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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型地聲檢知器 Raspberry Shake 3D 於坡地災害監測之研究
陳欣妤[1]* 黃清哲[1] 陳樹群[2] 趙韋安[3] 楊哲銘[4]
摘

要 本研究應用一量測頻寬為 0.5 – 40 Hz 的新型地聲檢知器 Raspberry Shake 3D (簡稱 RS3D) 量測

人工土石流的地表震動訊號，並與傳統所用的地聲檢知器 (HG-6-B Coil, 量測頻寬為 5 – 175 Hz) 所測到的結
果比較。人工土石流地動訊號監測研究地點位於惠蓀林場蘭島溪土砂運移試驗站，人工土石流主要是藉由開
啟能高大圳閘門，產生水流沖垮堰塞壩而產生。試驗結果顯示 RS3D 可量測到傳統地聲檢知器無法量測到的
5 Hz 以下的地表震動訊號。此外，試驗期間 RS3D 也記錄到一場偶發的區域地震 (local earthquake) 的地表震
動訊號。證明此種新型地聲檢知器 RS3D 在監測區域地表震動訊號的表現上，已突破傳統地聲感測器 (geophone) 的限制。由於低頻訊號隨距離的衰減較高頻訊號慢；因此，相較於傳統的地聲檢知器，RS3D 可提早
偵測到會產生地表震動的坡地災害，如土石流、山崩、落石等，增加坡地災害疏散及應變時間。

關鍵詞：地表震動訊號、土石流、地聲檢知器、Raspberry Shake 3D、區域地震

Application of Raspberry Shake 3D Geophone for Monitoring
Slope Disasters
Hsin-Yu Chen[1]*

Ching-Jer Huang[1] Shu-Chin Chen[2] Wei-An Chao[3]
Che-Ming Yang[4]

ABSTRACT We applied a new geophone, the Raspberry Shake 3D (RS3D), with a measuring frequency of 0.5–40
Hz to detect the ground vibrations produced by an artificial debris flow. Recorded signal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using a conventional geophone with a measuring frequency of 5–175 Hz. The study site was located at the
Landao Creek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Huisun Forest in Nantou, Taiwan. Water from the Nenggao Canal was guided
into Landao Creek to induce a dam breach and generate the artificial debris flow. The test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S3D
can detect ground vibration signals with frequencies lower than 5 Hz, which is beyond the capability of the conventional
geophone tested. Furthermore, during the field test, the RS3D detected ground tremors from occasional local earthquake.
Th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capability of the RS3D for monitoring ground vibrations in its surrounding region. Because the decay of low-frequency ground vibrations is slower than that of high-frequency ground vibrations, the RS3D
can detect slope failures, such as landslides, debris flows, and rockfalls, that generate ground vibrations earli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eophone can. This increases the duration of evacuation and response time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Key Words: Ground Vibration Signals, Debris Flow, Geophone, Raspberry Shake 3D, Local Earthquake

一、前

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並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
賓海板塊交界，長年受到地震與颱風的侵襲，因而產生許多
落石、崩塌與土石流等自然坡地災害。1999 年集集大地震的
發生讓台灣地質更加脆弱破碎，伴隨近年氣候變遷而導致極
端氣候事件加劇，使得台灣在面臨大規模坡地災害的挑戰
上，以災後減災和災前預警為監測目的之坡地災害相關研究

在地表震動 (以下簡稱地動) 監測研究中，地表震動感
測器 (以下簡稱感測器，Ground Vibration Sensors, GVSs) 因
有可遠距 (非接觸式) 監測及連續監測等優點，降低災後相
關監測儀器的復原成本，已廣泛成為坡地災害監測、觀測與
分析的主要監測儀器之一。不同種類的非接觸式感測器如：
地聲檢知器 (geophone)，或稱為地聲感測器 (黃清哲等人，
2005; Berti et al., 2000; Hürlimann et al., 2003; Huang et al.,
2007)、地震儀 (seismometer) (Arattano, 1999; Lavign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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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與光纖感測器 (fiber optic sensor) (Huang et al., 2012)

