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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EC 模擬降雨入滲引致岩坡破壞與孔隙水壓變化之初步研究 

－以數值模型為例 

姚智瀛 賴宇森 羅佳明* 

摘  要 本研究主要應用離散元素法數值軟體 3DEC 5.2 模擬並探討降雨入滲影響岩石邊坡破壞過程與其

破壞過程中之弱面內孔隙水壓變化特性。其數值模型係透過 3DEC 建構兩組岩石邊坡，第一組數值幾何模型

為長寬約 10 m 且層面為 15°之簡化順向坡，另假設坡頂一處張裂縫提供降雨入滲起點；第二組數值模型則在

第一組模型增加傾角為 75°之弱面 (節理)，並使降雨均勻於坡面入滲致岩坡內。模型初步將岩體假設為彈性

介質，基質與弱面均初步選擇庫倫摩擦準則，並於岩坡冠部或坡面設置水壓表示降雨入滲起點，分別採用單

向耦合 (One-way Coupled) 與雙向耦合 (Two-way Coupled) 方式模擬。模擬顯示雙向耦合之結果更為理想，

過程中地表水自頂部弱面入滲並累積孔隙水壓於岩坡內部，其在水壓力達一定值時岩坡將產生破壞，破壞後

擴大之弱面將使得水壓消散，而岩體持續變形至滑動過程中水壓亦隨之變化，最終可能引至更大規模之岩體

滑動。 

關鍵詞：降雨入滲、岩石邊坡、數值模型、孔隙水壓、岩體滑動。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ainfall Infiltration Leading to Rock Slope 
Failure and Pore Pressure Variation through Physical Models Sim-

ulated using 3DEC 

Chih-Ying Yao Yu-Sen Lai Chia-Ming Lo*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numerical software program 3DEC 5.2 was applied to sim-

ulat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on the failure process of rock slopes and the pore pressure variation 

in the plane of weakness during the failure proces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wo sets of rock-slope numerical models 

using 3DEC. The first numerical model had a simplified dip slope of approximately 10 m in length and width and 15° 

in dip angle. The tension crack at the top of the slope was assumed to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for rainfall infiltration. 

In the second numerical model, a plane of weakness with a dip angle of 75° was added to the first model, allowing the 

rainfall to evenly infiltrate into the slope. In the model, rocks were assumed to be elastic, and the Mohr-Coulomb joint 

constitutive model was used. This study set water pressure at the crown of the slope or slope surfa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and then used a two-way coupling method for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surface water infiltrates from the top, and that pore pressure accumulates inside the rock slope and the rock slope 

fails when the water pressure reaches a certain value. The expanded plane of weakness after failure allows the pore 

pressure to dissipate, and the pore pressure changes during the continual deformation of the rock and sliding, which 

may eventually cause a large-scale rock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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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四面環海，且地理位置接近間熱帶符合區，每年夏

季易受到颱風侵襲。颱風或梅雨季節與春秋雨季時的強烈鋒

面是大豪雨的主要成因。豪雨發生時，大量的雨水落在山區

的岩坡表面上，雨水順著由地表延伸至深處的裂隙向下入

滲，累積在坡體內部發達的孔隙中。當雨量過大，岩坡排水

不及，裂隙內的水壓持續上升，過大的水壓將撐開裂隙，使

岩體的強度下降，進而引發坡體滑動，造成災害 (Kalini et 

al., 2008; Brunetti et al., 2015; He et al., 2018)。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分析降雨引致沿坡破壞之過程，

Kalini et al. (2008) 對莫斯科河谷右岸邊坡滑動之研究顯示，

在連續降雨情形下，雨水會不斷滲入裂隙間並在重力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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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向坡腳流動，流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動水壓力 (Hydrody-

namic Pressure) 以及地下水產生的靜水壓 (Hydrostatic) 使

坡體抗剪強度下降，進而引致岩坡破壞。ZENG et al. (2013) 

