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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時域反射技術於同軸電纜受剪動及拉伸作用之反射波形量化分析
林育樞 何學承 陳俊仰 陳毅輝* 蘇苗彬
摘

要

本文應用時域反射技術 (TDR) 於同軸電纜受剪動與拉伸作用下的變位量化之室內試驗，以簡化

模擬埋設於地滑地之 TDR 系統所監測地層滑動的形式和變位量。本研究首先模擬雙重剪動面之同軸電纜受剪
力作用時，其 TDR 反射訊號呈現 V 字效應並以積分面積法量化後，得到其面積與變形量之回歸方程式，其最
大剪動量約 60 mm，故可由量測 TDR 所擷取之反射係數面積經由回歸公式求得相對之剪動量。第二試驗為同
軸電纜之拉伸作用，當同軸電纜破裂時，其 TDR 波形上顯示反射係數大幅上揚，最大拉伸量約 40 mm。

關鍵詞：時域反射技術、地層滑動、TDR 波形量化。

Application of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echnology to
Quantification of Reflected Waveforms on Coaxial Cables
with Shear and Extensio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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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 technology to quantify the deformation of coaxial cables with shear and extension in the laboratory by simulating the type and magnitude of cable deformation in a
landslide. First, the test simulated two sliding planes by shear displacement in the laboratory with a TDR coaxial cable.
Then, a TDR tester interrogated the reflected V-type waveforms of the cable. Subsequently, a quadratic regression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lection coefficient integrals and deformation magnitude. The maximum magnitude of a cable deformation by shearing was approximately 60 mm. Therefore, the changes of the cable’s shear deformation can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second test was an extension with the TDR technology.
The result of reflected waveforms illustra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mplitude of reflection coefficient as the cable
ruptured, and the maximum magnitude of the cable’s extension displacement was approximately 40 mm.
Key Words: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 ground sliding, quantification of TDR waveforms.

一、前

言

阻抗，傳輸線的拉長、縮短、折疊、扭絞、斷裂均會造成傳輸
線性質的改變，而成為電路上的一個不連續點，此時特性阻抗

本文主要研究以室內實驗對於時域反射技術 (TDR) 之

的改變將使得入射能量無法全部的被吸收，而有部份的能量反

同軸電纜線受到剪動及拉伸破壞時，其反射波形之量化分析，

射。由反射電壓位準的不同，則可知道該處的特性阻抗，根據

為模擬地滑地之地層滑動面受到剪力與拉力破壞時，同軸電纜

反射波與入射波時間上之不同，便可得到電纜線上不連續點之

線之反射波形變化與變位量之量化關係，故以室內實驗簡化同

位置 (Dowding and Pierce, 1994)。二、TDR 電纜線變形型式基

軸電纜受力學變化之研究。TDR 主要是利用電磁波的折射與

本可分為兩種，一種為電纜線受到剪力的作用，另一種為受拉

反射現象來找出傳輸路徑中不連續的位置以及特性阻抗；而埋

力作用。此兩種變形型式都有其容易辨別之波形，若電纜線同

設電纜線本身即為一具連續性、可多點量測的感應器。TDR 在

時遭受複合的受力情況時，則必須以室內試驗模擬才可以了解

現地地滑調查的應用上已可取代傳統管內伸縮計等儀器設備，

其變形型式 (Su, 1990)。三、對同軸電纜線所受到的剪動量和

其中在梨山地滑地設置 TDR 以了解其滑動面之位置與變化量，

拉伸量之分析方法，以積分面積法為最佳方式，且其不受多重

其顯示 TDR 量測之滑動面所在深度與地質分層大致吻合，主

反射的影響 (Su and Chen, 1999)。

要滑動面位置存在於強風化板岩層與其他岩層交界處 (Su et
al. 2009)，其現地裝置如圖 1 (Su et al., 2005)。

本研究主要的內容分為兩個部份：一、利用兩個不同變位
量的剪動面來探討其對反射訊號的影響，並將其反射波形以面

TDR 在滑動面位置與變位量之監測，其特性如下：一、

積法量化後，以回歸分析方法可得剪動量與反射係數面積之關

TDR 可以同時處理多點反射情況，定出多個不連續點之特性

係，其室內試驗剪動量量化結果可推求現地地層滑動量的位置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ng 402, Taiwan, R.O.C.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ih82nchu@dragon.nchu.edu.tw

