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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區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之水位洩降面推估
林德貴[1] 黃郁博[1]
摘

要

朱家勁[2]*

本研究採用三維數值方法及經驗方法，針對坡地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工程，進行定水頭補注情況

下之穩態排水分析，並推算地下排水後之地下水水位洩降面。採用數值方法計算之水位洩降面高度與 Crenshaw
& Santi(2004) 經驗方法求得者相當吻合。正規化補注率乃影響地下水水位面洩降型態之重要參數，其僅為集
水管打設間距及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之函數。集水管設置於透水性較佳之地層或集水管打設間距較小時，其
降低並維持水位處於安全深度位置之能力較高，排水強度也較大。

關鍵詞：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正規化補注率、地下水水位洩降面。

Estimation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Due to Subsurface
Horizontal Drains for Large Landslides
Der-Guey Lin[1]

Yu-Po Huang[1]

Eugene Choo[2] *

ABSTRACT Using 3-D numer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ethods, this study performed a series of steady-state
drainage analyses under a constant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 to estimate the groundwater drawdown attributable to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for large landslides. The levels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calculated through
the numerical method and through the empirical method, as proposed by Crenshaw and Santi (2004), coincided. The
normalized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 is the most crucial parameter influencing the drawdown pattern of groundwater
levels and is alternately related to the spacing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the groundwater constant head boundary at the
upper slope. The horizontal drains will promote drawdown and will maintain the groundwater level at a safe depth
under a larger drainage intensity if they are configured with a smaller spacing and are installed in a permeable soil
stratum.
Key Words: Horizontal drain, Subsurface drainage, Normalized recharge rate, Groundwater drawdown surface.

一、前

言

大規模崩塌區坡地內大量孔隙水是邊坡不穩定之主要

1960; van Schilfgaarde et al., 1956; De Zeeuw-Hellinga, 1958)，
其適用於較單純之地層條件及工程施作情況，可藉由簡易排
水方程式來迅速求解集水管排水後之水位洩降面。然而，現

肇因。採用橫向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以下簡稱集水管)

地複雜的坡面地形、非均向 (anisotropic) 或異質 (heteroge-

來進行地下排水 (subsurface drainage) 已被證實為一種有效

neous) 含水層地質材料、以及不規則的集水管配置方式等因

的邊坡穩定工程措施。在工程實務中集水管普遍配置於坡

素，排水方程式在工程實務上之運用將有相當的限制。另者，

地，以降低土體中或破碎岩體不連續面上之孔隙水壓提高其

數值方法 (Cai et al., 1998; Rahardjo et al., 2002, 2003, 2012;

剪力強度，進而改善坡地之穩定性。集水管工程設計，首應
評估坡地達到預期穩定狀態 (或預定穩定性安全係數) 時，

Eberhardt et al., 2007; Tacher et al., 2005; Matti et al., 2012; Lin
and Liu, 2017; 林德貴等人，2018) 雖能模擬大規模崩塌區之

所對應之地下水水位洩降面 (以下簡稱水位洩降面)。隨之，

集水管排水及水位洩降行為，但除了計算所需要之前處理及

再決定欲達成該水位洩降面所需之集水管配置 (Urciuoli

建模工作相當龐大繁瑣外，亦需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來執行

and Pirone, 2013; 林德貴，2018)。因此，在集水管配置施作

模擬演算，方能獲得良好的分析成果。配合比對滲流排水數

前，預先推估其在長期排水運作後之水位洩降面，實有其必

值 模 擬 之 水 位 洩 降 面 計 算 成 果 ， 並 檢 視 Crenshaw &

要性。水位洩降面之推估可採用經驗方法 (排水方程式) 或

Santi(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所提之經驗方法排水方程

數值方法 (滲流排水模擬) 來進行。經驗方法中包含：穩態

式，探討其在大規模崩塌區進行集水管地下排水時，對於水

排水方程 (Hooghoudt, 1940; Donnan, 1946; Ernst, 1962, Shin,

位洩降面之預測推估能力以及必要注意事宜。

1989; Tsao et al., 2005) 及暫態排水方程 (Dumm,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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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hheimer, 1930) 假設地下水具有相互平行之水平流線，
並將二維輻射流簡化為一維水平流。事實上，上述簡化之水

橫向集水管排水方程式 (以下簡稱排水方程式) 主要是

流型態僅發生於集水管很貼近其下方不透水層之情況。

由農地灌溉相關學術研究發展而來，其重要假設條件為：在

Hooghoudt (1940) 所提之排水方程式乃是基於上述簡化條

無窮延伸之平緩 (坡度10 %) 或水平含水層中，打設無限

件推導求得。若集水管遠離其下方之不透水層，則地下水流

長水平 (無仰角) 且平行之集水管，來進行農地之集排水行

之滲流線將往集水管呈輻射收斂之流入狀態 (輻射流線)，而

為分析。上述農地排水方程式在發展進程中，除了提供豐富

不再呈水平流線，如圖 2(a) 所示。當地下水以輻射流線 (流

的集水管排水計算公式外，亦對爾後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

線長，水力坡降小) 流入集水管時，由於有額外的水頭損失，

法之創新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由於農業排水方程式，在

因此輻射流線之滲流水較水平流線 (流線短，水力坡降大)

坡地集水管排水實務運用上有諸多限制。因此，Crenshaw &

者不易流入集水管，最後將形成較高的水位面。因此為了將

Santi(2004) 及 Cook et al.(2012) 考慮了坡地之地形特性以

二維水平與輻射混合流簡化為一維水平流 (地下水較易流

及集水管之實際配置狀況，來推導較適用於坡地排水工程實

入集水管)，乃虛設一假想不透水層位於真實不透水層上方，

務之集水管排水方程式 (或坡地排水方程式)。雖然橫向集水

如圖 2 (b) 所示，如此可減少集水管下方可提供地下水源之

管排水方程式求解過程中有多項限制，但仍能為設計者在初

含水層厚度，以降低地下水流入集水管之入流率。隨後，以

期階段，對可能採用之集水管配置，提供了量化的地下排水

一小溝渠取代集水管，並使小溝渠之底面正好落於下方之假

水位洩降推估方法。因此，集水管排水方程式並未因使用上

想不透水層上，同時再以一較小之當量深度 (d)，來取代集

受到限制，而喪失其應有的價值。坡地排水方程式，除可用

水管下方不透水層之實際深度 (D)，如圖 2(a) 所示。此當量

來預測地下排水場 (drainage field) 中，任一區位之壓力水頭

深度 (d) 用來模擬一較薄之含水層 (d  D)，並假設透過此

外，亦可用來計算坡地排水後之平均水位洩降面，並提供邊

較薄含水層每單位時間進入小溝渠之滲流量與實際進入集

坡穩定分析時之所需。反之，工程設計者亦可依據滿足穩定

水管者相同。經由上述之調整，一維水平流即可用來反應二

性安全係數要求之水位洩降面，來推估所需之平均集水管打

維輻射流流路較長、水力坡降較小、流率偏低之流動特性。

設間距 (林德貴，2018)。

Hooghoudt (1940) 首先推導完成集水管排水方程式 (農

1. 排水方程式之基本假設及推導變數
排水方程式推導過程中之主要目標在將集水管配置規
格 (直徑、長度及間距)、土壤特性 (地層剖面及水力傳導係
數)、水位面位置、以及排水過程中之排水率等諸多影響因子

地排水方程式)，主要用來計算農地經地下排水後之水位洩
降面。其中除考慮地下排水系統處於穩態情況外，亦假設
Dupuit-Forchheimer 滲流理論及達西定律有效，其排水方程
式可表為：
(1)

予以連結。其中，所涉及之推導變數包括：集水管間距 (S)、
集水管長度 (L 或 Ld)、集水管排水率 (Q)、地下水補注率

其中，

(v)、含水層水力傳導係數 (K)、集水管至其下方不透水層之

q

= 集水管排水率 (m/day)

深度 (D) 與當量深度 (d，其中 d 可由 D 轉換求得)、以及

D

= 集水管至下方不透水層之深度 (m)

上邊坡不受地下排水洩降影響之原始水位面高度 (Hi)。排水

S

= 集水管之間距 (m)

方程式乃在穩態排水情況下推導求得，其中假設地下水補注

h

= 在集水管內之水位高程以上之管外水位高

率均勻分布不隨時間改變且其值等於集水管排水系統之排
水率。只要地下水補注率與集水管排水率維持相等，則水位

度 (m)
Kt 或 Kb = 在集水管高程以上或以下地層之水力傳導

面 (或水位洩降面) 將維持不變。在穩態排水情況下，由於

係數 (m/day)