上選用傳統三軸向地聲感測器 (HG-6-B Coil) 搭載低耗功

都曾被國內外學者應用於偵測土石流所造成的地表震動；亦

率記錄器及 Raspberry Shake 3D，分別簡稱為 G3D 與 RS3D，

有學者藉由室內試驗及現地監測數據探討地動訊號和土石

量測潰壩試驗中人工土石流所產生的地動訊號。潰壩所產生

流運動行為的相關性，例如：土石流地表震幅強度和其流速、

的高含砂量水流，會沖刷河床上的砂石，並於下游開放式水

流量及粒徑有正相關性 (Zhang, 1993; Itakura et al., 1997;

域產生近似於土石流之流態。藉由將不同儀器架設於下游兩

Arattano and Moia, 1999)、透過感測器陣列接收震幅時間差

側河岸，並測試儀器於河道、集水區等區域所測得土石流地

計算土石流平均流速 (Marchi et al., 2002; Huang et al., 2007)、

動訊號之特性。本研究將透過時頻訊號分析，比較與歸納不

土石流流深和振幅峰值有相關性 (Galgaro et al., 2005)。在震

同感測器所記錄到的地動訊號在時頻特性上的差異。

動頻率的特徵上，Okuda et al. (1980) 於日本 Mount Yakedake
的 Kamikamihorizawa Gully 發現土石流波湧的頻率範圍介

二、研究方法

於 10 – 30 Hz，而尾流則為 60 – 80 Hz。Huang et al. (2004)
使用地聲感測器於實驗水槽量得礫石間摩擦所產生的地動

1. 研究區域

訊號介於 10 – 300 Hz，而顆粒間的碰撞則為 10 – 500 Hz。

本研究於惠蓀林場蘭島溪土砂試驗站 (陳樹群等人，

Huang et al. (2007) 使用地聲感測器監測到土石流產生地動

2015) 進行人工潰壩試驗，藉由潰壩洪水於下游開放式水域

訊號的頻率範圍與 Okuda et al. (1980) 發現的結果一致。Feng

產生夾帶壩體砂土及河床砂石的土石流動，達到監測土石流

et al. (2020) 利用加速度計 (Wilcoxon model 731A and 793)

地動訊號之目的。蘭島溪隸屬於南投縣 DF001 土石流潛勢

及空氣麥克風 (ROGA MI-17sw) 探討人工壩體潰決造成邊

溪流，為一天然礫石型野溪，其集水面積為 170.5 公頃，主

坡崩塌量體與地表震動強度之關聯性。

流長度約為 2,792 公尺，平均高程為 1,200 公尺，集水區內

針對土石流災害，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以下簡稱

平均坡度介於 44°~ 45°，而本研究試驗段之坡度為 4°，如

水保局) 於全台灣共設置 21 個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並採

圖 1(a) 所示。潰壩試驗係利用上游能高大圳匯集北港溪上

用雨量門檻值作為山區土石流預警的依據 (詹錢登、李明

游及關刀溪水流，透過排砂道閘門之調控，引流至蘭島溪，

熹，2004)。此種預警系統在 Arattano and Marchi (2008) 的

透過人工壩體堆砌並阻擋河道水流，進行堰塞壩潰壩試驗及

研究中被歸類為事前型預警，主要透過雨量站監測雨量值，

其他土砂運移相關研究。

並根據當地地質條件和長期雨量觀測訂定土石流發生的雨
量門檻值。有別於事前型預警，事發型預警則是利用超音波
水位計、地表震動感測器、CCD 攝像機等儀器監測土石流流
動之影像、水位及地表震動訊號，並對下游可能的保全對象
發出即時警訊。水保局目前在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雖已架設
地聲感測器監測地動訊號並加以分析，但僅止於學術研究，
尚未藉由實際土石流觀測站的監測資料對下游保全對象發
佈土石流警戒。
水保局目前所使用的地聲感測器，其偵測頻寬約介於
10 – 500 Hz，在受限於低頻量測頻率為 10 Hz 的條件下，傳
統定義之土石流地動訊號頻率範圍約為 10 – 150 Hz。然而，
顏利宸 (2014) 使用國內自製的類寬頻地震儀 (Yard Bird)，

圖 1 人工土石流地動訊號監測研究地點。(a) 惠蓀林場蘭島

其可量測頻寬為 0.13 – 120 Hz，於神木村土石流觀測站發現

溪土砂試驗站；開啟能高大圳閘門 (右下角倒三角形)

