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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排水條件/滑移速度條件下高嶺土之摩擦特性探討
李羿葦 楊哲銘 董家鈞*
摘 要

本研究探討滑移速度和排水條件對高嶺土摩擦係數之影響。使用高速旋剪試驗儀，以正向應力 1 MPa、

滑移速度 10-6~1 m/s 進行旋剪試驗，量測浸水高嶺土視摩擦係數，排水條件可分徑向排水與單、雙向排水。結
果顯示徑向排水 (較接近不排水) 試驗在任何滑移速度下，穩態摩擦係數較單、雙向排水試驗結果為低，且徑
向排水試驗於試驗前期 (<200 秒)，摩擦係數將先降至一低點後再逐漸上升。當剪動速度達 1 m/s 時，三種排
水條件之試體均由較低速情況下之位移強化轉化為位移弱化。本研究推論這些現象與不同排水條件、不同剪
動速度造成之不同超額孔隙水壓累積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潛移邊坡轉化為加速滑移可能會與滑動面排水條
件有關，邊坡位移速率監測管理值之訂定可能也有必要考慮滑動面排水條件。

關鍵字：超額孔隙水壓、滑移速度、摩擦係數、高嶺土。

Fri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Kaolin Clay Under Different Drainage
Conditions and Shear Speeds
Yi-Wei Lee

Che-Ming Yang

Jia-Jyun Do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s of shear velocity and drainage conditions on the strength
of kaolin clay. A low to high velocity rotary shear apparatus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appa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wet kaolin clay under a normal stress of 1 MPa. The shear velocity ranged from 10-6 to 1 m/s. The drainage conditions
include radial, single and double drainage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a lower strength for the radial drainage condition
(close to the undrain condition) than the ones measured under single drainage test conditions covering the whole velocity spectrum. Notably,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dropped rapidly in the early stage (<200 s) of radial drainage condition
but increased gradually, which can be related to the excess pore pressure dissip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relevant to the study of large landslides, from creeping tuning to catastrophic failure.
Keywords: Excess pore water pressure, shear speed, friction coefficient, kaolin clay/kaolinite.

一、前

言

豪雨或地震誘發岩塊高速滑移，經常造成生命財產之重大
損失。然而，與其他任何形態之山崩一樣，滑動面之強度隨時

而遠距之災難性事件過程，不斷的變動。因大型岩體滑動之啟
動與運動、堆積特性，關乎於大型岩體滑動潛勢 (susceptibility)
與災害 (hazards)，因此，了解大型岩體滑動面之強度特性變化，
即成為大型山崩防、減災研究之關鍵課題。

間之變化仍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舉例而言，草嶺地區於歷史

至於那些山崩容易發展成災難性快速滑移事件，Fell et al.

紀錄至少發生五次滑動 (Hung et al., 2002)，根據集集地震後

(2007) 曾整理出重要之影響因素，其中順向坡類型之山崩，重

之地形資料，草嶺順向坡殘坡坡度為 14°，所以滑動面抗剪摩

要因素之一，即為滑動面抗剪尖峰摩擦角必須大於殘餘摩擦角，

擦角必須要大於 14°，歷年已發生滑動之岩體，才能個別於無

而殘餘摩擦角必須小於順向坡層面傾角。也就是說，若順向坡

誘因發生之期間停在滑動面上，然而受豪雨或地震誘發後，這

層面夾有層間斷層泥，則斷層泥之摩擦係數隨位移與速度變化

些滑動岩體最後堆積之位置，卻需要遠低於 14°之抗剪摩擦角

即是順向坡滑動發生潛勢與災害評估之關鍵因素。

方能抵達。以 1999 年集集地震誘發之滑動為例，抗剪摩擦角

斷層之摩擦特性，為斷層力學研究領域中核心問題之一，

需降低到 8.5°(Tang et al., 2009) 或 6°(Kuo et al., 2009) 才能形

經過諸多之研究與討論，已獲致相當之成果 (如 Dieterich,

成災後之堆積體位置分佈。小林村山崩為另外一個滑動面坡度

1979; Tsutsumi and Shimamoto, 1997; Marone, 1998)，這些重要

遠大於堆積視摩擦角的鮮明實例 (Kuo et al., 2011)。顯然，許

研究成果亦已紛紛引用至地震現象之解釋。相對而言，討論順

多大型岩體滑動之滑動面強度，將隨觸發事件之發生、滑動之

向坡滑動面摩擦特性之相關研究較少，雖然文獻中不乏利用塊

啟動 (initiation)、移動塊體之加速 (acceleration) 轉變為快速

體 法 (Slide block method) 並 引 入 狀 態 與 速 度 相 依 摩 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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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nd velocity-dependent friction law)，以模擬大山崩之移