地下水受到超剩降雨 (excess rainfall)、超剩灌溉、或向上滲

若集水管接近下方不透水層 (D  0)，

流水之補注，因此水位面將呈曲面分布，且兩支集水管間中
央位置之水位面高程 (hmax) 最大 (Ritzema, 1973)，如圖 1 所
示。
地下水流入集水管之水流主要假設為二維流。此意謂垂
直集水管之地下水流皆具有相同的流況，且此假設只在集水
管為無限長之情況方能成立。另外，地下水補注率假設為均
勻且其分布型態不隨集水管位置而改變，環繞集水管周圍之
地層材料假設為均質且均向。因此，縱使地層可分為兩層或
多層不同材料，分析中可忽略單一地層中水力傳導係數可能
隨空間變化之事實。此外排水方程式在使用時也需假設集水
管內之水流呈半滿水狀態，且地下水流進入集水管時無流入
阻抗 (Ritzema, 1973)。
Dupuit-Forchheimer 滲 流 理 論

(Don Kirkham,1967;

若集水管遠離下方不透水層 (D >> h)，
在地層剖面含有任何型態之兩種不同土層材料之情況，
由於其水力傳導係數各異，可採用 Ernst(1962) 所推導之排
水方程式進行計算，且無論兩層材料之界面落於集水管高程
之上方或下方，方程式皆可有效使用。在地層剖面中，當上
層水力傳導係數 (Kt) 遠小於下層者 (Kb) 時，排水方程式在
運用上就顯得特別有效用。其中排水方程式將滲流進入集
水管之地下水流區分為垂直、水平及輻射三個分量，如
圖 3 所示，而地下水由地層流入集水管之總水頭損失 h
為垂直水流 (h v )、水平水流 (h h )、輻射水流 (h r ) 等三個
水頭損失之總和 (即 h= h v +hh +h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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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下水由地層流入集水管之總水頭損失 h (= hv + hh
+ hr) 可由下式計算：
∑

ln

(2)

其中，
h=地下水由地層流入集水管之總水頭損失 (m)
q=集水管設計排水率 (m/day)
圖 1 在地下水補注情況下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之水位洩降
面 (Ritzema, 1973)

S=集水管間距 (m)
Dv=發生垂直水流之地層厚度 (m)

Fig.1 Groundwater drawdown surface resulted from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under
groundwater recharge condition (Ritzema, 1973)

Kv=垂直水力傳導係數 (m/day)
(KD)h=水平水流之水力傳導係數 (m2/day)
Kr=輻射水流之水力傳導係數 (m/day)
Dr=發生輻射水流之地層厚度 (m)
u=集水管之濕周(=截面積/周長) (m)
a=輻射阻抗幾何因子
(1) 均質地層剖面：a=1
(2) 地層剖面為兩層情況，集水管位於下層時：a=1
(3) 地層剖面為兩層情況，集水管位於上層時：a 值依
下 、 上 層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之 比 值 (Kb/Kt) 而 定
Ritzema(1973) 綜合整理比較 Hooghoudt(1940) 及
Ernst (1962) 所推導之集水管排水方程式及其適用
狀況，如表 1 所示。

(a)

Shin(1989) 提 出 拘 限 含 水 層 中 單 支 集 水 管 之 排 水 率
Q(drainage rate)計算方程式如下 (參見圖 4)：
(3)

.

其中，

(b)

圖 2 將 (a) 水平及輻射混合流轉換成 (b) 當量水平流之
示意圖 (Hooghoudt, 1940)
Fig.2 Illustration for (a) horizontal and radial mixed
flow transformed into (b) equivalent horizontal
flow (Hooghoudt, 1940)

L

= 集水管上有格柵穿孔 (狹縫窄孔) 區段之長度

ho

= 地下水平均洩降高度=(Hd0)

K

= 含水層滲透性係數

b

= 含水層厚度

r0

= 集水管水平鑽孔半徑

R0 = 地下排水後地下水水位面之洩降影響範圍
H

= 距水平排水鑽孔 R0 距離處之壓力水頭 (洩降影
響範圍外之壓力水頭)

d0

= 在水平鑽孔之壓力水頭

依據上述排水方程式，兩相鄰橫向集水鑽孔 (horizontal
drainage boring) 之間距 r：
sinh

exp ln sinh

(4)

其中，
Q

=

2r

=

h

=

現地量得之排水率
兩支橫向集水管鑽孔深入端穿入區段間之平
均水平距離
地下水水位洩降後之壓力水頭 (d0  h  H)

Tsao et al. (2005) 依據 Shin(1989) 之集水管排水方程式
圖 3 二維水平及輻射混合流收斂流入集水管之幾何示意
(修改自 Enrst, 1962)
Fig.3 Geometrical illustration for 2-D horizontal and
radial mixed flow converged into horizontal
drains (modified from Enrst, 1962)

提出集水管鑽設理論。此理論可用來設計橫向集水管總鑽孔
數 N=( C×R0 /2 )，其中 2 = sin-1(r/L)，L =集水管之水平鑽
孔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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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水管排水方程式及其適用狀況比較 (參見圖 2 及方程式 (2))(Ritzema, 1973)
Table 1

Comparisons of drainage equations for horizontal drains and their suitability in applications (refer to Fig. 2
and Equation (2))(Ritzema, 1973)
圖示

土層剖面

集水管位置

適用理論

均質土層

位於土層與不透
水層之交界面上

Hooghoudt (1940)
/Donnan (1946)

均質土層

位於不透水層上
方之土層中

Hooghoudt (1940)

兩層
均質土層

位於兩種土層之
交界面上

Hooghoudt (1940)

兩層
均質土層
(Kt  Kb)

位於下層土中

Ernst (1962)

兩層
均質土層
(Kt  Kb)

位於上層土中

Ernst (1962)

(a)

集水管排水方程式 (穩態排水)

4

8

4

8

4

1
8

ln

1
8

(b)

ln

(c)

圖 4 拘限含水層橫向集水管鑽孔示意圖 (a) 橫剖面 (b) 縱剖面 (c) 俯視圖 (修改自 Tsao et al., 2005)
Fig.4 Illustration for horizontal drainage boring in confined aquifer (a) transverse profile (b) longitudinal profile (c) plan
view graph (modified from Tsao et al., 2005)

上述排水方程式 (1)(4) 主要為穩態排水，較適用於大

面，才是工程師急切想了解的重要參數 (Ritzema, 1973)。

規模崩塌區經長期地下排水後之水位洩降面計算。而在暫態

Hooghoudt (1940) 所提之方程式運用於推估兩支集水管間

排水方面，多位學者所提之暫態排水方程式可分別用來計

之水位面高度 時，乃假設在 半無限集水管 (semi-infinite

算：(1) 集水管打設間距及設計排水率 (Dumm, 1954 &

drain) 情況下，整個排水場 (drainage field) 具有相同的地下

1960)；(2) 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度 (van Schilfgaarde et al.,

水補注率 (recharge rate)。因此，沿著集水管打設方向之整個

1956)；以及 (3) 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度及設計排水率

排水場中，在兩支集水管間之水位面高度之數學解為一定

(De Zeeuw-Hellinga, 1958)。

值。然而，在邊坡穩定工程之實際運用中，集水管在上邊坡

2. 坡地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 (坡地排
水方程式)

之坡內深入端 (遠端) 兩支集水管間之水位面高度，會往下

在坡地工程中，計算邊坡穩定性時所需之有效合理水位

由於在排水場中整支集水管周圍地層之地下水補注率，一般

邊坡之坡面起始端或出水口端 (近端) 方向逐漸降低。此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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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均等分布，且集水管上邊坡之坡內深入端 (遠端) 大多

根據 Crenshaw & Santi (2004) 之分析結果，水位

存在地下水源頭之補注以及集水管之邊界效應 (boundary

面之洩降型態 (Type I、Type II 及 Type III) 可依據正

effects of the drain)，因此會有較大量的地下水流入，並形成

規化補注率 vn (=v/K, v=Q/A=Q/[Ld×S]) 及集水管切點

較高水位面。

位置 Lc 之範圍值來進行分類，如表 2 所示。

(1) Crenshaw & Santi (2004) 坡地排水方程式：
Crenshaw & Santi (2004) 進行物理模型實驗及數
值分析，模擬地下水由降雨事件補注、由集水管坡內
深入端 (遠端) 上方邊坡補注 (強降雨、夏天融雪、灌
溉補注等)、以及由集水管遠端後方以定水頭補注等不
同情況，並評估地下水補注率 v (=Q/A=Q/[LdS])，其
中 Q、A、Ld 及 S 分別為集水管之排水率、排水影響
面積、長度及間距)與水力傳導係數 (K) 在特定比值

