁之間的土壤位移已與兩側土壤差不多。

樁直徑(D) = 1.2 m

(a)

1.75
1.7
1.65
安 1.6
全 1.55
係 1.5
數 1.45
1.4
1.35
1.3
0.6
(a)

1.2

1.8
2.4
3
樁淨間距(Sc)

3.6

4.2

3.6

4.2

樁直徑(D) = 1.2 m
1.3

(b)
彈性區

塑性區

1.2
安
全 1.1
係
數 1
0.9
0.8
0.6
(b)

圖 4 案例一 (a) 動態分析之無基樁邊坡破壞位移放大圖
(FS=0.74) 及 (b) 邊坡土壤塑性區發展示意圖
Fig.4 Case 1 of (a) failure mode in dynamic analysis
(FS=0.74) and (b) developing of plastic zone in slope

1.2

1.8

2.4

3

樁淨間距(Sc)

圖 5 案例一之樁淨間距 Sc 與 FS 比較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5 Comparisons of net pile spacing and FS for case 1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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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分析方面，觀察圖 10(b) 之結果，樁徑 0.6m 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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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四：樁淨間距與樁直徑之交互影響

係數較低的原因是坡面發生淺層破壞，而樁徑為 1.8m 時靜態

案例四則將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固定為 2，也就是樁直

安全係數最大，但動態安全係數則小於 1.2m 時，當樁間距為

徑 (D) 等於樁淨間距 (Sc)。觀察圖 11(a) 後發現，雖然樁直

1.8m、2.4m 及 3m 時，可發現邊坡土壤從兩樁之間逐漸發生

徑 (D) 增加但安全係數卻降低，應是樁淨間距 (Sc) 也增加

破壞，樁間距增加導致潛在滑動面改變是邊坡安全係數下降之

的關係導致，由此可見樁淨間距之影響大於樁直徑。

原因。因此最佳樁配置間距介於 1.2~1.8m 間。

邊坡傾斜方向

邊坡傾斜方向

(a)

(b)

圖 6 案例一之邊坡俯視 X 方向位移等值線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6 Soil displacement contour in X-direction for case 1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樁直徑(D)=0.6 m

樁直徑(D) = 0.6 m
2.8

0.84

2.6

0.82
安
0.8
全
係 0.78
數
0.76

2.4
安
全 2.2
係 2
數 1.8

0.74

1.6

0.72

1.4
0.3
(a)

0.6

0.9
1.2
1.5
樁淨間距(Sc)

1.8

0.3

2.1

(b)

0.6

0.9
1.2
1.5
樁淨間距(Sc)

圖 7 案例二之 Sc 與 FS 比較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7 Comparisons of net pile spacing and FS for case 2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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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案例四之動態分析結果 (圖 11(b))，發現樁徑 1.2m

在邊坡模型使用上，除了改變土壤內摩擦角和凝聚力外，

在動態分析裡的安全係數高出其它樁徑的組別，推測應是樁徑

其餘參數不變。以改變樁間距的方式，觀察邊坡土壤之位移情

1.8m 至 3m 的間距過大而導致安全係數大幅下降。當樁徑 2.4m

形，分析結果顯示 (圖 12(a))，在黏質土壤樁間距與直徑之比

及 3m 時拱效應現象已消失，邊坡從兩樁之間產生圓弧形破

值 (S/D) 為 1 時，可看出上邊坡土壤有拱效應作用，土壤位

壞。然靜態分析結果之安全係數並未隨樁徑之增加而大幅下

移等值線有明顯的拱型曲線， S/D 為 1.5 時，拱效應形狀則

降，比較圖 6 及圖 8 之相同條件下靜態與動態分析結果，可推

變得較不明顯，在 S/D 等於 2 時從位移圖已看不出有拱效應

測其原因應為地震的震動效應會導致樁間的拱效應較靜態分

的形狀，兩間隔樁之間的土壤變位已與兩旁差不多。
從 (圖 12(b)) 分析結果顯示，在砂質土壤樁間距與直徑

析時大幅降低。

之比值 (S/D) 為 1~2 時，可看出上邊坡土壤明顯有拱效應作

5. 土壤種類之影響

用的情況，有很明顯的拱型曲線，當 S/D 為 2.5~3.5 時，拱效

本研究將邊坡模型上方之土層分別設定為黏質土壤及砂
質土壤兩種土壤，表 3 為所使用土壤參數，並監測基樁坡體土

應形狀則逐漸變得不明顯，在 S/D 大於 4 後則完全沒有拱效
應的曲線了。

壤之位移，觀察不同的土壤性質其拱效應現象之差異。

邊坡傾斜方向

邊坡傾斜方向

(a)

(b)

圖 8 案例二之邊坡俯視 X 方向位移等值線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8 Soil displacement contour in X-direction for case 2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a)

(b)

圖 9 案例二樁徑 0.6m 之動態邊坡塑性貫通區比較 (a) 淨間距 0.3m(FS=0.84)(b) 淨間距 2.1m(FS=0.74)
Fig.9 Comparisons of plastic zone developing during dynamic analysis for case 2 with D=0.6m (a) Sc=0.3m (FS=0.84) (b)
Sc=2.1m(FS=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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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種性質的土壤邊坡安全係數變化趨勢 (圖 13) 做比
較後發現，在相同的 S/D 值之下，黏質土壤邊坡的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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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砂質土壤與黏質土壤之土壤強度參數
Table 3

都比砂質土壤邊坡的安全係數還高，但是隨著 S/D 值的增加，

Parameters of soil shear strength for sandy and
clayey soils

黏質土壤安全係數的下降幅度卻比砂質土壤邊坡大，顯示在黏

參數/土壤

砂質土

黏質土

質土壤裡土拱效應較快消失，與觀察位移圖 (圖 12) 所得之結

凝聚力 (c)