擦係數高，顯示含水量與剪動速度均可能影響山崩滑動面強度。

動特性之論文 (如 Helmstetter et al., 2004; Dong et al., 2009)。

根據前人研究，滑動面材料於不排水條件下受剪力作用導致超

然而，誠如 Hungr and Evans (2004) 所言，欲以高速剪動造成

額孔隙水壓變化之行為，可能是控制邊坡滑動速度的調節器

摩擦係數下降解釋長距離山崩，仍亟待實驗證明。Tika and

(如 Skempton, 1985; Iverson, 2005)。

Hutchinson (1999) 利用室內環剪 (ring shear) 實驗方法決定山
崩滑動面黏土質粉岩 (clayey siltstones ) 摩擦係數，結果發現
於 0.5 MPa 正向應力條件下，當剪動速度由 400 增加至 6200
mm/min(約 0.007~0.1 m/s)，強度將降低約 50%。然而，此一正
向應力與剪動速度都未達大型順向坡滑動之規模 (正向應力
>1 MPa、速度>1 m/sec)。最近，開始有學者利用旋轉剪力試驗
儀 (High-velocity rotary shear)，進行山崩滑動面試體摩擦試驗
(Miyamoto et al., 2009; Yano et al., 2009; Ferri et al., 2010; Yang
et al., 2014)，結果證明，山崩滑動面材料之摩擦係數，受剪動
位移、速度以及正向應力影響，旋轉剪力試驗儀有機會為遠移
距大型順向滑動研究開啟新頁。
根 據 斷 層 材 料 旋 剪 試 驗 行 為 觀 察 發 現 (Hirose and
Shimamoto, 2005)，若於滑動面產生能克服其尖峰摩擦係數
( p ) 之驅動力，致使塊體開始滑動，隨著滑動速度與位移量
持續增加，滑動面間之摩擦係數會降低接近某穩態值 (  ss )，
此一現象可稱之為滑動面摩擦係數的「滑動弱化」。滑動弱化
現象可利用速度位移相依摩擦律 (velocity-displacement dependent friction law) 加以描述 (Mizoguchi et al., 2007; Togo et
al., 2009)：







v 

 (d , V )   ss (V )   p   ss (V ) expln 0.05 d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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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式 (3) 各項參數定義詳見圖 1(a) 所示。式 (1) 中
塊體位移及速率相依之摩擦係數  d, V  為位移 d 及滑動速
率 V 的函數，  p 為尖峰摩擦係數，穩態摩擦係數  ss V  為
滑動速率 V 的函數， Dc 為尖峰摩擦係數與穩態摩擦係數間差
值衰退 95%的位移；式 (2) 中  ss

v

為滑動速率趨近無窮大

的穩態摩擦係數，而 V c 為滑動速率弱化參數；式 (3) 中  n 為
正向應力，a-e 均為常數。若正向應力為定值，則 Dc 可簡化表
示為式 (4)：

  m s 

Dc V  ( m )  a  V b

圖 1 速度位移相依摩擦律，(a) 滑移弱化；(b) 滑移強化
Fig.1 Velocity-displacement dependent friction law, (a)
Slip-weakening; (b) Slip-strengthening

然而，高速環剪試驗排水條件不易控制，因此，關於邊坡
(4)