圖 5 地下水水位洩降面類型及其相對應之正規化地下水補

vn (=v/K=正規化地下水補注率) 情況下，水位洩降面

注率 (vn=v/K)範圍值；Hi=假設不受洩降影響之地下水

之分布型態，如圖 5 所示。實驗結果顯示，由集水管

水位面初始高度，v=(Q/[LdS])=地下水補注率，Q、Ld
及 S 分別為集水管之排水率、長度及間距，K=地層水

之坡內深入端 (遠端) 往坡面起始端或出水口端 (近
端) 方向移動時，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度將會逐漸
下降減少為零，此將導致洩降之水位面與集水管形成
相切，此相切點與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間之距離為 Lc
(0.55Ld)。必須提及者，在集水管切點位置 (location

力傳導係數 (修改自 Crenshaw & Santi, 2004)
Fig.5 Types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alized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s
(vn=v/K); Hi=initial groundwater height assumed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drawdown effect,

of drain contact) 上 (Li=Lc，Li=由集水管坡面起始端或
出水口端起算至集水管上 i 點處之距離)，採用
Hooghoudt 方程式求得之兩支集水管中間位置之水位
面高度即為方程式之正解。

v=(Q/A=Q/[LdS])=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 Q,
A, Ld and S=drainage rate, influence area, length
and spacing of horizontal drains, K=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soil stratum (modified from Crenshaw & Santi, 2004)

表 2 地下水水位面之洩降型態及其相對應之正規化地下水補注率
Table 2

Types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alized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s

洩降型態

集水管切點位置Lc

正規化補注率vn (= v/K; v =[Q/(LdS)])

Type I

Lc=Ld：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程與集水管高程相一致，且集水
管切點 (Lc) 落在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處。
Lc0.55Ld：集水管上方水位面高程大於集水管高程所佔之長度
範圍，小於50 %集水管總長。
Lc 0.55Ld：集水管上方水位面高程大於集水管高程所佔之長度
範圍，大於50 %集水管總長。

vn<0.01：相較於水力傳導係數 (K)，在地下水補注率偏低
之情況。
0.01<vn<0.3：一般邊坡較常見之集水管地下排水水位面洩
降型態。
vn0.3：相較於水力傳導係數 (K)，在地下水補注率偏高之
情況。

Type II
Type III

Crenshaw & Santi (2004) 依據集水管切點位置

中央位置較為真實之水位面高度。在洩降第 1 區，若

(Li=Lc，Li=由集水管坡面起始端或出水口端起算至集

將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 (Li=L0，Li=由集水管坡面出水

水管上 i 點處之距離)，將水位洩降區劃分為：洩降第

口端起算至集水管上 i 點處之距離) 及集水管切點

1 區及洩降第 2 區，如圖 6 所示，並檢核 Hooghoudt

(Li=Lc) 兩個點位之水位面高度視為已知，則此兩點間

方程式在地下排水後，預測水位面高度之適用性。其

(Li=L0Lc) 之水位面高度將呈線性分布變化。同時，集

中，由集水管坡面起始端 (Li=L0=0.0) 至集水管切點

水管坡面出水口端 (Li=L0) 位置之水位面高度假設剛

(Li=Lc) 之區間為洩降第 1 區 (即 Zone1: Li=L0Lc 之區

好等於集水管高程。另者，在洩降第 2 區之水位面高

間)，隨之由集水管切點 (Li=Lc) 延伸至集水管坡內深

度計算，則僅需求得在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Li=Ld) 之

入 端 (Li=L100) 之 區 間 為 洩 降 第 2 區 ( 即 Zone2:

水位面高度 h100(=hd) (參見圖 6) 及集水管切點處

Li=LcL100 之區間)。與實際水位面高度相比較可發現，

(Li=Lc) 之水位面高度 hmax (=在集水管切點處兩支集

利用 Hooghoudt 方程式求得之計算水位面高度，在洩

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位面高度，參見圖 1)，且此兩點

降第 1 區與洩降第 2 區分別有高估 (需要調降) 與低

間 (Li=LcLd) 之水位面高度亦假設呈線性分布變化。

估 (需要調升) 之情況。

Crenshaw & Santi (2004)依數值分析結果製作關係圖，

因此，Crenshaw & Santi (2004) 建議採用補注分
布修正，即 RDC (Recharge Distribution Correction)，針
對水位面洩降高度進行調整，以便計算兩支集水管間

如圖 7 所示，並提出 Lc 及 h100 之計算方式如下：
%

;
%

%
;

99.642

%
%

%

95.509

81.047

(5)

42.9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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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k et al. (2012) 坡地排水方程式：

其中，
Lc% = Lc 沿 集 水 管 長 度 L(=Ld) 所 佔 之 百 分 比

雖然 Crenshaw & Santi (2004) 提出之集水管排水

=(Lc/L)100%
= 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往上方邊坡 6

方程比起過去者，在預測水位面高度之分析技術及適

m(20 ft) 處不受洩降影響之原始水位面高度

之打設仰角 (非水平打設之集水管) 及滑動體下方低

(m)
Hi% = 集 水 管 坡 內 深 入 端 ( 遠 端 ) 之 水 位 面 高 度

透水層之傾斜角(非水平之低透水層) 之情況。Cook

h100(=hd) 佔不受洩降影響之原始水位面高度

化 (即非水平情況)，乃針對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及

(Hi) 之百分比=(h100/Hi)100%

集水管坡內深入端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位面高

Hi

用性上有大幅增進改善。然而，其中並未考慮集水管

(2009) 為了考慮集水管及其下方低透水層之傾斜變

度 h100(或 hd) 進行修正。Cook et al. (2012) 依據過去
研究結果 (Crenshaw & Santi, 2004; Cook, 2009)，建置
了適用於邊坡實務中集水管排水後之水位面高度計算
程序及試算表。
(3) 坡地排水方程式之適用條件及限制：
Crenshaw and Santi (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之
計算方法，在使用上存有一些限制。當集水管打設在
高透水之邊坡地層中 (快速水位洩降) 或集水管打設
圖 6 集水管地下排水後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地下水水
位縱向分布剖面 (修改自 Crenshaw & Santi, 2004)
Fig.6 Longitudinal groundwater profile along the center line between two adjacent horizontal drains
after subsurface drainage (modified from Crenshaw & Santi, 2004)

仰角5°時，計算之水位面可能落在集水管高程之下，
集水管內將有部分區段轉為乾竭 (出露於水位面之
上)，且計算壓力水頭呈現負值 (吸力) 之情況。尤其
在10°時，上述情況將更為顯著。因此，在集水管打
設 仰 角 10° 且 含 水 層 具 有 高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K9.810−7 m/s =3.210−6 ft/s) 之情況下，使用坡地排
水方程式進行水位面計算時應更加謹慎處理。此外
Cook et al. (2012) 之計算方法，乃假設邊坡之滑動體
是由均質土壤材料所組成。若邊坡為低透水滑動土體
或棲止含水層，且處於不排水之情況，則其將影響整
體邊坡地下排水後之水位面計算結果。因此，集水管
坡地排水方程式較不適用於邊坡地質分布狀況複雜之
情況。另者，對於多階集水管之排水效果，採用坡地
排水方程式，是否能有效預測計算水位洩降面，則仍
需進一步評估。

(a) Lc (%)=-99.642(vn)+81.047

三、坡地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
法與三維數值方法之比對
本研究針對美國印第安納州賈斯珀 (Jasper, Indiana) 地
滑區之集水管設計案例，如圖 8 所示。分別採用 Crenshaw &
Santi (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所提之經驗方法 (兩者對
部分數據之設定有所不同) 及數值方法，進行地滑區地下排
水之水位面高度分析。地滑區邊坡土層屬低塑性粉質粘土
(b) Hi (%)=95.509(vn)+42.929

(CL)，在 2000 年 6 月之邊坡穩定整治工程中，共打設 44 支

圖 7 依據數值分析結果製作用以計算 Lc 及 h100 所需之

集水管進行地 下排水，集水 管長度介於 20～100 ft (或

(a)Lc (%)vn (b)Hi (%)vn 關係圖 (改繪自 Crenshaw &

6.10~30.48 m)。經驗方法利用坡地排水方程式來建置試算

Santi, 2004)

表，並計算經驗法水位面，計算過程及結果可參見研究文獻

Fig.7 (a) Lc (%)vn (b) Hi (%)vn relationships diagrams
generated from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requir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Lc and h100 (modified from Crenshaw & Santi, 2004)

(朱家勁，2018)。隨後，再將經驗法水位面與穩態滲流數值
分析求得之數值法水位面進行比對。在 Jasper 地滑區之集水
管地下排水兩種計算方法中，所需採用之相關數據，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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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乃依據現地通過三處水位觀測井 (TP-2、2-P、TP-3)

;

之分析剖面 (如圖 8 所示虛線)，其鄰近三組扇形配置集水管

(8a)

(three drain clusters) 之實際設計資料及所處排水場之地質條

(8b)