72

林育樞、何學承、陳俊仰、陳毅輝、蘇苗彬：應用時域反射技術於同軸電纜受剪動及拉伸作用之反射波形量化分析

與大小。二、本試驗探討 TDR 同軸纜線受拉伸作用，其波形

伸作用的關係。因此，探討本研究主要探討 TDR 同軸電纜受

變化的影響，經由室內拉伸試驗，了解 TDR 之反射波形與拉

雙重剪動情況下，剪動量與反射訊號 (大小或面積) 之關係。

圖 1 TDR 現場配置示意圖
Fig.1 Diagram of on-site TDR configuration

二、研究方法
當 TDR 監測系統設置於邊坡地層滑動之量測時，主要是
以同軸電纜線作為量測變位的連續性感應器，並藉由電磁波形
推求反射訊號的變化，了解地層的滑動情形 (O'Connor and
Dowding, 1999)。在室內試驗的相關文獻研究中，包括同軸電
纜線長度對反射訊號波形的影響，受不同變形型式而造成反射

圖 2 積分計算方法示意圖 (Su and Chen, 1998)

訊號波形的不同變化 (Su and Chen, 2000)；此外，現地監測之

Fig.2 Capacitance calculated as integration of voltage
drop over time (Su and Chen, 1998)

實際應用部分，得到 TDR 反射係數和剪動變形量、拉伸變形
量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Dowding et al.,2003)，惟相關文獻皆無
表明纜線變形量與 TDR 波形之定量關係式。
電磁波於電纜線行進時，能量將會有某種程度的損失，訊
號在經過長距離的傳輸時，將對於訊號振幅、上昇時間、波形
寬度與解析度等造成影響 (Su and Chen, 1998)，其研究顯示，
當電纜線有多處剪動變形時，不論其變形之大小或是量測端位
置，以積分面積法可得到一定程度之關係 (圖 2)。因此，本文
針對 TDR 反射波形和剪動量及拉伸量間的關係進行室內實驗，
以求得相互之關係式。

1. 室內試驗方法

(2) 同軸電纜線：
當同軸電纜線受剪力或受拉力而變形，鋁製外導體
將會立即發生相對的反應；且於電纜線上造成的永久變
形，當電纜線再度受力時，其變形將不會有回復的現象，
因此可以準確而充分地反映出外力造成纜線之變形情
況 (O'Connor and Dowding, 1999)。本研究所使用的同軸
電纜線規格與力學性質如表 1 所示，其實際照片如圖 3
所示。
(3) 傳力機構：
一組可針對同軸電纜線作多點拉伸與剪動試驗之

(1) TDR 量測反射計：型號 Tektronix Time Domain Reflec-

儀器，如圖 4 所示。儀器基座為長 15 cm、寬 87 cm 之

tometer 1502C (Reflected Pulse: ≦200 ps, Pulse Width: 25

標準平台，其上面共設有兩組完全相同之裝置，可同時

μs, Cursor Readout Range: –2 ft to ≧2,000 ft, Cursor

拉伸與剪動同軸電纜線。每組裝置上有兩個拉伸單元與

Readout Resolution: 0.004 ft)。

三個剪動單元，每個單元由一個滑槽、可移動塊體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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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形體中間為中空圓形的夾具所構成。每個方形體裡
面為中空圓形夾具長均為 20 cm，方形體高為 15 cm，中
空圓形內徑為 10 cm。每組裝置中，外側拉伸單元上之
塊體可沿同軸電纜線方向移動以對固定於夾具內之同
軸電纜線產生拉伸之效果，移動距離最長可達 22 cm；

圖 3 室內實驗之同軸電纜線照片

而內側 3 個剪動單元則可配合控制器與馬達，選擇以電

Fig.3 Picture of a coaxial cable in the laboratory

動或手動方式，個別或同時沿垂直於同軸電纜線方向移
動以產生剪動之效果，移動距離最長可達 24 cm。
表 1 同軸電纜線規格
Table 1

本室內實驗使用波特蘭第 I 型水泥，此種水泥主要
為現地埋設 TDR 所使用的水泥型式，用來使同軸電纜

Coaxial cable specifications
項目

(4) 膠結劑：

線固結於地層當中。

規格 (CTLLCX 7/8” CFC)