排水速度對材料摩擦特性之影響相關研究較少。當邊坡原先以

其中 a 與 b 為常數。圖 1(b) 顯示位移強化曲線，一般而

緩慢的速度潛移，受到地震震動或雨水入滲造成移動速度增加

言，土壤或岩石於低速情況下其行為較接近位移強化，隨著剪

後，可能進一步產生超額孔隙水壓，超額孔隙水壓累積是否足

動速度增加，其行為會慢慢轉變為位移弱化。

以造成滑移面強度下降、以及排水速度快慢是否足以影響超額

許暢軒 (2016) 整理不同斷層或山崩滑動面材料於不同

孔隙水壓之消散，是本研究擬探討課題。

剪動速度條件下之摩擦試驗結果，蒐集之試驗結果包含尖峰摩

本研究擬進行不同剪動速度下、不同排水條件之高嶺土旋

擦係數、穩態摩擦係數及滑移弱化距離等三項參數，其中乾、

剪試驗，排水條件主要利用改變上、下夾具透水性進行試驗，

溼條件下土壤與岩石材料穩態摩擦係數繪製於圖 2，由圖 2 可

試驗過程試體將浸泡於水中，以模擬山崩滑移面位於地下水位

發現剪動速度大幅影響穩態摩擦係數。大致上，由慢速至快速

面以下之真實狀況。希望透過試驗結果可以對山崩由慢速潛移

剪動，摩擦係數先增後減。另外，乾的材料強度比濕的材料摩

轉化為快速運動之機制，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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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斷層或山崩滑動面材料於不同剪動速度條件下之穩態摩擦係數 (W 為含水量)
Fig.2 Steady state friction coefficients of gouges and rocks under different shear velocity (W: water content)

二、試驗方法
1. 試驗設備

2. 使用試體、不同排水條件夾具設計與試體製備
本研究之試體為高嶺土，高嶺土為含鋁的矽酸鹽黏土礦物，
其 95%以上顆粒粒徑小於 0.005 mm，由阿太堡實驗測得之液

本研究使用中央大學低速-高速摩擦旋剪試驗儀 (Rotary

性限度為 62%，塑性限度 28%，塑性指數 34，依照統一土壤

shear low to high velocity frictional testing machine)(圖 3) 進行

分類法屬於高塑性黏土 (Clay of High Plasticity, CL)，本研究

旋剪試驗。本儀器於試驗前可設定之試驗條件為正向應力與轉

之試體製備為浸泡於水中 24 hr，使高嶺土接近飽和，試驗前

速 ， 正 向 荷 重 施 加 範 圍 最 大 可 至 10 kN ， 馬 達 轉 速 可 由

以實驗條件之正向應力壓密至軸向位移不再有變化，量測高嶺

1.5×10-3 至 1500 RPM，於試驗過程中對正向應力、正向位移、

土壓密後之含水量為 30~40%。

扭力、旋轉速度、角度與圈數進行即時監測和記錄，由於實驗

以往旋剪試驗，使用完全不透水之圓柱合金，為改變排水

條件包含低速至高速滑移，為了使資料點於高速剪動下有足夠

條件，本研究設計使用透水合金 (圖 4a) 為試驗夾具。透水與

精細之擷取連續性，因此剪切速度大於 0.1 m/s 之實驗以 1000

不透水圓柱合金直徑均為 24.97 mm，高度均為 20 mm。旋剪

Hz 為取樣頻率，其餘實驗採用 100 Hz 之取樣頻率。

試驗試體製備如圖 4 (b) 所示，以兩圓柱合金 (可能為透水或
不透水) 夾住泥樣並使用鐵氟龍環 (Teflon) 作為襯套以防止
泥樣於試驗過程中濺出。製作流程如下：
(1) 依照實驗需求選取合適排水條件的圓柱合金，圓柱合金
可分成透水與不透水，排水條件可為雙向排水 (DD)、單
向排水 (SD)與徑向排水 (RD)。(圖 4c、d、e)
(2) 使用不透水圓柱合金 (鈦合金) 時，以 80#碳化矽 (SiC )
和水研磨與泥樣接觸之端面，製造粗糙面。使用透水圓
柱合金 (銅合金) 時，本身透水端與泥樣接觸面已有粗
糙度，無須研磨粗糙面，放置濾紙避免泥樣阻塞透水石
孔隙即可。
(3) 使用研磨機進行鐵氟龍環裁切製作成包覆襯套，其高度
約 16 mm，內徑約 24.80 mm，鐵氟龍環為防止試驗進行

圖 3 中央大學旋轉剪力低速-高速摩擦試驗儀
Fig.3 Rotary shear low to high velocity frictional testing
machine

時，泥試體於旋剪試驗時飛濺溢出。
(4) 取用高嶺土 1 g 乾粉，填裝高嶺土於兩圓柱合金間，並
以鐵氟龍襯環包覆，形成厚度約 2 mm 之夾泥層，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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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水中浸置 24 hr。

