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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攜式地磁儀探測土石流淤埋設備
周憲德[1*] 黃郅軒[1]

顏宏元[2] 蔡道賜[3]

要 2013 年 7 月 13 日中度颱風蘇力侵台，所挾帶豪雨於苗栗三義火炎山誘發土石流，並沖毀設置於

摘

一號坑溪溝左岸的土石流監測儀器箱。土石流在岸外淤埋深度超過 2.5 m，掩埋範圍超過 100 m2。因鐵質儀器
箱會造成地磁場局部範圍之變化，本研究團隊於 2015 年 2 月 16 日- 4 月 6 日間經人工挖掘，並應用可攜式地
磁儀進行探測，觀察各次磁力探測所得磁力異常圖之變化。儀器所埋位置之熱點為地磁差值梯度變化劇烈處
以及地磁差值靠近零線區位，並據此推估挖掘土方之範圍，本次探測結果證實地磁計可有效應用於小範圍地
下埋設鐵箱設備之探測。挖掘坑邊壁的粒徑分布則顯示礫石型土石流在堆積過程具有基質支撐及含泥量高等
特性。

關鍵字：可攜式地磁儀、磁力異常、地表下探測、土石流。

Applying Portable Magnetometers to Detect Buried Instruments
After a Debris Flow Event
Hsien-Te Chou[1*]

Chih-Hsuan Huang[1]

Horng -Yuan Yen[2]

Tao-Ssu Tsai[3]

ABSTRACT A debris flow triggered by 575 mm of rainfall over a 24-h period during Typhoon Soulik on July 13,
2013 buried debris-flow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e gully 1 catchment at Houyenshan, Miaoli, Taiwan. The buried
depth and covered area exceeded 2.5 m and 100 m2, respectively. Portable magnetometers were later deployed to detect
a buried iron instrument case, and manual excavation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11 to April 6, 2015. The ge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t spots for the buried equipment exhibited both a high geomagnetic gradient and a null
value on the magnetic anomaly contour map.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in the excavated pit indicated that the gravelly debris flows were both matrix-supported and muddy during the deposition process.
Key Words: portable magnetometer, magnetic anomaly, subsurface prospecting, debris flow

一、前

言

器箱掩埋。依災後現勘，該場土石流在一號坑溪溝溪床淤積
逾 3 m, 左岸堤後之最厚堆積深度約 2.5 m,長寬範圍則各逾

火炎山集水區位於三義鄉和苑裡鎮的交界，南臨大安

10 m (圖 2)。由於現地監測箱含影像、次聲及地聲等監測設

溪，屬第四紀礫岩頭嵙山層，其岩層主要由厚層礫石組成，

備記錄該場土石流之歷程，實屬珍貴，故完整找回此監測站

間夾薄層砂岩或泥岩。礫石層之膠結力弱，經風化、侵蝕、

內儀器箱實為重要。惟設置監測站之地點屬生態保育地，且

崩塌作用易形成陡峭山壁及崖錐，暴雨期間常發生土石流，

挖掘重機具無法到達，故於 2013 年 7 - 8 月間進行人工挖掘，

並於谷口產生礫石堆積扇。火炎山因特殊之地質及地形特色

並以可攜式金屬探測器輔助判定儀器可能掩埋位置。然金屬

被劃為自然保留區，本研究團隊於 2006 年起於火炎山一號

探測器之有效探測距離約僅 0.3 m， 現地最大卵礫石直徑可

坑設置土石流現地監測站，以觀察及分析礫石型土石流之運

達 0.5 -1.0 m，挖掘坑達 2 m 深時仍無法確定遭掩埋儀器箱

動特性 (周憲德等，2015)。

位置，故探測作業暫停。

2013 年 7 月 12 日中度颱風蘇力襲台，苗栗三義地區之

鐵質儀器箱之材質有干擾局部地磁場之特性，故可攜式

24 小時累積雨量 (7 月 12 日 18:01 至 7 月 13 日 18:00) 達

地磁儀常用於探測地下含鐵質金屬構造物。火炎山屬自然保

575 mm(圖 1)。豪大雨於三義火炎山誘發了大規模土石流事

留區，監測站周遭無過多干擾地磁之鐵質金屬物質，再加上

件，並將本研究團隊設置於一號坑溪溝左岸的土石流監測儀

地質類型較為單純，以高精度之可攜式地磁儀進行鐵質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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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可能掩埋位置之探測具可行性。本研究團隊於 2015 年 2