內導體

平型銅管

φ9.1 mm

絕緣

發泡聚乙烯

φ22.5 mm

外導體

壓波銅管

φ25.0 mm

外被覆

聚乙烯/低煙無毒聚乙烯

φ28.0 mm

概重

0.67 kg/m

(5) 測微計：
使用兩個日本 Mitutoyo(編號 No.2050F) 之測微計，
最小量測單位可達 0.01 mm，用以記錄拉伸與剪動的變
位量。
(6) 試體模型：
主要是將 5 個抗壓試體模型 (φ10×20 cm 圓柱試體
模型) 組合而成，可供最大長度 100 cm，每個試體模型
可供拆解及組裝，如圖 4 所示。

圖 4 室內實驗之傳力機構 (剪動與拉伸試驗以及測微計安裝情形)
Fig.4 Forc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laboratory (shear and extension tests, and micrometer setting)

本試驗將探討模擬剪動面存在時之剪動破壞時，TDR 經

2. 試驗設計與步驟

接收反射波形後，找出波形與剪動量的關係。所以室內實驗利

(1) 截取一段長約 1.4 m 之同軸電纜線，使其切齊處位於波

用保麗龍在預定剪動的地方施做弱面以簡化模擬地層中之滑

峰，予以去除適當長度內之外部塑膠皮、導體以及絕緣

動面 (如圖 5 所示)，試驗方法說明如下所述：

體部份。
(2) 將已處理好的同軸電纜線，利用防水膠帶將尾端緊密的
纏繞。
(3) 套上固定螺母，將外導體擴孔後鎖上接頭。
(4) 在預定剪動面上，套上保麗龍薄板 (厚度為 0.5 mm) 作
為預設弱面。
(5) 接著，將攪拌均勻的水泥砂漿 (使用波特蘭第 I 型水泥，
水灰比 (W/C) 為 0.3) 徐徐注滿已組立好的試體模型中，
試體長度為 100 cm，靜置 7 天待其完全固結。
(6) 將試體放入已裝置好的夾具中(裝置情形如圖 4 所示)，
在適當位置安裝測微計，用來記錄剪動量的增加情況。
移動傳力機構之兩個剪動單元 (S1 及 S3)，使電纜線發

圖 5 試體預設弱面之剪動情形

生位移而達到剪動的效果，每次剪動量以 2 mm 遞增直

Fig.5 Presetting weak plane in the shear test

至纜線破損為止。
(7) 移動傳力機構之拉伸單元 (T1)，使電纜線發生位移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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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拉伸的效果，每次拉伸量以 5 mm 遞增直至纜線破損

他不同型式關係 (Su and Chen, 1998 and 2000)，其剪動變形與

為止。

反射係數積分面積法間的量化關係確實存在有一良好關係。故

(8) 擷取不同剪動量及拉伸量之 TDR 反射波形數據資料，
並加以處理及分析。

本試驗在已知剪力變位量對纜線進行剪動後，以面積法進行剪
動變位量量化，其分析結果如下：
本試驗在不同位置對纜線進行剪動後，在剪動變形量量化

三、結果與討論
1. 室內實驗之剪動試驗

後發現，S1 位置剪動量的改變，對 S2 剪動面反射波形形狀會
有所改變，在單一剪動面時 (S1 固定為 0 mm)，S2 剪動面之
變形量與反射係數大小確實有良好的關係，但在雙重剪動面發

在剪動試驗結果中顯示，剪動的過程中波形呈現一明顯的

生時，較無規律，S2 剪動面之變形量與反射係數無法達到線

V 字效應遞增，但在同軸電纜線斷裂前，剪動處的波形會隨著

性或二次回歸，在參考相關文獻後，故採用面積積分法作為

剪動量增加而遞減，最後同軸電纜線要斷裂時波形則會先大幅

TDR 波形量化之依據，如下所述。

的上揚，這可能是由於鋁質外殼已經破裂但還未完全斷裂的原

在計算實際剪動量大小時，利用面積積分法計算纜線受

因，而造成剪動處之反射波有所衰減的情形，但如果在持續剪

剪動產生 V 型波形變化所圍成之面積。例如當 S1 剪動量為

動，波形則會形成一開路波形。

0 mm 時，S2 每次剪動量以 2 mm 遞增直至纜線破裂為止 (約

依過去文獻皆曾提出反射係數與位移呈線性、雙線性或其

54 mm 斷裂)，其擷取 TDR 原始波形重疊比較圖如圖 6，其波
形放大圖如圖 7 所示。

圖 6 剪動面之反射係數波形變化圖
Fig.6 Graph of reflected waveform changes on a shear plane

圖7
Fig.7

剪動面之變形位置波形放大圖
Enlarged graph of reflected waveform on a shear plane in a deformati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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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關於雙重剪動面之研究成果，針對 S1 位置剪動量分別