透過後緣張裂型順向坡層面降雨入滲受力模型，分析水流在

坡體內部的作用力，包含對裂隙壁面的拖曳力、岩體背部所

受的靜水壓力、滑動體之摩擦力、層面中水流之向上推力等，

得出順向坡所受水力作用與其岩坡後緣裂隙之入滲水量呈

現高度相關，即後緣裂隙中水位越高，岩坡之穩定性越低。

Lai et al. (2021) 藉由物理模型試驗分析層狀岩坡在降雨條

件下的變形機制以及過程，透過壓力、應變、位移、含水量

等數據將岩坡滑動破壞過程分為初始變形、等速變形以及加

速變形三階段。在初始變形、等速變形階段中應力與應變值

僅有微幅增加，而在加速變形階段應變值明顯上升，水平與

垂直位移也迅速上升。然而，地表水入滲至岩體內及其滲流

分布極為複雜，以物理模型試驗僅能探討岩體於靜態過程

中，孔隙壓力與非運動狀態之岩坡關係，對於地表水開始入

滲至岩體與滲流過程之孔隙水壓變化較難以探討。尤其，當

岩體因孔隙水壓及其重力導致滑動時，若其運動過程中孔隙

水壓未完全消散，將可能導致崩滑體衍生不同之山崩型式 

(如弧形破壞及流動型山崩等) 或更複雜之運動機制，形成難

以預測之破壞程度與堆積影響範圍。故欲探討其複雜之行為

機制，須採用非連續體之數值模擬工具輔助分析，進而瞭解

地表水入滲至岩體及其運移至堆積過程中，孔隙水壓變化與

塊體由靜止至運動之關聯性。 

3DEC 為美國 Itasca 以離散元素法為基礎開發之三維分

析數值軟體，在大地工程的領域有非常廣泛的運用。3DEC

常被運用於邊坡穩定的數值模擬中，例如透過 3DEC 分析過

去發生的崩塌災害，以此探討災害的成因與滑動機制 (Wu et 

al., 2017; Wu et al., 2018; Bakun-Mazor et al., 2020)。此外，

3DEC 亦被用於重現大規模崩塌地及模擬邊坡治理技術，徐

文杰等(2020)運用 3DEC 軟體將自現地取得的點雲資料建構

成三維數值模型，並置入容易影響邊坡穩定的節理構造等特

性，加上合理的參數設定，以呈現邊坡逐漸由穩定變為不穩

定狀態，最後演變為大規模崩塌之過程。Zhu et al. (2021) 則

是以 3DEC 分析新技術對於逆向坡穩定的影響，分別觀測逆

向坡數值模型在無添加額外支撐、使用舊型鋼纜與負柏松比

鋼纜 (Negative Poisson’s Ratio Cable) 等三種狀態之變形與

位移，並且再以物理模型相互驗證，提升其合理性與準確性。 

然而，在有關 3DEC 的研究中，鮮少有對於降雨入滲引

致岩石邊坡破壞進行研究，梁星等 (2010) 曾以 3DEC 分析

降雨對岩石邊坡穩定性的影響，該研究模擬不同降雨量下岩

坡的位移，但研究中是根據降雨強度給定不同的強度折減，

無法呈現地表水轉化為地下水，並在坡體內部流動的情形。 

本研究之目的即是為了尋找 3DEC 中更加合理之降雨

入滲模擬方式，並非依據降雨強度給予弱化後之參數，而是

對雨水入滲後在坡體內部的流動與岩體滑動進行耦合運算，

以及呈現滲入的水流影響坡體穩定最後導致破壞的過程，並

分析破壞過程中岩坡內部孔隙水壓之變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 3DEC 建構的模型進行，3DEC 模型中的主

要元素包含塊體 (Block) 以及節理 (Joint)。塊體可以再經由

指令進一步網格化 (Zone)，網格化的塊體將從剛體 (Rigid) 

轉變為可變形體 (Deformable)，可用來分析岩體受外力影響

後的變形行為。 

1. 水流分析模式 

本研究使用 3DEC 中的 Jointflow 模式進行水流分析，

在該模式下水僅被允許在裂隙中流動，並且將裂隙假設為兩

平行不透水層中的區域，如 (圖 1)，即岩塊之滲透性 (Per-

meabilty) 為零。 

依據 Jointflow 模式中假設的裂隙形式，裂隙中水流量

的理論值計算類似於流體力學中對於平行板間的水流 (flow 

between parallel plates) 選定垂直紙面之厚度為 1 m 之控制

體積以 Navier-Stokes equations 算出的結果，如式 (1)。 

q ,  (1) 

其中 qi 為流量 (m2/s)；uh為裂隙寬度 (m)；ρ為水之密

度 (kg/m3)；g 為重力加速度 (m/s2)；μ為黏滯係數 (Pa·sec)；

Φ,i 為水力坡降。 

若將其簡化為大地工程中較為常見的達西定律 q=kiA

的形式，其中 i 為水力坡降，而在單位厚度 1 m 的情況下

A=uh，滲透係數 k 值如式 (2) 

k  (2) 

水流量 q 如式(3) 

q  (3) 