件整理而得。
在 Crenshaw & Santi(2004) 試算表及數值分析中，對於
Cook et al. (2012) 考慮之集水管打設仰角及低透水層傾角
，乃設定為水平集水管 (=0) 及水平低透水層 (=0) 之
情況來進行。

(8c)
4. 依公式 (6) 計算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之水位
面高度 (hd 或 h100)。(參見圖 6 及圖 9(c))
5. 依公式 (9)、(10a) 及 (10b) 針對 Cook et al. (2012)非
水平集水管 (0) 及非水平低透水層 (0) 進行
修正。
corrected

m

α

corrected

m

1

(9)

φ

(10a)
(10b)

6. 利用第 1.項至第 5.項之計算結果 (Lc、hc、hmax、havg、
hd 或 h100)，推估洩降第 1 區及第 2 區之水位面高度。
其中，

圖 8 美國印第安納州賈斯珀地滑區集水管配置、水位觀測
井 (TP-2、2-P、TP-3) 及地下排水影響範圍平面圖
(Crenshaw & Santi, 2004)
Fig.8 Plane view of horizontal drains configuration,
groundwater level observation wells (TP-2, 2-P,
TP-3) and influence zone of subsurface drainage
for landslide in Jasper, Indiana State, USA (Crenshaw & Santi, 2004)

1. 坡地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之計算步
驟
本研究主要採用 Crenshaw & Santi(2004) 所提之坡地橫

vn

= 正規化地下水補注率=(v/K)

v

= 地下水補注率 (m/day)=(Q/A)=(Q/[L×S])

Q

= 集水管之單位時間排水量或排水率

A

(m3 /day)
= 集水管之地下排水影響面積 (m2 )=(L×S)

L

= 排 水 場 中 集 水 管 之 平 均 長 度 (m) (參見圖

S

9(c))
= 兩支集水管間之平均水平間距 (m)

K

= 含水層水力傳導係數 (m/day)

Lc

= 集水管切點位置 (由集水管之坡面出水口端起
算) (m) (參見圖 9(c))

hc

中央位置相距 x 處，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度
(m)
hmax = 在集水管切點位置之橫剖面上，兩支集水管中
央位置處，集水管上方之水位面高度 (m) (參見

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進行地下排水後之水位面高度
計算。其中，集水管切點位置橫剖面上之水位分布，如圖 9(a)
及 (b) 所示，可採用 Hooghoudt 排水方程式進行計算。另外

圖 9)
havg = 在集水管切點位置之橫剖面上，兩支集水管間，
集水管上方之平均水位面高度 (m) (參見圖 6

對於 Crenshaw & Santi(2004) 所提之計算方法，Cook et al.
(2012) 進行了調整使其適用於非水平打設集水管 (0)

及圖 9(b))
x

= 在集水管切點位置之橫剖面上，與兩支集水管

d

= 集水管至下方假想低透水層之當量深度 (m)

及其下方低透水層 (0) 為傾斜之情況。計算所需之相關
參數，如圖 9(c) 所示。

中央位置相隔之水平距離 (m)

坡地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之計算步驟如下
(參見圖 6 及圖 9)：

= 在集水管切點位置之橫剖面上，與兩支集水管

(參見圖 2)
D

= 集水管至下方低透水層之實際深度 (m) (參見

(vn) 之範圍值，選定水位洩降面之類型 (參見圖 5 及

r0

= 集水管之半徑 (m) (參見圖 9(b))

表 2)。

M

= 修正乘數因子 (詳見圖 10)

1. 依公式 (7) 計算地下水正規化補注率 (vn)，再依據

⁄

;

/

(7)

圖 9)

在上述經驗方法計算中，當 D>(S/4) 時，d 計算值將會

2. 依公式 (5) 計算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成為定值，且不再受到 D 值之影響 (Prellwitz, 1978)；地下

3. 依公式 (8a)(8c) 計算集水管切點位置之水位面高

排水含水層 (簡稱排水層) 之水力傳導係數 (K) 需介於

度 (hc)、水位面最大高度 (hmax) 及平均高度 (havg)。

6.010−89.810−7 m/s 之範圍。若排水層下方土層之水力傳
導係數小於或等於排水層水力傳導係數之 1/10 時，則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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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土層可定義為低透水層(Luthin, 1966)。若低透水層呈一傾

於 10 (10)；下方低透水層傾斜角需小於或等於 5

斜角度時，則需沿著集水管深入坡內之不同里程位置，來計

(5)。若低透水層傾角10，但低透水層與其上方集水管

算集水管至此下方低透水層之實際平均深度(D)。另者，若集

間存有較大的間隔距離，且低透水層不會與集水管相交，則

水管之打設仰角太大，則必須採用投影長度，以反映集水管

低透水層傾角可假設為零度 (0)。

進入坡內後之實際深度位置。集水管打設仰角需小於或等
表 3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法與三維數值法比較計算所需之數據
Table 3

Data required for the comparative computation between empirical and 3-D numerical methods used for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in Jasper Landslide
Jasper地滑區案例
相關變數
水力傳導係數 K 粉質粘土參考值 (Coduto, 1999)
體積流率 Q (現場記錄)

試算表 (英制)
(Crenshaw & Santi, 2004)
數值
單位
4×10-6
2.23×10

試算表 (公制)
(Cook et al., 2012)
數值
單位
1.6×10-7

(ft/sec)
-3

3

(ft /sec)

1.53×10

-6

(m/sec)
(m3/sec)

集水管 (平均) 長度 Ld

90.0

(ft)

27.43

(m)

集水管 (平均) 間距 S (扇形配置)

11.07

(ft)

5.0

(m)

集水管之影響面積 A (現地平面圖估計)

2400

(ft2)

-

-

補注率 v (=Q/A)

9.00×10-7

(ft/sec)

-

(m/sec)
(m)

不受洩降影響之水位面高度 Hi (3-P水位觀測井)

7.10

(ft)

5.5

低透水層之當量深度d (鑽孔柱狀圖及方程式計算)

0.90

(ft)

-

-

集水管之半徑 r0 (台灣常用尺寸)

0.75

(in.)

0.013

(m)

集水管打設仰角 

0

()

10.0

()

集水管下方低透水層傾斜角 

0

()

5.0

()

修正乘數因子 M

0

集水管出水口端之高程 (Ed)y=0

1.59

(ft)

0.61

(m)

集水管出水口端下方低透水層之高程 (Elp)y=0

0

(ft)

0

(m)

(a) hmax=公式(8b)

0.72

(b) havg=公式(8c)

(c) Pn=RDCn + hmax+(Ed)n，RDCn=Recharge Distribution Correction at the location Ln

圖 9 橫向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所需之各項參數 (a) 透視圖 (b) 集水管切點位置之 B-B橫剖面 (c) 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
之縱剖面 (改繪自 Cook et al., 2012)
Fig.9

Parameters required for empirical method used for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a) perspective view
(b) B-B transverse profile cross the location of drain contact (c) longitudinal profile along the centerline between
two adjacent horizontal drains (modified from Cook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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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修正乘數因子 (M) 與水力傳導係數 (K) 之關係 (Cook et al., 2012)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ified multiplier (M)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 (Cook et al., 2012)

2. 三維數值分析方法之執行

管坡面起始端下邊坡之影響範圍)，數值模型長度

本研究分別建立兩種數值模型，如圖 11 所示 (三維座

(Lmodel) 採用兩種情況來進行模擬。(1) 當邊坡下邊界

標 X, Y, Z)，第一種為案例數值模型 (圖 11(a)) 乃針對 Jasper

水頭 Hlower 設定為集水管高程 (即 Hlower=(Ed)y=0=10 m)

地滑區集水管實務案例執行三維數值分析，並與經驗方法試

時，數值模型長度 Lmodel=120 m (即 Llower=0 m，參見圖

算表計算結果進行比較。而第二種為參數研究數值模型 (圖

11(b))。(2) 當邊坡下邊界水頭 Hlower 非設定為集水管

11(b)) 乃針對集水管各項設計變數之敏感度參數研究執行

高程(即 Hlower(Ed)y=0)時，數值模型長度 Lmodel 再往下

三維數值分析，並檢核經驗方法之適用性。

邊坡延伸 Llower=12 m (即 Lmodel=120 m+Llower =120 m+12

(1) 第一種案例數值模型
如圖 11(a) 所示，乃採用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實
務案例進行數值分析。依據集水管坡內深入端排水場
上方邊坡 6 m (20 ft) 處之水位面高度 (Hupper=Hi)，幾
乎不受排水洩降影響之原則 (Crenshaw, 2003)，分別
設定數值模型之長度 Lmodel=(Ld+6 m)及寬度 Bmodel=(集
水管數量 n  打設間距 S)。其中，左、右邊緣之橫向

m=132 m，參見圖 11(b))，且設定邊坡下邊界水頭
Hlower=0。在此數值模型中，邊坡上邊界水頭 (或上邊
坡邊界定水頭高)Hupper 設定為敏感度參數研究之變數。
此外數值模型寬度 Bmodel、集水管下方低透水層之實際
深度 D，以及左、右邊界與底面邊界之邊界條件設定，
皆與第一種案例數值模型相同。
(3) 參數研究之設計變數
為評估經驗方法中集水管各項設計變數之敏感度，