土石流的前端運移過程會產生 2 – 10 Hz 之相對低頻之地動

產生水流，並於堰塞壩上游蓄水，潰壩後於試驗段 (壩

訊號。由於低頻震波在地表中傳遞比起高頻震波具有相對不

體下游) 產生土石流，最後水砂匯入北港溪。(b) 試驗

易衰減的特性 (Toksöz and Johnson, 1981)，因此若能藉由偵
測土石流引發之低頻震波將有利於提前發佈相關土石流警
戒資訊。在台灣坡陡流急的地形條件下，可望增加下游疏散
應變的時間。
上述前人研究成果顯示，土石流之地動訊號特性與土石
流事件大小、監測儀器設置位置、及儀器類型相關。為了比
較地表震動感測器性能的差異，應在相同的土石流動條件及
儀器設置位置下，進行地表震動訊號的量測與分析。本研究
選定南投縣惠蓀林場蘭島溪的潰壩試驗為研究場址，在儀器

段實驗儀器配置圖
Fig.1 Study site for detecting ground vibrations produced by artificial debris flow. (a) Landao Creek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Huisun Forest; water released from the Nenggao Canal gate (bottom right
corner inverted triangle) accumulates at the upstream of dam. When dam breaks, artificial debris
flow is induced in the test section (downstream
of dam) and eventually it flows into the Beigang
River. (b) Setup of the instruments in the tes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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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成型，體積小且重量輕，可應用在陡峭山區或土石流潛

在過去的文獻中，國內外許多學者藉由地聲感測器的量

勢區域進行地表震動之監測。本研究選用 RS3D 作為主要的

測結果發現土石流前端波湧因為挾帶大量且巨大的礫石，其

地表震動感測器，並透過人工潰壩試驗測試其監測土石流事

產生的訊號可低至 10 Hz (Okuda et al., 1980; Huang et al.,

件的能力。

2007; Kogelnig et al., 2011)。顏利宸 (2014) 使用國內自製的

3. Raspberry Shake 3D 簡介

簡易型類寬頻地震儀 (Yard Bird) 發現土石流前端波湧能夠
產生 2 – 10 Hz 之低頻地聲。由於地震波能量在經過介質傳
遞時，會隨著傳遞距離增加而產生震波振幅值衰減。其中衰
減程度和震波頻率有關，高頻訊號相較於低頻訊號具有快速
衰減特性 (Toksöz and Johnson, 1981)。此外，除了土石流事
件之外，山崩及落石等坡地災害皆會產生地動訊號 (Chao et
al., 2017; Chang et al., 2021)。因此，監測低頻地動訊號除了
可提早偵測到土石流外，對於區域性坡地災害的監測與速報
工作亦有其功用性存在。有鑑於不同監測目的，在儀器上的
選用亦有不同考量。本研究彙整不同種類的地表震動感測器
其可記錄的頻域範圍，如表 1 所示。

Raspberry Shake 3D (RS3D) 是由巴拿馬 OSOP 公司於
2017 年設計開發的新型三軸速度感測器，儀器本身帶有三
軸速度傳感器 (Sunfull PS - 4.5B geophone)、數位轉換器、
阻尼器 (damper) 與內建電腦 (圖 2(a))。三軸速度傳感器可
量測一個垂直向及兩個水平向的速度，透過 5V (2.5 Amps)
的供電及內建 8 Gb 記憶卡儲存訊號數據資料，同時備有內
建校時 (Network Timing Protocol, NTP) 與外接 GPS 天線，
讓儀器於野外架站時的監測時間能夠更穩定且更準確。表 2
為 RS3D 儀器基本規格，因本研究須將 RS3D 架設於戶外，
所以選用有加裝 IP67 等級水密箱的戶外型 RS3D，如圖 2(b)

寬頻地震儀 (Broadband seismometer) 為大家所熟知，

所示，以利儀器在不同的氣候條件下，皆能順利運作且不中

其常應用於地震的監測，如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 (Broad-

斷的監測地表震動訊號；其中外接外部電源、GPS 與網路之

band Array in Taiwan for Seismology, BATS; https://bats.earth.
sinica.edu.tw/)。其儀器優勢為具有高敏感度且可記錄相對低