變化，終於找到儀器箱。 此一探勘方法及作業過程可提供

月 16 日- 4 月 2 日間繼續進行人工挖掘，並應用二部可攜式

相關坡地監測設備之設置作業及災後遭掩埋鐵質金屬設備

地磁儀進行探測，觀察各次磁力探測所得地磁差值等值圖之

探測之參考。

Typhoon Soulik - Sanyi station (Houye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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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3 蘇力颱風三義站雨量資料 (2013/07/12 18:00- 2013/07/13 18:00)
Fig.1 Rainfall histogram of Typhoon Soulik at Sanyi Station

圖 2 2013 蘇力颱風前後火炎山一號坑溪溝地貌 (圖中小紅框標示儀器箱位置)
Fig.2 The pre-event and post-event channel and terrace of Gully 1, Houyenshan. Miao-Li.

二、探測儀器與方法

nT (陳俊榕，2012)。造成局部地磁值差異之因素有: 物體形
狀、地質結構與材質、深度、地形等。本次挖掘範圍高程差

地磁場分佈可將地球視為一個磁偶極子 (magnetic di-

約為 0~4 m，故高程影響變化甚小。鋼鐵材質之儀器箱易造

pole)，其中一極位在地理北極附近，另一極位在地理南極附

成小範圍地下磁感率變化造成約有數十至百 nT 之磁力異常

近，此兩極產生的磁場即為地球磁場，其在地表的強度範圍

現象特性 (Breiner，1973)。

介於 24,000~66,000 nT(nanoteslas, 1 gauss= 100,000 nT) 之

本 文 探 測 儀 器 採 用 加 拿 大 GEM 公 司 所 生 產 型 號

間。台灣的地磁場介於 44,000~46,000 nT 之間，且台灣地磁

GSM90F 之磁力儀進行探測，其主要特性為：(1) 解析度為

場觀測大多於平地進行，高程差 100 m 之地磁差值約為 2.3

0.1 nT，精確度為 0.2 nT，量測範圍 20,000 ~ 120,000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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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樣頻率最高為 1 次/每秒，因此該地磁儀之精度足夠應
用於範圍較小之區域進行磁力異常點之探測。