其中 q 為流量 (m2/s)；uh 為裂隙寬度 (m)；i 為水力坡

降；ρ為水之密度 (kg/m3) ；g 為重力加速度 (m/s2)；μ為黏

滯係數 (Pa·sec)。由式 (1) 與式 (3) 可知水流量的理論值

在其他參數為定值的情況下與裂隙寬度的立方成正比。 

Jointflow 模式下，裂隙面將在網格化的過程中被分為多

個三角網格，如 (圖 2)，網格化後的裂隙面將成為水流平面 

(Flow Plane)，水流將被允許在水流平面上流動，而水流平面

中每個三角網格的頂點被稱為水流格點 (Flow Knot)。 

3DEC 計算水壓時，每一個新的 step 中都會對水流格點

進行水壓計算，水壓會依據該格點前一個 step 的情況計算出

新的水壓值，如式(4) 

p p K Q
Δ

K
Δ

 (4) 

其中，p 為新的水壓 (Pa)；P0為前一個 step 的水壓 (Pa)；

Kw為水的體積模數 (Pa)；Q 為通過該格點的水流量 (m3/s)；

Δt 為與上個 step 的時間差 (sec)；ΔV=V-Vm，V 為水流格

點在新的 step 中的體積 (m3)，Vm 為前一個 step 中的體積 

(m3)。 

3DEC 中無法顯示負的水壓值，因此一旦式(4)計算出的

結果為負值，會將水壓值設為零。 

計算出所有水流格點的水壓後，每個水流平面上的網格

會依其所含的三個水流格點計算出網格中的平均水壓，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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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水壓往低水壓的方式計算水流之流動，其水流量大致與

式 (3) 的結果相同。 

 

 
圖 1 Jointflow模式之裂隙 

Fig.1 Joint in joint flow mode 

 

 
圖 2 裂隙面網格化 (網格邊長 1m) 

Fig.2 Process of joint zoning (zones are 1 m in edge 

length) 

(1) 水流量公式驗證 

為了確認式 (2) 與式 (3) 之正確性，假設一簡單

水流狀態，如 (圖 3)，邊界為 A 點與 B 點，兩點間距

離 L 為 10 m，有一向右之穩定水流。其中 A 點水柱

高度為 1 m，B 點水柱高度為 0.5 m，即 A 與 B 之間

水頭差 h 為 0.5 m。其餘參數如 (表 1)。 

表 1 水流量驗證之參數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discharge verification 

h(m) 0.5 

L(m) 10 

uh(m) 1E-4 

ρ(kg/m3) 1000 

μ(Pa·sec) 1E-3 

 

依式 (2)，(圖 3)中計算出之 k 值為： 

k = 8.175E-3(m/s) 

再依式 (3) 得到該情況下理論之水流量： 

q = 4.088E-8(m3/s) 

在 3DEC 中同樣建立一穩定水流模型，如 (圖 4)，

A 點與 B 點之距離同樣為 10 m，並將 A 點之水壓設

為 9.813E3(Pa)，B 點水壓設為 4.905E3(Pa)，以此模擬

A 點與 B 點之水柱高。其餘參數與 (表 1) 相同。 

 依 (圖 4) 顯示之結果，能發現 AB 之間水壓除

少部分因邊界或網格並非完全均等而有差距外，其餘

部分之水流量皆在 4.087E-8(m3/s) 與 4.089E-8(m3/s) 

之間，與先前所求得之理論值相符。 

 

 
圖 3 水流量公式驗證假設之水流 

Fig.3 The assumed water flow in discharge verification 

 

 
圖 4 以 3DEC模擬圖 3之水流 

Fig.4 Numerical simulatIion of the water flow in Fig.3 using 3DEC 

2. 耦合 

本研究需要同時考慮雨水入滲後的流動與岩體滑動，因

此必須要進行耦合模擬運算。本研究中會使用以下兩種耦合

模式，分別為單向耦合  (One-way Coupled) 與雙向耦合 

(Two-way Coupled)。模擬中將對兩者之結果進行分析，判斷

其合理性。 

(1) 單向耦合 (One-way Coupled) 

在 3DEC 中，力學運算的時間步長 (timestep) 與

水流運算的時間步長不同，因此耦合需要的非常大量

的時間。單向耦合即是將力學與水流分別運算，進行

力學運算時將水流計算關閉，進行水流運算時亦不進

行力學的計算。希望藉此達到與耦合相似的效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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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避免耦合必須花費大量時間的缺點。 

(2) 雙向耦合 (Two-way Coupled) 與快速水流 (Fastflow) 