接線頭亦皆為特製水密接頭，避免儀器於野外架站時受到水
氣、沙塵等外在因素影響其正常運作。

頻訊號的能力，因此其紀錄的地動訊號可能來自四面八方的
各種震動源，例如：車輛行進、大氣環境 (降雨)、海洋行為
(潮汐) 等周遭噪訊，因此在地動訊號分析應用於坡地災害
或土石流事件，相關背景地震學知識門檻較高。另外，寬頻
地震儀造價過於昂貴，不易普及應用於台灣眾多土石流潛勢
溪流域。為了維持一定的監測敏感度與頻寬範圍條件下降低
儀器造價，國內已研發出簡易型寬頻地震儀 (Yard Bird)，但
其非商用儀器 (國內已不再生產)，故無法用來作為本研究
的感測器。水保局經常使用的地聲感測器是美國 Geospace 公
司所製造的地聲感測器 GS-200DX 型，雖然成本及儀器敏感
度符合研究目的，但其偵測頻寬無法達到 10 Hz 以下，不
能滿足監測低頻訊號之需求。
表 1 不同種類地表震動感測器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of various types of ground vibration sensors
寬頻地震儀
庭院鳥
地聲感測器
(Broadband (Yard Bird) (Geophone)
Seismometer)

偵測頻寬
(Hz)

0.0083 – 100

價格
(新台幣)

50萬至60萬 15萬至30萬

0.13 – 120

Raspberry
Shake 3D

10 – 250

0.5 – 40

5萬至6萬

3萬至5萬

0.08

0.6

圖 2 Raspberry Shake 3D 外觀。(a) 室內型 RS3D；一體
成型的機體，可任意移動且架設簡單。透過水平氣泡

重量
(公斤)

1.2 – 3

儀器敏感度
(V/m/s)

1500

3

儀 (bubble level) 檢查量測時儀器是否保持水平，確
保量測之三軸數據資料準確。(b) 戶外型 RS3D；將
RS3D 加裝符合 IP67 的水密箱，可於室內或戶外進行

150

28.8

75

Raspberry Shake 3D (RS3D) 為近年來新上市的地表震
動感測器，由表 1 可知其偵測頻率可低至 0.5 Hz，且儀器單
價較低。此外，RS3D 儀器訊號敏感度相對於地聲感測器也
高出甚多，但其是否適用於集水區及河道等局部區域地動訊
號的監測，尚未有相關的文獻報告。RS3D 儀器與傳統地聲
感測器最大的差別為其感測器與訊號記錄器 (Raspberry Pi)

地表振動監測
Fig. 2 Pictures of Raspberry Shake 3D. (a) Indoor RS3D,
all parts are integrated to one piece to make it
handy for moving and installation. Bubble level
is used to check that the instrument keeps horizontal during the measurement and ensure the
accuracy of measured three-axis data. (b) Outdoor RS3D with an IP67 enclosure, allowed for
indoor and outdoor monitoring of ground vi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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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aspberry Shake 3D 基本規格

償設計可以使可紀錄的低頻位置延伸至 0.2 Hz ~ 0.4 Hz (1

Table 2

gain: ~ 0.2 Hz; 16 gain: ~ 0.40 Hz)，如圖 1(b) 中的紅色三角

Specifications of Raspberry Shake 3D

形所示。

參數

數值

儀器尺寸

160 mm × 90 mm × 90 mm

水密箱標準

IP67

閘門放水，流至堰塞壩上游開始蓄水，於 14:23 時壩體上游

連接源頭

Ethernet (RJ45), Power

水流開始溢頂，並於 14:25 開始潰壩。潰壩後，大量水體夾

工作溫度
儲存裝置
校時
校時品質

-20 – 60
8 Gb or + micro SD card*
Network Timing Protocol, NTP (內建)
GPS timing supported
+/- 10 ms or better @ 100 sps

偵測頻寬

0.5 – 40 Hz

敏感度

75 V/m/s +/- 10% precision

＊若有長時間架站需求，可自行更換容量較大的 micro SD 卡增加儲存資料空
間

4. 實驗儀器配置
此次潰壩試驗係於蘭島溪建構一人工堰塞壩 (圖 1(b)中
的‘Dam’)，該堰塞壩橫跨兩河岸，長度約 28.6 公尺，人工壩

本次潰壩試驗於 2020 年 4 月 18 日約 14:00 自能高大圳

砂流至下游開放水域且水流範圍逐漸變大，於 14:40 時水流
逐漸趨緩，直至河床無水流流動，整場試驗從溢頂到結束約
耗時 30 分鐘。

三、結果與討論
1. 地動訊號分析與低頻訊號偵測
土石流地表震動訊號屬於非穩態 (non-stationary) 訊
號，本研究應用短時傅立葉轉換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進行土石流訊號分析，將長時間訊號切割成數個短時
間訊號 (本研究使用 2 秒窗口長度)，再乘上特定之窗函數
(window function) 後進行傅立葉轉換，以便將一維的頻譜轉