因此可得實驗設計之定正向應力與定滑移速度下之摩擦係數

(5) 安裝壓克力水槽於高速旋剪試驗儀，確保實驗過程持續
處於浸水環境，將步驟 (4) 試體置入高速旋剪儀中。

隨剪動距離之變化。實驗在進行時，下端圓柱合金體雖然不動，
但持續因上端圓柱合金旋轉而受力，因此透過扭力測計隨實驗

(6) 樣品設置完成後，以實驗所需的正向應力 (  n ) 壓密高

進行可量測下端圓柱合金所受之力，此力即為實驗材料隨實驗

嶺土，待軸向位移趨於平緩 (約 30~120 min)(依壓密曲

進行時所受到的剪力，經過簡單的運算 (受力/圓柱圓面積) 可

線可判定試體是否飽和)。

得剪應力，而剪應力與正向應力之比值即為視摩擦係數  (所

(7) 設定該實驗所需的滑移速度，進行旋剪試驗。

謂視摩擦係數指的是其既非排水亦非不排水條件下之摩擦係

(8) 試驗後將鐵氟龍環襯套卸下，將高嶺土試體置於 60°C 之

數，超額孔隙水壓對摩擦係數之影響間接反映於該量測值中)。

烘箱中烘乾，並量測含水量 ( W )。

請注意，本研究之剪應力尚未扣除鐵氟龍環與夾具間之摩擦力，

(9) 本研究之旋剪實驗所使用泥餅為直徑 24.97 mm、厚度約

因此呈現之摩擦係數值將略為高估。

1~2 mm，高嶺土試體顆粒粒徑遠小於泥餅尺寸，可避免
受到尺寸效應影響。

三、旋剪試驗結果
以下分兩節介紹高嶺土旋剪試驗剪動速度以及排水條件
不同對摩擦係數隨位移變化趨勢的影響。所有試驗，正向應力
均維持 1 MPa。

1. 單向排水、不同滑移速度條件下之試驗結果
固定排水條件為單向排水，改變旋剪速度從 10-6~1 m/s，
在不同速度範圍時，摩擦係數和軸向位移隨著剪位移改變而改
變。由圖 5 可發現，摩擦係數僅在旋剪速度為 1 m/s 時呈現隨
滑移距離增加而弱化的趨勢，其他旋剪速度之摩擦係數對滑移
距離增加皆呈現位移強化趨勢；旋剪速度為 10-2~1 m/s 時，剪
動初期均呈現剪縮，當滑移距離達 0.5~1 m 時由剪縮轉變成剪
脹，旋剪速度為 10-2、1 m/s 之剪脹約維持滑移距離 1 m，之後
圖 4 (a) 可透水圓柱合金，(b) 旋剪試樣組裝，(c) 徑向排水
夾具，(d) 單向排水夾具，(e) 雙向排水夾具，(f) 徑向
排水實驗消散路徑 (虛線)，(g) 單向排水實驗消散路徑
(虛線)，(h) 雙向排水實驗消散路徑 (虛線)
Fig.4 (a) Porous and impermeable holders. (b) Specimen
of the rotary shear test. (c)-(h) Radial drain, single
drain and double drain specimens

旋剪實驗為上端圓柱合金旋轉，下端圓柱合金固定不動，
實驗進行時實驗材料互相滑移，滑移速度隨著不同半徑位置而
不同，Tsutsumi and Shimamoto (1996) 在設計旋剪儀時，使用
式 (5) 定義出剪動圓面上之等值滑動速度 Veq 。
2
2
4R (router
 router rinner  rinner
)

3(router  rinner )

(5)

其中 R 為旋轉速度 (rpm)， router 和 rinner 分別為圓柱合金
之外內徑 (mm)，本研究使用實心圓柱合金 ( rinner  0 )，故將
式 (5) 轉換為式 (6)。
Veq 

2
4Rrouter

3router

驗結束。大剪力位移之剪縮現象可能與高嶺土逐漸擠入鐵氟龍
環與夾具間有關。
另外，根據圖 5 可發現，排水條件為單向排水時，穩態摩
擦係數  ss 從大約 0.4( Veq =10-6 m/s) 上升到大約 0.5( Veq =
10-3 m/s)，當 Veq =10-1 m/s 時  ss 仍大約為 0.5，最後  ss 在 Veq
=1 m/s 時下降到大約 0.25。