集水管皆與左、右邊界維持 S/2 之距離。縱使經驗方
法不受地表地形 (坡度) 之影響，且數值分析亦不進

乃針對集水管打設間距 S (=4、8、12、16 m ; Bmodel=48

行邊坡穩定計算，但為確保初始水位面不超出坡面，

m；集水管數量 n=(Bmodel/S)=12、6、4、3 支)、地層水

數值模型中集水管之打設位置應與坡面維持足夠之垂
直距離 (足夠之覆土深度)。集水管坡面起始端或出水

力傳導係數 K(=2.510-4、8.510-4、1.510-3、2.5103

、3.510-4 m/hr)、以及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口端 (三維水平座標 Y=0 之位置) 下方低透水層之高

(=15、20、25、40、50 m)，進行地下水在邊界定水頭

程 (Elp)y=0 設定於三維垂直座標 Z=0 之位置。地下水

補注情況下之穩態滲流數值模擬。其中，各設計變數

流邊界條件之設定，邊坡左、右邊界及底面邊界皆設

範圍值之決定方式為：(1)排水層採用之水力傳導係數

定為關閉之不透水邊界 (Q=0)，邊坡上、下邊界則設

K 乃配合 Cook et al. (2012)所提之適用範圍；(2) 集水

定為水頭邊界。其中，邊坡上邊界水頭 Hupper 設為 Hi

管長度 Ld (=50 m)及集水管半徑 ro (=0.025 m)乃選用

(Hupper=Hi)，邊坡下邊界水頭 Hlower 設為集水管坡面起

台灣常用設計尺寸；(3) 為使集水管至下方低透水層

始端之高程 (Hlower=(Ed)y=0)。

之當量深度 d 維持定值，而不受實際深度 D 之影響，

(2) 第二種參數研究數值模型
如圖 11(b) 所示，模型上邊坡及下邊坡之高度分

乃設定 D (=10 m)  S/4 之條件來進行分析；(4) 設定
集水管打設仰角 (=0) 及低透水層傾角 (=0) 呈

別設定為 70 m 及 20 m，集水管至下方低透水層之實

水平無傾斜。同時，數值模擬亦包含未配置集水管情

際深度 D=10 m (即設定集水管坡面起始端之高程

況之穩態滲流分析。

(Ed)y=0=10 m)。為探討集水管地下排水在其縱向之影響
範圍 (包含：集水管坡內深入端之上邊坡，以及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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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與數
值方法之比較
設定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打設仰角=0及其下方低透
水層傾角=0，並進行數值模擬。經驗方法與數值方法計算
結果比對，如圖 12 所示，綠色細點線 (Drawdown)numerical=
(Initial G.W.L. Numerical G.W.L.)。其中，在集水管切點處
(Lc)empirical =19.98 m，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水位面高度
(a)

(hmax) 之經驗方法解及數值方法解分別為 (hmax)empirical =0.95
m 及 (hmax)numerical =0.81 m；在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處
(L=27.43 m)，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水位面高度 (h100) 之經
驗 方 法 解 及 數 值 方 法 解 分 別 為 (h100)empirical =3.34 m 及
(h100)numerical =3.11 m。兩種計算方法求得之解答相近。由數
值方法之計算結果發現，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最大水位
洩降 (綠色細點線) 大約發生於集水管切點位置 (Lc=19.98
m)上。
再者採用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打設仰角=10及其下方
低透水層傾角=5進行數值模擬時發現，若按照 Cook et al.

(b)

(2012) 之定義來設定集水管坡內深入端往上邊坡 6 m (=20

圖 11 集水管地下排水數值模擬採用之 (a) 案例數值模型

ft) 位置處不受洩降影響之初始水位面高度 Hi=5.5 m (參見

(b) 參數研究數值模型
Fig.11

Numerical models adopted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a) case history (b) parametric study

表 3)，則數值模型之 Hi 水位面高度會低於集水管之高程，
如圖 13(a) 所示，並造成數值方法模擬計算無法執行。縱然
如此，Cook et al. (2012) 經驗方法仍可用來計算集水管高程
上方之水位面高度，如圖 13(b) 所示，但其計算之水位面與
數值方法計算者 (參見圖 12) 並不相符。此乃由於 Cook et

四、結果與討論
本節比較採用經驗方法及數值方法，計算 Jasper 地滑區
集水管地下排水水位面高度之差異。同時，討論經驗方法中
各項設計變數之敏感度及其對地下排水運作之影響。進行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地下排水驗證比對時，發現 Crenshaw &
Santi (2004) 經驗方法計算中所提供之集水管影響範圍 A
(=2400 ft2 或 222.97 m2，參見表 3)，並不等於 L×S (=集水管
長度×集水管間距=90×11.07 ft2 或 27.433.37 m2)，且無論採
用何種間距 S=11.07 ft 或 S=A/L=2400/90=26.67 ft (S=3.37 m
或 S=A/L=222.97/27.43=8.13 m) 來進行模擬計算，數值分析
求得之集水管排水率 Qnumerical =7.195×10-5 ft3/sec (S=11.07 ft)
或 Qnumerical =1.432×10-4 ft3/sec (S=26.67 ft) 皆小於現場量測
之集水管排水率 Qmeasured (=2.230×10-3 ft3/sec)。由於經驗方法
與數值方法計算中，地下水補注方式 (地下水補注率) 皆設
定為由集水管遠端上方邊坡之上邊界定水頭 Hupper 來提供，
此與現場降雨事件之地下水補注方式 (由集水管遠端上邊
坡及坡面補注) 不同，此亦為模擬值 Qnumerical 與量測值
Qmeasured 存有差異可能原因之一。以下討論之計算成果比對
中，主要先採用數值方法來計算集水管排水率 Q，再將其代
入經驗方法中之地下水補注率 v (=Q/A=Q/[LS])，並進行水
位洩降面或水位高度之計算。

al. (2012) 經驗方法中，Hi 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低透
水層之高程起算 (如圖 13(a)，初始水位面高度 Hi 低於集水
管高程之情況較易發生)，而數值方法中，採用 Crenshaw &
Santi (2004) 定義之 Hi 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之高程起算
(如圖 13(a)，初始水位面高度 Hi 低於集水管高程之情況較不
易發生)，兩者對 Hi 之定義方式有所差異。
Cook et al. (2012) 依據 Crenshaw & Santi (2004) 之計算
方法，將集水管之打設仰角(非水平打設集水管) 及其下方
低透水層之傾斜角(非水平地層) 納入計算考量，並進行水
位面高度修正。最後，建置比較適用於邊坡現況之集水管地
下排水水位面高度計算程序及試算表。然而，Cook et al.
(2012) 在建置水位面高度之計算程序中，並未考量洩降第 1
區之計算，而是直接假設洩降第 1 區之水位面高度與集水管
之高程相同。此外兩者對於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往上
方邊坡 6 m (=20 ft) 處位置不受洩降影響之原始水位面高度
Hi 之定義也不相同。Crenshaw & Santi (2004) 定義 Hi 由集水
管坡面出水口端之高程起算，而 Cook et al. (2012)則定義由
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低透水層之高程起算。Crenshaw &
Santi (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經驗方法之計算差異比較，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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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經驗方法 (Crenshaw & Santi, 2004) 與數值方法水位面高度計算結果之驗證比對 (=0& =0 )
Fig.12

Ver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groundwater surface elevations calculated using empirical (Crenshaw & Santi,
2004) and numerical methods (=0 & =0)

(a)

(b)

圖 13 Cook et al. (2012) 經驗方法水位面高度計算 (=10，=5) 與數值方法之比較 (a) 數值模型初始水位面高度會低於集
水管之高程 (b) 經驗方法計算之水位面高度
Fig.13

Comparison between empirical method (Cook et al., 2012) for groundwater surface calculation and numerical
methods (=10, =5) (a) numerical model with groundwater elevation lower than horizontal drain elevation (b)
groundwater surface calculated by empirical method

表 4 Crenshaw & Santi (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集水管地下排水經驗方法之差異
Table 4

Difference of empirical methods for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 proposed by Crenshaw & Santi
(2004) and Cook et al. (2012)
Crenshaw & Santi (2004)

Cook et al. (2012)

2.