化，以突顯局部地磁之細微變化。
本文於中央大學校園進行簡易之地磁差值 (即磁力異

Breiner(1973) 提出磁力相減法並以地磁差值等值圖零

常值) 測試及驗證，在中大草坪中放置一與火炎山儀器箱同

線位置以及地磁差值梯度變化最為劇烈之位置為地下鐵值

材質及尺寸之鐵製箱子 (0.6 m(H)x0.6 m(L)x0.4 m(W)) (圖 3

金屬構造物之所在。 磁力相減法為同時量測相近水平兩點

中 (0,0) 處)。以南北及東西方向各佈線 5 m，使用兩具可攜

(其一為測點，另一為固定參考點)的地磁力，並將兩點磁力

式地磁儀，分別為量測組與對照組，其中對照組設於固定位

數據值相減。此法可將測點的觀測值，扣除主要的地球磁場

置，而量測組則沿佈線位置進行各點位之量測，如圖中紅色

(理論磁力值) 理論磁力值、地球磁場每日的變化 (日變化修

點位。兩具地磁儀同步進行量測，將各點之量測值與對照組

正)、地球磁場隨時間的變化(時間修正)、高程落差甚劇地區

之值相減可得地磁差值，接著進行地磁差值等值圖 (磁力異

之磁場變化 (高程修正)、儀器修正後可得剩餘磁力 (residual

常圖) 之繪製，如圖 3c 所示。 由圖 3 可知儀器箱之放置點

magnetic map) 或是磁力異常圖 (magnetic anomaly map) 主

為地磁差值接近零線位置 (圖 3c 中紅線) 以及該位置南北

要源自地下地質或構造物所造成的磁力異常效應 (陳界宏，

端為地磁差值梯度變化劇烈之處 (正負最大值約各達 250

2005)。 磁力相減法的優點有： (1) 將約 44,000~46,000 nT

nT)。

間之地磁變化縮減範圍至 1,000 nT。 (2) 扣除整體磁場的變

圖 3 中央大學校園之鐵箱磁力測試及磁力異常圖
Fig.3 The test of portable magnetometers and magnetic anomaly contours at NCU campus

三、探測結果與地磁差值推算
經上述驗證磁力相減法可有效判定鐵箱位置，本研究團
隊於火炎山現地之儀器箱探測及挖掘作業亦循上述磁力相

m，災後地面高程則為-1.5 m。如圖 5b 所示，磁力相減法於
2 月 11 日所測得地磁差值範圍界於-72~75 nT 之間，根據地
磁差值梯度變化劇烈以及零線位置可粗估掩埋點約介於
(3.0,1.2) 以及 (5.0,0.8) 之間。

減法進行。 2015 年 2 月 11、16、27 日，3 月 12、19 日，4

本團隊於 2015 年 2 月 16 日~ 4 月 2 日間，持續於座標

月 2 日共 6 次進行現地磁力探測與挖掘工作。在挖掘前、後

(3.0,1.2) 及 (5.0,0.8) 間向下挖掘，其歷程如圖 6 所示。前三

皆進行佈點制定座標並且以雷射測距儀及標尺量測地形變

次挖掘後地形與地磁之量測成果如圖 7 所示。 2 月 16 日地

化，並移除地表可能影響地磁探測之金屬等物質。於儀器箱

磁差值範圍介於-68~31 nT 之間、2 月 27 日地磁差值範圍介

可能埋設位置之周遭地表以二組可攜式地磁儀同步進行探

於-122 ~ 40 nT 之間、3 月 12 日地磁差值範圍介於-323~16

測，磁力探測對照組與量測組如圖 4 (b)、(c) 所示。災前儀

nT 之間。經觀察地磁差值梯度變化劇烈以及地磁差值零線

器箱之位置定為原點 (x=0, y=0)，x 和 y 座標分別為朝南及

位置所推估之掩埋點仍介於(3.0,1.2)以及 (5.0,0.8) 之間，變

朝東方向。當日挖掘後地形如圖 5a 所示，圖中各點為地面

動並無大。各次之磁力讀數有逐漸增加之趨勢，因此推估挖

及坑內之磁力量測點位置，固定高程參考點位於堤岸旁相思

掘土方之移除，使量測時可攜式地磁儀愈接近儀器箱，導致

樹上新設 CCD 位置 (z=0.3 m)，災前儀器箱底部高程為-2.5

磁力所受之異常影響增大，故判定挖掘方向正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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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 人工挖掘坑現況 (b) 現地對照組 (c) 現地量測組(2015/02/11)
Fig.4 (a) The excavated pit (b) base magnetometer (c) target magnetometer

(a) 0211地形圖

(b) 0211磁力異常圖

圖 5 挖掘坑周遭之 (a) 地形圖及 (b) 磁力異常圖 (2015/02/11)
Fig.5 The ontour maps of (a) ground elevation and (b) magnetic anomaly (2015/02/11)

圖 6 2015/02/27~04/02 挖掘坑現況
Fig.6 the process of the excavated pit during2015/02/27~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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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216 地形圖

(b) 0216磁力異常圖

(c) 0227 地形圖

(d) 0227磁力異常圖

(e) 0312 地形圖

(f) 0312磁力異常圖

圖 7 挖掘坑周遭之地形圖 (a,c,e) 及磁力異常圖 (b,d,f)(2015 年 2 月 16 日~3 月 12 日)
Fig.7 The contour maps of ground elevation(a,c,e) and magnetic anomaly (b,d,f)(February 16 –March 12, 2015)