10 mm、20 mm、30 mm、40 mm)，分別可得到 S2 剪動面之反

為 10、20、30、40 mm 時，S2 每次剪動量以 2 mm 遞增直至

射係數面積呈現一致性之正相關趨勢。故本實驗在多個剪動面

纜線破裂為止，最大的剪動量可達 60 mm 左右，其剪動波形

同時發生時，以 TDR 反射訊號之面積積分法與剪動變位量的

變化放大圖如圖 8 所示 (以 S1 剪動面為 20 mm 時的波形放大

關係可以達到顯著之二次回歸方程式。

圖為例)。

2. 室內實驗之拉伸試驗

依據雙重剪動面試驗結果，用面積積分法計算 S2 剪動面
之 V 型波形變化所圍成之面積，得到其反射係數面積與剪動
量有一定程度之關係，其剪動量愈大，所擷取反射波形所圍成
之面積越大，成正相關，故利用統計分析軟體之回歸分析，得
到其剪動量與反射係數面積呈現二次回歸關係，如圖 9 所示，
並可求得剪動量與反射係數面積之回歸方程式如表 2 所示，RSquare 大於 0.99，其中在回歸方程式中 Y 為波形變化之反射
係數面積 (積分面積最大誤差為 0.58 mρ*m，約 8%)，X 為剪
動量。由圖 9 可了解，當固定 S1 剪動面之剪動量時 (0 mm、

本試驗探討 TDR 同軸纜線拉伸對 TDR 反射波形變化的
影響，由於本實驗所採用的同軸電纜在拉伸到 35 至 40 mm 時
纜線外殼已經斷裂，纜線持續拉伸也只造成外殼與絕緣體之間
的相對位移，內導體不再受到拉伸的影響，圖 10 為同軸電纜
受到拉伸時與波形變化的關係，從圖中之波形上可看出纜線因
外殼破裂而大幅上揚的位置有向前移動的趨勢，建議未來可與
現地所量測之 TDR 波形做比較，是否現地有量測到此波形產
生。

圖8

S1 剪動面為 20 mm 時，S2 剪動面之波形變化放大圖

Fig.8

Enlarged graph of reflected waveform on S2 shear plane when the displacement of S1 shear plane was 20 mm

圖9

剪動試驗之剪動量與反射係數面積之關係圖

Fig.9 Grap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ar magnitude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areas for shear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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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拉伸試驗之反射係數波形變化圖

Fig.10

Graph of reflected waveform changes for extension tests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外殼為銅製波浪型環狀之同軸電纜為試驗材料，
並以水泥做為纜線的固結材料，較為符合現地埋設 TDR 之情
況，利用傳力機構設計出不同變形型式和變位量的模擬試驗，
並配合 TDR 量測反射計所擷取之反射波形，藉以探討同軸電
纜受到雙重剪動或拉伸時與 TDR 反射波形之關係，達到波形
數值量化的目的。綜合研究之結果，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與建
議：
1. 從剪動試驗的結果顯示，在雙重剪動面中剪動同軸纜線，其
纜線所承受最大剪動量約 60 mm。藉由同軸電纜波型之反
射係數面積量化，其變位量與面積間有二次回歸曲線之關
係，其 R2 可達 0.99。故可了解不論單一或雙重剪動面試驗，
可由量測 TDR 所擷取同軸纜線之反射係數面積經由此回歸
公式求得相對之剪動量。
2. 從拉伸試驗的結果顯示，當同軸電纜的外殼斷裂時，TDR
波形上顯示大幅上揚且有向前移動之趨勢，其最大的拉伸
量約 40 mm。
3. 本研究在設計室內實驗時，儀器、水泥材料、試驗方法等，
盡可能與現場設置相同，惟現地的條件非常複雜，室內試驗
無法模擬全部情形，建議未來可針對現地其他可能之條件
設計再行研究。
4. 本實驗所採用的同軸電纜在剪動變位量測上有不錯之的成
效，已可量化反射波形與剪動變位量之關係，然而拉伸試驗
受限於纜線本身結構與長度的影響，纜線破裂時之拉伸量
並不大，建議未來可於現地 TDR 量測數據做一比對，更能
了解現地地層滑動的型態與變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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