適用於水平打設集水管 (打設仰角=0) 及滑動體下方水平低透
水層 (傾斜角=0) 之情況
同時計算洩降第1區及第2區之水位面高度

適用於非水平打設集水管 (打設仰角0) 或滑動體下方非水平
低透水層 (傾斜角0) 之情況
僅計算洩降第2區之水位面高度

3.

Hi=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之高程起算

Hi=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低透水層之高程起算

1.

2.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不同配置數量之分析

Zreal 與成像區集水管洩降量 Zimage 之疊加 (即 Z=Zreal+Zimage)。

Jasper 地滑區集水管地下排水數值分析中，集水管採用

因此，若集水管打設間距 S 為已知且為定值，則無論集水管

不同配置數量進行模擬，如圖 14 所示。由圖中可知，若集

之配置數量為何，由排水計算求得之洩降水位面可知：在邊

水管配置型態符合鏡像理論 (Ferris et al., 1962)，則縱使集水

界處之水位面，會等於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位面 (參

管配置數量不同，數值模型中只要維持其寬度 Bmodel 等於 n

見圖 16(c-2))。

支集水管與打設間距 S (=11.07 ft 或 3.37 m，參見表 3) 之乘

3. 經驗方法之參數敏感度分析及排水運作行為

積 (Bmodel=n×S)，且左、右邊界設定為關閉之不透水邊界，則
對於單支集水管而言，皆可求得相同之水位洩降計算結果，
即相同之 Q、L c、h max 及 h 100。依據鏡像理論 (Image Theory)，

依據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K、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及上邊坡
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之參數研究，可探討集水管排水率 Q、
地下水補注率 v (=Q/A; A=LS=排水影響面積；L 與 S=集水

若數值模型之左、右邊界設定為不透水邊界時，則可將邊界

管長度與間距) 與正規化補注率 vn (=v/K)、集水管遠端上邊

視為一個鏡面，且在鏡面成像區會出現與數值模型中相同之

坡排水影響範圍、三維與二維水位洩降面、以及排水強度 DI

物件 (例如集水管)。因此，當集水管與左、右邊界維持 (S/2)
之距離時，則數值模型中實際集水管與成像區集水管之間距
為 S。同時，邊界上之水位洩降量 Z 等於實際集水管洩降量

(=Q/hmax) 之計算結果。分析求得之水位洩降面在集水管之
切點位置 Lc、集水管切點處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 (最大)
水位面高度 hmax、集水管遠端處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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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高度 hd (=h100) 等重要參數之示意圖，如圖 9 所示。首

探討經驗方法中，有關 Hi (集水管遠端往上方邊坡 6 m 或 20

先，完成 K、S、Hupper 數值參數研究後，將數值計算求得之

ft 位置處不受洩降影響之原始水位面高度) 定義方式不同，

集水管排水率 Q，再代入經驗方法 (Crenshaw & Santi, 2004)

對洩降水面高度計算值之影響。

中，計算洩降第 1 區及第 2 區之洩降水位面高度。此外同時

排水階段 (3支集水管)

初始階段

集水管間中央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集水管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5

3

(a) 數值模型寬度Bmodel=3S (Q=7.193×10 ft /sec，Lc=80 ft，hmax=0.293 ft，h100=2.271 ft)

排水階段 (2支集水管)

初始階段

集水管間中央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集水管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5

3

(b) 數值模型寬度Bmodel=2S (Q=7.195×10 ft /sec，Lc=80 ft，hmax=0.291 ft，h100=2.270 ft)

排水階段 (1支集水管)

集水管間中央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集水管間中央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集水管位置縱剖面之水位分布
-5

3

(c) 數值模型寬度Bmodel=S (Q=7.192×10 ft /sec，Lc=80 ft，hmax=0.283 ft，h100=2.275 ft)

圖 14 Jasper 地滑區採用不同配置數量集水管之數值模擬結果 (a)3 支 (b) 2 支 (c)1 支集水管 (間距 S=11.07 ft)
Fig.14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nstallation number of (a) 3 (b) 2 (c) 1 horizontal drains (spacing
S=11.07 ft)

(1) 集水管排水率 Q、地下水補注率 v 及正規化補注率 vn
水力傳導係數 K、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及

支)，對於單支集水管而言，其排水影響面積 A 較大。
因此集水管排水率 Q (=v×A=vn×K×A=vn×K×L×S=

打設間距 S，對集水管排水率 Q 及地下水補注率 v

[vn×L×S]×K=14.002×K50.815×K) 也越大，如圖 15(a)

(=Q/A) 之影響，如圖 15(a) 及(b) 所示。在 Hupper 為定

所示。另外在 S (=8 m) 為定值之情況下，當水力傳導

值 (=25 m) 之情況下，當集水管打設間距 S 較大或集

係數 K 較大或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較大時，地

水管數量較少時 (數值模型寬度 Bmodel=96 m；打設間

下水之流動速度較快，由上邊坡邊界流入集水管排水

距 S=4、8、12、16 m 之集水管數量 n=24、12、8、6

場 之 入 流 率 或 地 下 水 補 注 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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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vn×K×A]/A=vn×K=0.0157×K0.3050×K ; vn

下水正規化補注率 vn 介於 0.0148 至 0.3189 之間 (比

=0.01570.3050)越大，如圖 15(b) 所示，地下水正規

較圖 5 及表 2)。Popescu & Sasahara (2009) 指出集水

化補注率 vn (=v/K) 乃影響水位面洩降型態之重要參

管之排水量取決於土層之水力傳導係數。在穩態條件

數 (參見圖 5 及表 2)。在圖 15(b) 中，若 Hupper 為定值

下，水力傳導係數並不會影響孔隙水壓 (或水位洩降)，

之情況下，改變水力傳導係數 K 值時，在集水管穩態

水位洩降面高度僅取決於集水管排水場之邊界水頭條

排水計算中，由於 Q 值會隨 K 值而變，因此 vn

件即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及地下排水系統之

(=v/K=[Q/A]/K=Q/[LSK]) 將呈現定值之情況，亦即

幾何排列 (S)。Kleppe & Denby (1984) 之研究也顯示

vn 等於 vK 關係曲線 (圖 15(b)) 之斜率。集水管打設

集水管運作時地下水水位之最終洩降型態，僅為集水

間距 S 及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對正規化補注率

管打設間距 (S) 及初始地下水水位 (Hi) 之函數，而

vn 之影響，如表 5 所示。由表中可知本研究求得之地

不受水力傳導係數之影響。

(a)

(b)

圖 15 (a) 水力傳導係數 K 及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對排水率 Q (=v×A=vn×K×L×S) 之影響 (Hupper=25 m)(b) 水力傳導係數 K 及上
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對地下水補注率 v (=Q/A=Q/[LS]=vn×K) 之影響 (S=8 m)
Fig.15

(a) Influence of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 and drain spacing (S) on drainage rate Q (=v ×A =vn×K×L×S) (for Hup=25 m) (b) Influence of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 and boundary constant groundwater head of upper slope

per

(Hupper) on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 v (=Q/A=Q/[LS]=vn×K) (for S=8 m)

表 5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及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對地下水正規化補注率 vn 之影響
Table 5

Influences of drain spacing (S) and boundary constant groundwater head of upper slope (Hupper) on normalized
groundwater recharge rate (vn)

S
(m)

15

4
8*
12
16

0.0173
0.0157
0.0150
0.0148

Hupper (m)
25
40
*vn (等於圖15(b) 中vK關係曲線之斜率)
0.0402
0.0700
0.1993
0.0380
0.0671
0.1916
0.0370
0.0651
0.1857
0.0356
0.0635
0.1815
*圖15(b) 中採用S=8 m，v =(vnK)=(0.01570.3050)K ; v =Q/A=Q/(LS)
20

(2) 集水管排水運作行為及地下水水位洩降剖面

50
0.3189
0.3050
0.2950
0.2890

位。當集水管呈相互平行配置時，集水管並不會限制

集水管排水場之三維地下水流場，即流向、流速

其周圍地下水之流動，地下水將自尋流動路徑，選擇

及水頭分布，如圖 16(a) 所示。圖 16(b-1) 及 (c-1) 分

流入集水管或於集水管間之地層流動，此與 Forrester

別為在集水管位置沿 L-L二維縱向剖面之地下水流場

(2001)之研究雷同。數值分析結果顯示，當集水管打設

與洩降水位、以及地下水水頭分布。其中如圖 16(b-1)

間距過大時，地下水水流僅於集水管間之地層流動而

所示，在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周圍之地下水流

不流入集水管，此現象亦與 Kleppe & Denby (1984) 所

動呈複雜之三維輻射狀流動型態，此與

稱之地下水流穿效應 (flow-through effect) 吻合。集水

Hutchinson(1977) 之研究類似。此外由於集水管坡內

管排水運作後，水位洩降面呈三維分布，由於穿流效

深入端上邊坡有地下水源頭 (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應之影響，在集水管位置與在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