體所用之土方皆來自過去土石流事件所遺留下來的礫石土

換成二維的時頻譜 (time-frequency spectrum)。本研究所使用

砂。本研究目的為利用潰壩水流，於下游開放式水域形成一

之窗函數為 Hamming window，用以降低 Gibbs’s phenomenon

場夾帶壩體砂土及河床砂石的土石流動，透過新型地表震動

(因訊號在窗口邊界上的不連續性導致於頻率域中的振幅譜

感測器偵測土石流動所產生的地表震動訊號，並測試其偵測
低頻訊號之能力。
土石流依固體物質組成分類，一般可分為三種類型，分
別為礫石型土石流、泥流型土石流、及一般型土石流 (或簡
稱為土石流)。不同型態土石流與砂石粒徑分布關係，參閱水
土保持手冊 (2017)。惠蓀林場潰壩試驗為國內近年來固定實
施之人工潰壩試驗 (陳樹群等人，2015)。在與本試驗類似的
2015 年 7 月 9 日的試驗中，陳欣妤 (2016) 利用河床載捕捉
坑 (bedload trap) 收集水流泥砂並做粒徑分析，發現距壩址
22 m 處所捕捉河床載之中值粒徑( D50 ) 為 136 mm；而距壩
址 91 m 處所捕捉河床載之中值粒徑為 74 mm。上述結果顯
示，潰壩試驗之潰決水流可於蘭島溪此一天然礫石型野溪挾
帶上述粒徑大小之砂石至下游；且捕捉坑離壩址愈遠，中值
粒徑愈小。根據不同類型土石流固體物質級配圖可知，參照
水土保持手冊 (2017，土-2) 中之圖 土-1-1-1，2015 年 7 月
9 日的潰壩試驗所產生的土石流動約介於土石流與礫石型土
石流之間。由於本次潰壩試驗與 2015 年 7 月 9 日的潰壩試
驗類似，因此試驗過程中沒有設置河床載捕捉坑進行泥砂粒
徑分析。不過由前次之試驗可知，本次潰壩試驗所產生的土
石流動也應介於土石流與礫石型土石流之間。
本研究將三部 RS3D 感測器 (編號 RS1、RS2 和 RS3)
分別架設於壩體下游河道左右岸 (圖 1(b) 中的綠色方塊所
示)。因水保局目前在監測土石流時皆應用地聲感測器作為
主要監測儀器，故此次試驗在架設 RS3D 處也另外架設地聲
感測器 (編號為 G04、G08 和 G19)，以便於比較兩種感測器
所測得地動訊號在震幅、頻域及其偵測效能上的差異。此型
地聲感測器為印度 HGS 有限公司所製造，型號為 HG-6-B
Coil (G3D)，自然震盪頻率為 4.5 Hz，感測器本身的電路補

上下抖盪的現象)，避免誤判能量譜的主頻帶。本研究將統一
使用能量譜密度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來進行展示
時頻分析成果。PSD 係以地表震動速度之平方 ((m/s)2) 進行
計算，由於土石流事件之能量變化常以量級尺度在改變，為
使繪圖方便，將頻譜能量數值轉換為相對分貝單位 (dB)，其
計算方式如下：
PSD [dB] =10  log10 ( p / po )

(1)

式中 p 為特定時間窗口訊號 (時間序列) 的頻譜能量
值，其單位為 (m/s)2/Hz， po 則為頻譜能量之參考值，本研
究設為 1 (m/s)2/Hz。亦即若 PSD 的 dB 值為正，則土石流事
件之訊號強度大於參考值，反之則小於。最後，將 PSD 強度
轉換成色條圖 (color bar)，如圖 3(b) 所示，紅色代表較強烈
的地表振動，而藍色則相對較弱。
圖 3 所示為潰壩試驗時，右岸測站 RS3 所監測到的垂
直方向 (vertical) 的地表震動訊號及時頻譜，RS3 距離壩體
約 90 公尺，參閱圖 1(b)。當壩體上游蓄水水流開始溢頂時
(14:23)，如圖 3(a) 藍色點線，此時因水流動能不足，尚無法
帶動壩體土砂，RS3 並未偵測到較強烈的振幅強度。至 14:25
時 (圖 3(a) 紅色虛線)，由於壩體上游水流逐漸增強，使得
壩體開始潰決，RS3 開始偵測到強烈振幅，可是此時於頻域
上尚未有低頻訊號的出現。直到約 14:26 潰壩水流動能足夠
帶動大粒徑礫石時，RS3 開始有小於 5 Hz (圖 3(b) 之白色虛
線) 之低頻訊號的產生。此現象不僅證明大粒徑礫石確實會
在撞擊河床或於河床滾動時產生低頻訊號 (Huang et al.,
2004)，也證實 Raspberry Shake 3D 具有偵測低頻訊號的能
力。圖 4 所示為潰壩試驗時，與右岸測站 RS3 同樣位置的
G19 所紀錄到的地表震動訊號與時頻譜。比較圖 3 與圖 4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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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G19 所測到的地表震動速度時域訊號與 RS3 所測到的相