本團隊於 2015 年 4 月 2 日，移除一長徑約 0.8 m 之大

理如圖 11 所示。

石後發現遭掩埋的儀器箱，如圖 8(a) 所示，儀器箱上、下顛

當覆土深度達 1.5-1.8 m 時，儀器箱位置各點之地磁差

倒顯示已翻滾過。圖 8(b) 為儀器箱撬開後內部情況，箱內

值介於±10 nT 間。 隨著覆土深度減少，各點之磁力差值範

有大量泥水土侵入，但未充斥整個箱內。圖 8(c) 則為量測儀

圍明顯增大，覆土深度為 0.5 m 時，各點之地磁差值則介於

器取出後之現況，資料擷取卡及錄影機原位於儀器箱中、上

-100-40 nT 間。儀器箱出露時 (覆土深度為 0)，地磁差值則

層，因翻滾過程位於下方，故硬碟及磁卡已被泥水浸潤。當

介於-320-60 nT 間。此時最大負地磁差值-320 nT 為儀器箱

日地形及地磁之量測結果分別如圖 9 所示，儀器箱之位置位

東北側 (B3)，最大正地磁差值 60 nT 則為儀器箱西南側

於圖 9 a 座標 (4.5,1.0) 處，高程約-3.8 m (地表高程約-1.5

(B1)，儀器箱中心點之地磁差值為-140 nT。火炎山儀器箱出

m)，即土石流將箱子從原點 (0,0) 運移水平距離 4.6 m，埋

露時，北側最大負地磁差值及中心點地磁差值與中大校園鐵

深則為 2.3 m。當日地磁差值範圍介於-192~49 nT 之間，而

箱測試值 (圖 3c) 相近。南側 (B1,B4) 地磁差值則明顯偏

發現儀器箱之位置地磁值約為 20 nT。

小，其原因為挖掘坑由北向南推進，當儀器箱出露時，儀器

2015 年 4 月 6 日將儀器取出後儀器箱周遭之地形與地

箱南側坑壁之覆土深度仍有 2.3 m (圖 6d) 所致。

磁之量測，如圖 10 所示。其中儀器箱四個角落分別為 B1~B4

儀器出土後，儲存資料之記憶卡及硬碟因長期浸泡泥水

點位及中心點 B5，該五點之地磁差值介於-313 nT(B3) ~60

中，無法讀取此場土石流之相關訊號。故日後為保全野外現

nT(B1) 之間。為了解儀器箱覆土深度對地面測點地磁力的

地監測資料，如能利用雲端即時傳送應可提高取得資料之安

影響, 將歷次挖掘後，上述五點磁力值隨覆土深度之變化整

全性。另儀器及資料擷取設備應一併考量防水與散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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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可能將監測站佈置於土石流影響範圍外。挖掘坑之深度

撐 (matrix support) 及含泥量高等特性 (見圖 6 及圖 8)，若

約 2.5 m, 由坑溝邊壁之粒徑分布及儀器箱內之泥漬可知火

僅由災後地表顯露之光滑卵礫石堆積型態 (圖 2c)，則易誤

炎山較大規模之礫石型土石流在堆積過程中仍具備基質支

判為水石流所致。

圖 8 土石流淤埋儀器箱挖掘後現況 (a) 儀器箱正面上下倒置 (b) 儀器箱內部情況 (c) 量測儀器現況
Fig.8 The buried steel container (a) the front side (upside down) (b)inside (c) injured data logger

(a) 0402地形圖

(b) 0402磁力異常圖

圖 9 埋設現場之地形圖與磁力異常圖 (2015/04/02)
Fig.9 The contour maps of (a) ground elevation and (b) magnetic anomaly

(a) 0406地形圖

(b) 0406磁力異常圖

圖 10 埋設現場之地形圖與磁力異常圖 (2015/04/06)
Fig.10

The contour maps of (a) ground elevation and (b) magnetic anomaly (2015/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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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儀器箱磁力異常值與埋深關係圖 (2015/04/06)
Fig.11

The magnetic anomaly as a function of buried depth at equipment co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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