25.5 kPa

60 kPa

摩擦角 (φ)

35.7°

24°

果相同。

樁淨間距(Sc)=1.8m

樁淨間距(Sc)=1.8m

1.58

1

安 1.56
全 1.54
係
數 1.52
1.5

0.95
安 0.9
全
係 0.85
數 0.8

1.48

0.75

1.46

0.7
0.6

1.2

(a)

1.8
樁直徑(D)

2.4

3

0.6

1.2

(b)

1.8
樁直徑(D)

2.4

3

圖 10 案例三之 D 與 F.S.比較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10

Comparisons of net pile spacing and FS for case 2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樁間距與直徑比(S/D)=2

樁間距與直徑比(S/D)=2
1.1
1.05
1
安
全 0.95
係 0.9
數 0.85
0.8
0.75
0.7

2.1
2
1.9
安 1.8
全 1.7
係
1.6
數
1.5
1.4
1.3
0.6

1.2

(a)

1.8
樁直徑(D)

2.4

0.6

3

1.2

(b)

1.8
樁直徑(D)

圖 11 案例四之 D 與 F.S.比較圖 (a) 靜態分析 (b) 動態分析
Fig.11

Changes of pile diameters and FS for case 4 (a) static analysis (b) dynamic analysis

邊坡傾斜方向

(a)
圖 12 土壤邊坡俯視 X 方向位移等值線圖 (a) 砂質土 (b) 黏質土
Fig.12

Soil displacement contour in X-direction for (a) sandy soil (b) clayey soil

(b)

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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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ROC. (in Chinese))
[3] 葉生祥 (2004)，「擋土排樁群於邊坡穩定之力學行為探

四、結 論
根據本研究分析之結果，歸納出下列結論及建議：
1.

在本研究所設定的案例中，樁淨間距 (Sc) 越大，安全係

討」，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論文。(Yeh, S.X.

數則明顯變小。當樁淨間距(Sc)相同時，樁徑 (D) 越大

(2004). Retaining Piles on the Slope Stability,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4] 顏慶津 (2006)，「數值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

等於樁間距 (S) 也越大，但安全係數卻只有些微降低，
代表樁間距 (S) 對安全係數影響不大，樁淨間距 (Sc) 是
影響拱效應之關鍵。
2.

樁間之拱效應會改變邊坡的破壞模式，當拱效應顯著時邊
坡將延較深層處滑動；當拱效應消失時，邊坡土壤將於樁

社。(Yan, Q.J. (2006). Numerical Analysis,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in Simplified Chinese)).
[5] 蔡秉欣 (2011)，「鑽掘樁引致邊坡拱效應之荷重傳遞因

間產生滑動進而轉為樁前的邊坡淺層破壞。
3.

子研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Tsai,

根據不同的土壤狀況，樁間距與直徑比 (S/D) 對邊坡安
全係數的影響也有差異，綜合本研究的案例分析，建議設
計時 S/D 值≦2，且樁徑不宜太大，樁徑超過 1.8m 時，
S/D 值需設計的更小。

4.
5.

土壤摩擦角越大，拱效應現象越明顯，土壤凝聚力越大，

P.H. (2011). Load Transfer Factor Induced by Soil Arching
for Slope Stabilized with Drilled Shafts,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ROC. (in Chinese))
[6] 欒茂田、武亞軍、年廷凱 (2005)，「強度折減有限元法

則拱效應現象不明顯。

中邊坡失穩的塑性區判據及其應用」，防災減災工程學

有多組案例在靜態分析時，相較於未安置樁之邊坡，其安

報，23(3)，1-8。(Luan, M.T., Wu, Y.J., and Nian, T.K. (2005).

全係數都有增加，但是在受震情形下，安全係數卻降低到

“An alternative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slope stability based
on development of plastic zone by shear strength reduction
FEM.” Journal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ngineering, 23(3), 1-8. (in Simplified Chinese))
Adachi, T., Kimura, M., and Tada, S. (1989). “Analysis on
the preventive mechanism of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s.”
Numerical Models in Geomechanics, Numog III, Elsevier,
691-698.
Bransby, M.F., and Springman, S.M. (1999). “Selection of
load-transfer functions for passive lateral loading of pile
groups.”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4, 155-184.
Chen, C.Y., and Martin, G.R. (2002). “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for landslide stabilizing piles.”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9, 363-386.
Cornforth, D.H. (2005). Landslides in Practice, John Wiley
and Sons, Hoboken, NJ.
Getzler, Z., Komornik, A., and Mazurik, A. (1968). “Model
study on arching above buried structures.” Journal of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s Division, ASCE, 94(SM5),
1123-1141.
Hewlett, W.J., and Randolph, M.F. (1988). “Analysis of
piled embankments.” Ground Engineering, 21(3), 12-18.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2005). Fast Language Analysis of continua in 3 dimensions, version 3.0, user's manual.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Kellogg, C.G. (1987). “Discussions-the arch in soil arching.”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SCE, 113(3),
269-271.
Liang, R.Y., and Yamin, M. (2010).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study of arching behavior in slope/drilled
shafts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34, 1157-1168.
Low, B.K., Tang, S.K., and Choa, V. (1994). “Arching in
piled embankments.”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Vol. 120(11), 1917-1937.

幾乎跟無安置樁之邊坡一樣，推測應是破壞模式由深層破
壞轉變為淺層破壞所致，因此在設計時需考慮地震因素之
影響。

[7]

砂質土壤

黏質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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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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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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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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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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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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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間距與直徑比(S/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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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 13 砂質與黏質土壤邊坡之靜態分析 FS 與 S/D 比較圖
Fig.13

Comparisons of statistic FS and S/D for sandy
soil and clayey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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