域地震雖非有感地震，但亦有被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紀

似，但在頻域上就無法如 RS3 一樣，明顯呈現出低頻訊號。

錄，其震央為北緯 24.24°，東經 120.96°，位於台中市和平區

主要原因應該是 G3D 地聲感測器之量測頻率範圍為 5-175

內，發生時間為 13:20:53，規模 2.41，深度 3.97 公里。該震

Hz，無法完整地監測到低於 5 Hz 的地動訊號。圖 4 中 G19

央位置剛好位於本次試驗區的西北方，距離試驗區約 8.5 公

頻譜能量主要介於 10-150 Hz，屬於傳統所認知的土石流地

里。此項意外的發現，更確立 RS3D 在監測區域性地動訊號

表震動頻率範圍內。

上的可行性及其能力。RS3D 在低頻訊號偵測的效能也可從

人工壩體潰決時，其潰壩水流因受到下游河床地形地貌

頻域分析上看出，透過低頻訊號不易隨時間與距離衰減的特

之影響，導致潰決洪水絕大部分都往右岸流動。從圖 1(b) 可

性，從地震發生的瞬間，至 RS3D 接收振幅訊號，RS3D 可

知，水流朝右岸流動的方向洽為正北方，因此我們將 RS3 所

即時偵測並記錄低頻訊號。比較圖 7 與之前人工土石流所造

得的南北向 (N-axis) 的振幅與時頻譜結果示於圖 5，以便與

成的地表震動訊號 (圖 3 至圖 6) 可發現，這場地震所造成

垂直向 (Z-axis) 的結果 (圖 3) 作比較。比較圖 3 與圖 5 的

的地表震動訊號，其頻率明顯較土石流所產生的地動訊號

結果可發現，南北向的振幅強度的確較垂直向大。此外，還

低，主要集中在 30 Hz 以下。

可發現潰壩前 (約 14:24) 南北向的地動訊號在 30 – 40 Hz 頻
域上較垂直向明顯，間接證實蓄水水流在壩體上游產生迴水
的現象，表示水流於水平方向的流動與擾動較垂直方向明
顯。陳欣妤 (2016) 探討壩體潰決引發河床載運移及水流的
地動訊號時，也發現類似的現象。在低頻訊號的部分，南北
向的低頻振幅強度也比垂直向強，因水流挟帶土砂大多向右
岸流動，不管是水流撞擊右岸，或是潰壩水流挟帶土砂於河
床之滾動與摩擦，皆是造成南北向之低頻訊號較垂直向顯著
的主要原因。此現象也可讓我們在日後透過同一測站的三軸
方向振幅與頻域分析直接判釋水流流態，乃至其方向性。
因潰壩水流大多流往右岸，我們也分析 G19 所擷取到
的南北向地表震動的訊號，參閱圖 6，並與共站的 RS3 所測
得的結果比較 (圖 5)。為便於比較，圖 6 中的時頻譜的頻寬
也設定在 50 Hz 以下。比較圖 5 與圖 6 可明顯發現 G19 受
限於偵測頻寬，無法偵測到 5 Hz 以下的低頻地動訊號；而
RS3D 對低於 5 Hz 的低頻訊號偵測能力已明顯超越 G3D。
這對於日後在山區坡地、近河道等區域監測地動訊號上，增
添了一項工具，有助於我們更了解土石流地動訊號的特徵。
如前所述，與高頻震波相比，低頻震波在地表中傳遞的
衰減較小，因此藉由監測低頻震波有利於提前偵測到土石
流。不過比較圖 3 與圖 4 及圖 5 與圖 6 可看出，使用 RS3D