Hupper) 之補注，以及集水管邊界效應，因此有較大的

之地下水洩降型態不同，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地

地下水流量 (藍色箭頭較長者表示流速較高)流入，此

下水水位將呈凸丘狀 (mound shape)，如圖 16(b-2) 及

與 Crenshaw & Santi (2004) 之研究相符。圖 16(b-2) 及

(c-2) 所示。圖 16(b-3) 及 (c-3) 分別為在集水管坡面

(c-2) 分別為在集水管切點位置 (y=(Lc)empirical =31.47

起始端 (出水口端) 高程位置 (z=Ed=10 m) 沿 H-H二

m) 沿 T-T二維橫向剖面之地下水流場、以及洩降水

維水平剖面之地下水流場、以及地下水水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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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1)

(c-1)

(b-2)

(c-2)

(b-3)

(c-3)

圖 16 集水管穩態排水數值模擬結果 (a) 三維地下水流場 (b) 二維水位洩降及地下水流場 (c) 二維地下水水頭 (1) 沿集水管
位置之二維 L-L縱向剖面 (2) 在集水管切點位置之二維 T-T橫向剖面 (3) 在集水管坡面起始端 (出水口端) 高程位置之
二維 H-H水平剖面 (n=6 支集水管，S=16 m，Hupper=40 m)
Fig.16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eady state subsurface drainage of horizontal drains (a) 3-D flow field of groundwater (b) 2-D groundwater drawdown and flow field (c) 2-D groundwater head (1) 2-D longitudinal profile L-L
along horizontal drains (2) 2-D transverse profile T-T at the location of drain contact (3) 2-D horizontal profile
H-H at the drain elevation of starting end (n=6, S=16 m, Hupper=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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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為集水管長度 L=50 m 在不同打設間距 S

化補注率 vn 越高 (參見圖 15(b))，數值解 (numerical)

(數值模型寬度 Bmodel=96 m；打設間距 S=8、12、16 m

與經驗解 (empirical) 一致反應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越

之集水管數量 n=12、8、6 支)，上邊坡邊界以定水頭

短 (亦即水位洩降效果越低)，此說明上邊坡水頭越高，

高 Hupper=40 m 維持地下水補注之情況下，進行穩態排

地下水之入流補注量越大，集水管對水位洩降之效果

水數值模擬之水位洩降面計算結果。圖 17(a)為在兩支

將受到抑制折減。兩種方法之計算結果與過去研究成

集水管間中央位置延伸至上邊坡邊界之全區域水位洩

果 (參見圖 5 及表 2) 相符。

降面，由圖可知在集水管上方排水場，集水管間距 S

另外，如圖 18 所示，在數值方法中，集水管打設

越小 (集水管數量 n 越多)，水位洩降效果越佳。然而

間距 S 越大時 (Hupper 維持定值)，對於單支集水管，其

當往集水管遠端上方邊坡區域時，各水位洩降面趨於

排水影響面積 A (=LS) 較大，排水率 Q (=vn×A×K=

相近且幾乎不受集水管間距 S 之影響。

vn×L×S×K) 越高 (參見圖 15(a))，地下水正規化補注

圖 17(b)~(d) 顯示集水管不同打設間距 S 情況下，

率 vn 越大，因此求得之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空心數據

在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以及沿集水管位置之部分

點，採用滲流分析計算求得) 越短。在經驗方法中，沿

區域水位洩降面。由圖可知，利用經驗方法(Crenshaw

集水管位置之水位洩降面與集水管相切處之集水管切

& Santi, 2004)求得之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位洩

點位置 Lc，理應隨著集水管間距 S 增減 (或集水管數

降 (經驗法-綠色實線)，呈兩段式直線分布 (參見圖 6

量減增) 及水位洩降變化而調整。然而，經驗方法求

或圖 9(c)，經驗法可劃分為洩降第一區及第二區)；而

得之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實心數據點，採用公式 (5)

利用數值方法求得者 (數值法-藍色粗點線)，則呈圓滑

計算求得) 變化微小且趨於定值。綜合論之，數值分

曲線分布。基本上，在洩降第一區，兩種計算方法求

析計算之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之變化趨勢較為合理。

得之水位洩降分布很相近；但在洩降第二區，數值方

縱然如此，利用上述兩種計算方法求得之兩支集

法對於打設間距 S 改變之水位洩降計算，其反應較之

水管間中央位置之地下水水位縱剖面分布仍很相近

經驗方法者來得靈敏。因此在洩降第二區，數值方法

(參見圖 17)，即 Crenshaw & Santi(2004) 之經驗方法

較能反映集水管間距 S 縮小 (集水管數量增加) 對水

仍能適用於計算集水管排水運作後之地下水水位，且

位之洩降效果。

其研究亦提出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之計算結果，此適合

再者，圖 17(b)~(d) 所示之紅色細點線 (數值法紅色細點線) 為沿集水管位置之部分區域水位洩降面，
其與集水管相切處即為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集水管
坡面出水口端至集水管切點位置之距離，參見圖 5)。

用來估計集水管貫穿潛在滑動面後，持續往上邊坡方
向延伸所需之長度。
(4) 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前方上邊坡區域之排水影
響

由圖可知，當集水管間距 S 縮小 (集水管數量增加) 水

集水管打設間距對集水管遠端前方上邊坡排水洩

位大幅洩降後，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會增長，此意謂水

降之影響，如圖 19 所示。集水管打設間距 S 越大，兩

位洩降效果越顯著。此外數值方法求得，沿集水管位

支集水管遠端中央位置前方上邊坡區域之水位洩降越

置之水位洩降 (數值法-紅色細點線) 亦呈圓滑曲線分

小，亦即集水管之排水影響越小。由於水位洩降取決

布，其對於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之決定較具有彈性，而

於集水管排水場 (drainage field) 之邊界條件以及集

非如經驗方法必須將水位洩降簡化為兩段式直線分布，

水管之幾何配置 (Popescu & Sasahara, 2009)，當將上

再由轉折點來決定。也因此經驗方法必須對集水管切

邊坡邊界定水頭 (Hupper) 設定在集水管遠端前方 (或

點位置 Lc 予以明確定義。同時在洩降第一區，數值方

排水場後方，behind the drainage field) 70 m (=數值模

法求得，沿集水管位置之水位洩降 (數值法-紅色細點

型長度 Lmodel集水管長度 Ld =120 m50 m，參見圖

線) 完全緊貼著集水管，此與經驗方法求得者相符。

11(b) 及 17(a)) 處時，集水管遠端前方受排水洩降影

(3) 地下水水位洩降面在集水管之切點位置 Lc

響之範圍至少有 70 m，遠超過 Crenshaw(2003) 所提

過去研究 (Crenshaw & Santi, 2004) 已証實水位

集水管遠端前方 6 m 處 (或排水場後方 6 m 處)，水位

面 洩 降 型 態 及 Lc 值 與 地 下 水 正 規 化 補 注 率 vn

將不受排水洩降影響之陳述。由於數值模擬中，集水

(=v/K=[Q/A]/K= Q/[AK]=Q/[LSK]) 息息相關。集水

管遠端前方 6 m 處上邊坡區域之水位 (Hi) 仍會受到

管打設間距 S 及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對水位

排水洩降影響，而非如 Crenshaw(2003) 假設呈現不受

洩降面在集水管之切點位置 Lc 之影響，如圖 18 所示。

排水洩降影響之狀態 (即 Hi=(Hi)Crenshaw=恆定，參見圖

由圖可知，當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越大時 (S 維

6)。

持定值)，集水管排水率 Q、地下水補注率 v、或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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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8 m

(c) S=12 m

(d) S=16 m

圖 17 在不同打設間距 S 情況下洩降水位之數值計算結果(a)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 (b)S=8 m，Lc35 m (c)S=12 m，Lc30 m
(d)S=16 m，Lc25 m 之洩降水位(Hupper=40 m，L=50 m，Lc=紅色細點線在集水管之切點位置)
Fig.17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for different drain spacing (a) along the centerline between two
adjacent horizontal drains (b) S=8 m, Lc35 m (c) S=12 m, Lc30 m (d) S=16 m, Lc25 m (for Hupper=40 m, L=50
m, Lc=the location of drain contact of red fine dot line)

圖 18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與上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對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之影響
Fig.18

Effects of drain spacing (S) and boundary constant groundwater head of upper slope (Hupper) on the location of
drain contact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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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對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上邊坡 (或排水場後方上邊坡)排水洩降之影響 (Hupper=40 m)
Fig.19

Effects of drain spacing (S) on the groundwater drawdown at the upper slope ahead of the penetration end (or
the upper slope behind the drain field) of horizontal drains (Hupper=40 m)