2. 相同滑移速度、不同排水條件下之試驗結果

3. 資料處理

Veq 

持續剪縮至實驗結束 (圖 5)，僅 10-1 m/s 之旋剪速度剪脹至實



4Rrouter
3

圖 6 顯示滑移速度為 10-6 m/s~10-3 m/s、排水條件為單、
雙單向排水與徑向排水之穩態摩擦係數隨剪位移之變化趨勢。
當滑移速度為 10-6 m/s(圖 6a)，三種排水條件試體其穩態摩擦
係數差異不大 (0.33~0.39)，顯示此一剪動速度，剪位移超過數
個 mm 後，三種排水條件均無超額孔隙水壓累積。不過，徑向
排水試驗 (排水最不易的條件) 於位移距離小於 0.2 mm(時間
<200 s) 時，摩擦係數是隨剪位移增加而下降的，當位移大於
0.2 mm(時間>200 s) 後摩擦係數則開始增加，最終則與其他排
水條件之摩擦係數相差不大，顯示徑向排水條件之試體於試驗
過程仍有超額孔隙水壓累積。
當剪動速度為 10-5~10-3 m/s 時，其試驗結果 (圖六 b~d)
與圖 6a 類似，僅有徑向排水試體摩擦係數有先降再昇之趨勢，

(6)

旋剪實驗進行時，正向應力與滑移速度在旋剪試驗過程中
保持定值，所有試驗正向應力固定為 1 MPa，等值剪動速度則
是控制變因。試驗獲得的兩項重要參數為摩擦係數與剪動距離，

其他兩種排水條件摩擦係數均屬位移強化。除圖 6d 外，單、
雙向排水條件穩態摩擦係數 (0.4~0.5) 均略大於徑向排水試
驗值 (0.3~0.4)。相當有趣的一點，圖 6 徑向排水試驗摩擦係
數最低點發生時間均大約為 200 秒，稍後將針對此特徵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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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摩擦係數、軸向位移與滑移距離之關係圖，(a) 旋剪速度為 10-2~1 m/s，(b) 旋剪速度為 10-6~10-3 m/s
Fig.5 Friction coefficient, axial displacement, and shear displacement under shear velocity of (a) 10-2~1 m/s; (b) 106~10-3 m/s

圖 6 不同排水條件之摩擦係數、軸向位移與滑移距離之關係圖。(a) 滑移速度 10-6 m/s，(b) 滑移速度 10-5 m/s，(c) 滑移速度
10-4 m/s，(d) 滑移速度 10-3 m/s
Fig.6 Friction coefficient, axial displacement, and shear displacement under shear velocity of (a)10-6 m/s; (b)10-5 m/s;
(c)10-4 m/s; (d)10-3 m/s

圖 7 顯示滑移速度為 10-2 ~1 m/s、排水條件為單、雙向排

其穩態摩擦係數仍屬位移強化，另外，由圖 6、7 可發現，剪

水與徑向排水之穩態摩擦係數隨剪位移之變化趨勢。由圖 6 以

動速度為 10-4~10-1 m/s 之單、雙向排水條件下穩態摩擦係數值

及圖 7a~b 顯示，當滑移速度小於等於 10-1 m/s，單、雙向排水

變化不大，約為 0.5，較徑向排水實驗之摩擦係數值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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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剪動速度達 1 m/s 時，三種排水條件均產生出位移弱化現象，
顯示達此剪動速度後，三種試體內均可能累積超額孔隙水壓，
並導致視摩擦係數下降。事實上，當剪動速度大於 10-2 m/s 時，
縱使單向排水試驗也可看到視摩擦係數小幅下降之趨勢 (圖
8a~c)，推測可能與有少量超額孔隙水壓累積有關。

圖 8 (a)、(b)、(c) 分別為圖 7(a)、(b)、(c) 之實驗數據於滑
移距離 0~2 m 放大圖
Fig.8 (a), (b), (c) is the zoom in plot of Figs. 7(a), (b), (c) in
the range of 0-2 m