圖 3 潰壩試驗時，右岸測站 RS3 所測到的垂直方向 (vertical) 的地表震動。(a) 速度的時域訊號，藍色點線
(14:23) 表示水流開始壩體溢頂，而紅色虛線 (14:25)
表示潰壩開始時間；(b) 時頻圖，白色虛線標示 5 Hz
以下為低頻帶
Fig.3 Ground vibration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recorded by the RS3. (a) velocity time series. Blue
dotted line (14:23) denotes the time when flow
begins to overtop the dam and the red dashed
line denotes the time when dam failure begins. (b)
time-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velocity time series. The white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frequency band that is lower than 5 Hz

(RS3) 所偵測到土石流地動訊號出現的時間與 G3D (G19)
所偵測到的時間一樣，其原因主要為兩種儀器皆架設於離土
石流很近的河岸上，因此兩者皆可量到較高頻的地動訊號。
但是如果儀器裝設位置離土石流較遠，以致於高頻地動訊號
的振幅已衰減到不易偵測的程度。由於低頻訊號衰減較小，
則此時 RS3D 就有可能偵測到 G3D 所偵測不到的低頻訊號，
因此較地聲檢知器提早偵測到土石流的發生。

2. 區域性地動訊號監測能力
本研究在進行人工潰壩試驗前，約 13:21，附近區域突
然發生一強烈的地表震動並伴隨著人耳可聽見的低鳴聲。本
研究亦將該時段所記錄的地動訊號調出，發現 13:20:54 有一
清楚的地表震動訊號，如圖 7 所示。該訊號的振幅型態具有
區域地震振幅之特性 (Chen et al., 2013)，亦即在地震釋放
時，其地動振幅強度即達到最大值，並隨著時間減弱。本次
地震為區域地震 (local earthquake)，並非有感地震，故其震
動時間也較短暫，較強的地表震動訊號只持續約 3 秒。此區

圖 4 潰壩試驗時，右岸測站 G19 所測到的垂直方向的地表
震動。(a) 速度的時域訊號；(b) 時頻譜
Fig.4 Ground vibration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recorded by the G19. (a) velocity versus time; (b)
time-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velocity tim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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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過去受限於地聲檢知器的量測頻寬，導致傳統上認知土
石流所造成的地聲頻率範圍介於 10 – 150 Hz。本研究透過
引進新型地聲檢知器 RS3D，於人工潰壩下游水域產生人工
土石流，測試該感測器監測土石流地表震動訊號的能力，尤
其是在低頻的部分，與區域監測效能。分析結果顯示 RS3D
不僅能偵測到低頻訊號 (< 5 Hz)，監測能力亦不亞於傳統的
地聲感測器 (geophone)。此外，試驗期間也監測到突發區域
圖 5 潰壩試驗時，右岸測站 RS3 所測到的南北向 (N-S) 的

地震的訊號，證明 RS3D 也能夠於集水區等小範圍區域，監

地表震動。(a) 速度的時域訊號；(b) 時頻譜，白色虛

測落石、崩塌等坡地地質災害所產生的地表震動訊號。因此，

線標示 5 Hz 以下為低頻帶

未來在山區坡地防災監測上，多了一項有力的工具與選擇。

Fig.5 Ground vibrations in the North-South (N-S) direction recorded by the RS3. (a) velocity versus time;
(b) time-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velocity time
series. The white dashed line indicated the frequency band that is lower than 5 Hz

RS3D 屬於近幾年才開始發展的新型地聲感測器，目前
在軟體的穩定度上有待加強。本研究的 RS1 測站即因內部
韌體失能，導致該儀器無法有效紀錄地動訊號，這個部分是
較為可惜的地方。但透過另外兩個測站 (RS2 及 RS3) 的資
料，還是充分展現了 RS3D 在區域監測上的成效。RS3D 尚
可透過網際網路持續精進、改善及維護內部韌體，相信在提
升儀器的穩定度後，此種新型地聲檢知器於坡地防災監測上
有其未來性。而其對低頻訊號的偵測能力，也有助於改善土
石流的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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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震動。(a) 速度的時域訊號；(b) 時頻譜
Fig.6 Ground vibrations in the North-South (N-S) direction recorded by the G19. (a) velocity versus time;
(b) time-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velocity tim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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