(5) 集水管切點處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最大水位高度

S=8 m 時，Hi=20.5 m=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之
不透水層高程起算，集水管遠端之計算水位高

hmax
集水管打設間距對集水管切點處兩支集水管間中

hd=12.55 m+10 m=22.5 m  Hi=20.5 m不合理)。另外，

央位置最大水位高度 hmax (參見圖 9) 之影響，如圖 20

由圖 21(b)可知，若 Hi 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之高程

所示。經驗方法與數值方法之計算結果相近，平均約

起算 (Crenshaw & Santi, 2004，圖 13(a))，則經驗方法

僅 0.031.26 m 之差異。然而，採用經驗方法求得之

與數值方法之計算結果相近 (差異介於 0.05~1.70 m

hmax 可能呈現負值，此意謂水位將落在集水管高程以

之間)。因此，Hi 採用 Crenshaw & Santi (2004) 之定義，

下區域，計算結果不甚合理。此外在數值方法中無法

可求得較合理之水位高 hd 計算值。

調整集水管之半徑，反之在經驗方法中集水管半徑會
影響 hmax 之計算結果，此亦為導致經驗解與數值解出
現差異之可能原因。

(7) 集水管之排水強度 DI (Discharge Intensity)
集水管排水強度 DI 為其排水率 Q 與其切點處兩
支 集 水 管 間 中 央 位 置 最 大 水 位 高 度 hmax 之 比 值

由於 Crenshaw & Santi (2004) 建議之經驗方法僅

(DI=Q/hmax)。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K 及集水管打設間距

適用於正規化補注率 vn 值落於 0.01<vn< 0.30 之情況，

S 對排水強度 DI 之影響，如圖 22 所示。集水管設置

當 vn 值越接近適用範圍門檻值時 (即 vn0.01 或

於透水性較佳之地層 (K 較大) 或集水管打設間距 S

vn0.30)，水位面之洩降型態 (Type I、Type II 及 Type

較小時，其排水強度 DI 較大且降低水位並使水位維

III) 及集水管切點位置 Lc 將急遽改變，因此經驗解與

持在安全深度位置之能力也較高。Ritzema (1973) 亦

數值解之差異將越大。由圖 20 可得知，在維持上邊坡

指出集水管排水強度 DI 越大，地下排水系統抑制水

邊界定水頭為 Hupper(固定地下水補注) 之情況下，當

位面上升之安全係數也越高。在穩態排水分析中，集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越大時，其 hmax 越大 (即水位洩降

水管打設間距 S 為定值之情況下，其排水流率 Q 將隨

效果越小)，再比對圖 20 與 18 可知，此時相對應之集

著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K 之增減而改變 (參見圖 15(a))，

水管切點位置 Lc 越小 (參見圖 18，Lc 越小即表示水位

但最終仍可求得相同之水位洩降 (hmax=定值)。因此，

洩降效果越小)。

DI=(Q/hmax)=(Q/定值)。另者，集水管在地層水力傳導

(6) 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處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
之水位高度 hd (=h100)
Crenshaw & Santi (2004) 及 Cook et al. (2012) 對
Hi (集水管遠端後方 6 m 處不受排水洩降影響之初始
水位高) 之定義有所不同 (參見圖 13(a))，因此在計算
集水管遠端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水位高 hd (=h100，

係數 K 為恆定之情況下，其 Q 值 (參見圖 15(a)) 及
hmax 值 (參見圖 20) 皆會隨著打設間距 S 之逐漸減小
而下降，且 hmax 值之下降幅度會逐漸明顯大於 Q 值，
亦即排水強度 DI 將顯著增加。
(8) 下邊坡水頭邊界未設定在集水管坡面起始端 (出水口
端) 位置之情況

參見圖 6 及 9)時，會得到不同的計算結果。集水管打

縱使地下水在下邊坡之水頭邊界未設定在集水管

設間距 S 對 hd 之影響，如圖 21 所示。集水管打設間

坡面起始端之位置，亦即水頭邊界設定在集水管坡面

距 S 越大時，地下水流穿效應 (flow-through effect) 越

起始端之更下方邊坡時 (參見圖 11(b))，數值方法仍可

顯著，水位洩降效果差，因此 hd 值越大。由圖 21(a)

有效進行水位面洩降計算，如圖 23 所示，且求得之洩

可知，若 Hi 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之不透水層高

降水位面會有部分區段落在集水管高程下方。必須指

程起算 (Cook et al., 2012，圖 13(a))，則採用經驗方法

出 者 ， 當 採 用 Crenshaw & Santi(2004) 及 Cook et

與數值方法之計算結果差異甚大 (差異介於 3.997.83

al.(2012) 建議之經驗方法時，若下邊坡之水頭邊界未

m 之間)。此外集水管遠端之計算水位高 hd 有可能大

設定在集水管坡面起始端 (或出水口端) 位置時，則

於 Hi (hd Hi)，此結果並不合理 (例如：Hupper=40 m，

水位面洩降計算將無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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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對集水管切點處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之最大水位高度 hmax 之影響
Fig.20

Effects of drain spacing (S) on the maximum groundwater level (hmax) of the center between two adjacent horizontal drains at the location of drain contact

(a)

(b)

圖 21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對集水管遠端兩支集水管間中央位置水位高度 hd (=h100) 之影響 (a) 採用 Cook et al. (2012) 定義之
Hi 進行計算，Hi=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下方之不透水層高程起算 (b) 採用 Crenshaw & Santi (2004) 定義之 Hi 進行計
算，Hi=由集水管坡面出水口端之高程起算
Fig.21

Effects of drain spacing (S) on the groundwater level of the center between two adjacent horizontal drains at the
far end of drains hd (=h100) (a) Hi defined by Cook et al. (2012), Hi =measured from the elevation of impermeable
layer below the outlet end of horizontal drains (b) Hi defined by Crenshaw & Santi (2004), Hi =measured from the
elevation of the outlet end of horizontal drains

圖 22 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K 及集水管打設間距 S 對排水強度 DI 之影響 (Hupper=25 m)
Fig.22

Effects of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 of soil strata and drain spacing (S) on the discharge intensity (DI) of horizontal drains (Hupper=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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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23 地下水在下邊坡之水頭邊界未設定在集水管坡面起始端情況之水位面洩降計算(Hupper=40 m) (a) 不同間距 S =12, 8, 4 m
(b)S=8 m (c)S=12 m 之水位洩降面
Fig.23

Groundwater surface drawdown calculations for the case of groundwater head boundary without specifying at
the starting end of horizontal drains (Hupper=40 m) (a) various drain spacing S=4, 8, 12 m (b) S=8 m (c) S=12 m

五、結

論

本研究採用橫向集水管不同設計變數，在上邊坡邊界以

其僅為集水管打設間距 (S) 以及集水管坡內深入端
(遠端) 上方邊坡邊界定水頭高 (Hupper) 之函數，且不受
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K) 之影響。

定水頭補注之情況下，進行穩態地下排水數值模擬。同時交

(3) 集水管打設間距 (S) 越大時，單一集水管之排水影響面

互比較數值方法與經驗方法 (Crenshaw and Santi, 2004 ;

積 (A=LS，L=集水管長度) 越大，流入該集水管之排水

Cook et al., 2012) 兩者間，對於水位洩降面計算之差異。綜

入流率 (Q) 也越高。然而此情況下，地下水流在兩相鄰

合分析兩種方法之計算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

集水管地層間之流穿效應 (flow-through effect) 也越顯

(1) 當下邊坡之定水頭邊界設定在集水管坡面起始端之高程

著。

時，三維數值方法與 Crenshaw & Santi(2004) 經驗方法

(4) 集水管設置於透水性較佳之地層 (K 較大) 或集水管打

之水位洩降計算結果 (hmax 及 hd) 相近。但必須指出者，

設間距 (S) 較小時，其降低地下水水位並使其維持在安

若要獲得上述計算成果，進行經驗方法計算時，集水管

全深度位置之能力 (或排水洩降之能力) 也較高，亦即

坡內深入端 (遠端) 上方邊坡 (或集水管排水場後方) 6

排水強度 DI (Discharge Intensity) 較大。

m 位置處不受地下排水洩降影響之初始水位高度 (Hi)，

(5) 藉由工程案例之計算比對以及三維數值分析之參數研究

應由集水管坡面起始端 (或出水口端) 之高程起算，而

結果，可驗證三維數值方法及 Crenshaw & Santi(2004)

不能依 Cook et al. (2012) 之建議：(Hi) 由集水管坡面起

經驗方法皆能有效推估集水管地下排水之水位洩降面。

始端 (或出水口端) 下方之不透水層高程起算。

然而，對於較複雜之現場地質條件及不規則之集水管設

(2) 正規化補注率 (vn) 乃影響水位面洩降型態之重要參數，

計配置，仍須依靠高運算效率之三維數值方法來進行模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53(3), 2022

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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