圖 7 滑移速度 10-2~1 m/s，不同排水條件之摩擦係數、軸向
位移與滑移距離之關係圖。(a) 滑移速度 10-2 m/s，(b)
滑移速度 10-1 m/s，(c) 滑移速度 1 m/s
Fig.7 Friction coefficient, axial displacement, and shear
displacement under shear velocity of (a)10-2 m/s;
(b) 10-1 m/s; (c)1 m/s

四、討論
1. 穩態摩擦係數受剪動速度之影響
排水條件為單向或雙向排水時，試驗結果類似，表示試驗
條件下，單向雙向排水速度已經夠快，以致於兩類排水條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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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累積超額孔隙水壓。以單向排水為例 (圖 5)，當剪動速度

根據此一簡單計算，可概略了解，單、雙向排水實驗之排

上升，  ss 從 0.39 ( Veq =10-6 m/s) 上升到 0.51 ( Veq =10-3 m/s)，

水速度較徑向排水試驗快了 2 個數量級，因此推測，除了 1 m/s

當速度大於 Veq =10-1 m/s 時，摩擦係數  ss 隨速度增加快速地

之剪動速度外，摩擦係數未隨剪位移增加而下降之趨勢，可能

由 0.5 下降到 Veq =1 m/s 時之 0.26。此一結果與圖 2 文獻資料
蒐集所得穩態摩擦係數隨速度變化先上升至最大值後快速下
降之趨勢相當一致。
Skempton (1985) 研究顯示，穩態摩擦係數在慢速滑移
(<1.6×10-3 m/s) 的實驗中，不會隨著滑移速度的改變而有太大
的變異，圖 5 實驗結果與其相似。Ferri et al. (2011) 之室乾

與超額孔隙水壓均能快速消散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由圖 6 與
圖 7 可見於剪動初期 (徑向排水試體摩擦係數下降階段)，徑
向排水實驗之軸向壓縮量大多小於雙向與單向排水實驗之壓
縮量，此一結果顯示徑向排水試驗初期可能有超額孔隙水壓累
積。少數例外可能與鐵氟龍環和圓柱合金間的縫隙密合度難以
控制每次相同有關。
另外，根據圖 6 可發現，徑向排水實驗之摩擦係數皆在約

Vaiont 滑動面材料之趨勢為穩態摩擦係數從 0.4 ( Veq =10-6 m/s)

200 秒時掉落至一低峰值，然後摩擦係數開始回升。依照式 (7)

爬升到 0.8 ( Veq

Veq =1 m/s 掉落至 0.1 與 0.2

計算，徑向排水實驗約在 140 秒後可消散 90%超額孔隙水壓，

之間，雖然 Ferri et al. (2011) 之試驗條件為徑向排水 (傳統試

因式 (7) 假設超額孔隙水壓為瞬間累積，然而實際試驗過程

驗條件)，實驗結果還是與本計畫單向或雙向排水條件所得類

超額孔隙水壓累積應非瞬間產生一固定值，而是緩慢增加，故

似，推測 Ferri et al. (2011) 之室乾 Vaiont 滑動面材料含水量

摩擦係數由低峰值回升時間略大於式 (7) 計算結果尚稱合理。

偏低，因此超額孔隙水壓累積值不大。

因此，本研究推論徑向排水試驗之摩擦係數低峰值，應為消散

=10-2 m/s)，最後在

另外，Ferri et al. (2011) 指出，滑移速度從 10-6 到 10-2 m/s
使得摩擦係數上升之趨勢，可能為材料中的水分散失 (蒸發或

不及之超額孔隙水壓降低了有效正向應力，而使摩擦力下降，
而導致視摩擦係數下降。

被黏土礦物吸收)。由於本研究之實驗處於浸水環境，水分並

至於剪動速度達 1 m/s 之試驗結果，三種排水條件均

不致於發生蒸發消散，因此推論水分散失原因較可能為被黏土

產生摩擦係數下降之現象，除了利用超額孔隙水壓累積與消散

表面吸收 (Moore and Lockner, 2007)。至於速度大於 Veq =10-1

相對速度解釋以外，可能還受到溫度之影響。許多研究顯示，

m/s 摩擦係數隨速度增加快速下降之趨勢，則有許多學者進行

高速剪動造成斷層或山崩滑動面材料溫度上升，可能產生熱增
壓效應，因而造成材料摩擦係數快速下降，而產生位移弱化以

相關討論，在此不加以贅述。
請注意，本研究之剪應力尚未扣除鐵氟龍環與夾具間之摩
擦力，因此呈現之摩擦係數值將略為高估。後續研究將進行鐵
氟龍環與夾具間之摩擦力率定。

及速度弱化現象。旋剪速度為 10-2~1 m/s 時，剪位移達 0.5~1
m 時由剪縮轉變成剪脹，推測可能即與溫度上升有關。因本研
究未直接量測試體溫度，故並無證據說明剪動速度達 1 m/s 之
試驗結果，究竟是孔隙水壓累積與消散相對速度之影響還是熱

2. 排水條件不同對試驗結果影響的機制探討

增加效應，抑或是兩者共同效應，因此溫度之影響仍需後續研

高嶺土試體於剪動過程中，可能因剪縮而產生超額孔隙水
壓，若排水速度快過於超額孔隙水壓生成，則試驗結果接近排
水 (Drain) 條 件 ， 量 測 獲 得 之 摩 擦 係 數 則 接 近 排 水 強 度

究加以證實。

3. 對潛移型山崩轉為快速移動山崩之隱示

(Drain strength)，相對而言，若排水速度遠較超額孔隙水壓累

若不考慮山崩滑動面材料長期弱化之影響，根據本研究結

積慢，則摩擦係數較接近不排水強度 (Undrain strength)。因此，

果，可推論滑動面上下排水條件為潛移型山崩轉為快速移動的

孔隙水壓累積與消散速度是影響摩擦係數量測值之關鍵。若假
設高嶺土超額孔隙水壓累積與剪縮率 (體積應變/剪位移) 成
正比，且不同剪動速度剪縮率不變，則超額孔隙水壓累積速度
將與剪動速度成正比。
另一方面，瞬間增加一固定值之超額孔隙水壓所需消散時
間，可根據 Terzaghi (1925) 所提出的單向度壓密理論 (式 (7))

Cv  t
Hd

上下岩盤排水良好 (如板岩區潛移滑移帶上下岩體較破碎時)，
則滑動面因剪位移而累積之超額孔隙水壓易於消散，故要讓這
類潛移型山崩轉為快速移動，外在誘因 (如降雨或地震) 需要
夠強，使得位移速度大到足以讓摩擦阻抗 (摩擦係數) 降到比
下滑力更低時，潛移型山崩才可能轉為快速移動。請注意，根
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山崩開始增速時，摩擦係數會先增加，也

加以計算。

T

重要因素。若滑動面受長期剪動而產生的泥層較薄，且滑動面

因此，要讓滑動面上下排水良好的潛移型山崩轉化為快速運動

(7)

並不容易。
相對而言，滑動面上下排水條件不佳的潛移型山崩，轉為

其中 T 為排水程度 (-)， Cv  102 (cm2/s) 為高嶺土壓密

快速移動就比較容易，例如山崩滑移沿層間弱面滑移，滑移面

係數(Retnamony and Mehter, 1998)， t 為壓密時間 (s)， H d 為

上下為相對完整岩體，不利於超額孔隙水壓消散。當潛移型山

排水路徑長度 (mm)。根據圖 4(f)、(g)、(h) 中顯示之不同排

崩開始位移，滑動面即開始累積超額孔隙水壓，造成摩擦阻抗

水條件之排水路徑，可計算本研究不同排水條件下，消散某固

下降，可能引發移動速度增加，並造成超額孔隙水壓進一步累

定瞬間增加超額孔隙水壓 90%所需之時間，分別為雙向排水：

積。值得注意的是，徑向排水試驗摩擦係數可以降到 0.2(抗剪

0.6 秒、單向排水：1.3 秒和徑向排水：140 秒。

摩擦角~11°)，隨速度增加至 1 m/s，摩擦係數最低點可以進一
步下降至 0.1(抗剪摩擦角~6°，如圖 7c)。雖然，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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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剪位移增加，超額孔隙水壓消散速度可能開始快過累積速

六、誌謝

度，然而，若速度增加導致強度下降效應較強，則可能產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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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Positive regulation)，進而促使潛移型山崩轉化為快速滑
動。特別是當滑動速度得以促使溫度效應產生熱增壓時，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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