在雙向耦合 (Two-way Coupled) 模式下，水流與

力學的運算會同時進行，能夠得到更接近真實的結果，

但如此複雜的運算模式會導致模擬必須耗費非常大量

的時間。快速水流 (Fastflow) 即是在雙向耦合 (Two-

way Coupled) 的基礎下，將水流的時間步長拉長，但

同時必須增加每一個水流運算 step 對應的物理運算

step 數量以確保達到平衡。同時快速水流模式假設水

為不可壓縮，即水的體積模數 K 在該模式下有不同定

義，必須調整為 K/L3，L 為網格化時設定的網格邊長 

(m)。本研究中所使用之雙向耦合皆為快速水流模式。 

3. 3DEC 幾何模型 

本研究建立兩組 3DEC 幾何模型進行模擬。 

第一組數值幾何模型為長寬約 10 m 且弱面傾角為 15°

之簡化順向坡，岩坡頂部設置一延伸至地表深處之垂直裂

隙，該裂隙右側不允許位移，模型最底部之塊體同樣設置支

承不允許任何位移。模型中可動部分分為六層岩體，並且順

向坡表面無其他裂隙，因此在降雨模擬中，雨水僅會經由最

右側垂直裂隙入滲。 

第二組數值模型則在第一組模型的基礎上額外增加傾

角為 75°之弱面，並且該組弱面皆由地表延伸至最下層滑動

面，因此在降雨模擬中，雨水會由順表表面均勻滲入岩坡。 

將第一組模型的名稱定為 A，第二組為 B。每組皆會以

單向耦合與雙向耦合兩種模式分別進行模擬 1 與模擬 2，如 

(表 2)，其中箭頭方向代表水流流入與流出之方向，箭頭指

向位置則代表水流初始入滲點 (I.I.P, Initial Infiltration Point) 

或出流點 (W.O.P, Water Outflow Point)。 

表 2 模型 A 與 B 降雨入滲設置方式與模擬過程如下：  

(1)第一階段 

假設每小時 60 mm 降雨 (大豪雨至超大豪雨) 作

用於初始入滲點 (I.I.P, Initial Infiltration Point)，其地表

水位每小時上升 60 mm，即每秒將初始入滲點之水壓

提升 588.6Pa，且於模型破壞前不斷供給相同水壓。其

地表水將快速入滲至岩體弱面，此時岩體內水壓將逐

步上升。 

(2)第二階段 

地下水將由上層岩體弱面逐步入滲至下方岩體，

因此孔隙水壓將由上層往下層逐步遞增，當地下水傳

遞至出水點(W.O.P, Water Outflow Point)，水壓即迅速

消散 (但模型仍於 I.I.P 不斷供給每小時 588.6Pa 水壓)。 

(3)第三階段 

岩體將因水壓增加而趨於不穩定，當岩體變形或

滑動時，水壓亦將隨之變化(因假設水為不可壓縮，故

塊體運動交互作用時，將激發局部孔隙水壓)，直到岩

體完全破壞。 

表 2 幾何模型與耦合模式 

Table 2 The Models and coupled modes 

 單向耦合 雙向耦合 

 

A-1 A-2 

 

B-1 B-2 

 

(表 3) 所示為所需之參數。其中法向勁度 (kn) 與

剪向勁度 (ks) 必須根據模擬中岩石之體積模數 (K)、

剪力模數 (G)與網格的邊長進行設定，如式 (5)  

jkn 	jks 10 (5) 

其中，jkn與 jks為節理法向勁度 (kn) 與剪向勁度 (ks)，

K 為岩石之體積模數，G 為岩石之剪力模數，dz 為網格化後

的網格邊長。 

式(5)中，jkn 與 jks 小於一定值。若 jkn 與 jks 大於該值，

會使模擬所需的時間大幅增加，同時模擬結果不會有明顯變

化。但同時要避免使用過小的 jkn 與 jks 值，過小的 jkn 與

jks 可能會使模擬中塊體重疊率過高而影響準確性。 

本研究將探討同參數下兩種耦合模式結果之差異。 

表 3 模擬所需之參數 

Table 3 The parameters of numerical simulatIion 

參數 參數值 

Joints 

法向勁度kn(Gpa/m) 10 

剪向勁度ks(Gpa/m) 10 

凝聚力 (Mpa) 1 

摩擦角 ( ° ) 30 

剪脹角 ( ° ) 0 

抗拉強度 (Gpa) 0 

初始裂隙寬度 (µm) 10 

Rock 

體積模數 (Gpa) 5 

剪力模數 (Gpa) 2 

密度 (kg/m3) 2000 

滲透率 0 

Fluid 

密度 (kg/m3) 1000 

體積模數 (Gpa) 2 

黏滯度 (Pa·sec) 1E-3 

 

4. 降雨模擬 

裂隙因降雨由乾燥到飽和的過程大概可分為以下三階

段：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54(1), 2023 5 

(1) 滲潤 

乾燥時，入滲的水分在分子力作用下被岩土顆粒

吸附，接著形成薄膜水，當含水量大於岩土最大分子

持水量時該階段結束。 

(2) 滲漏 

表層的薄膜水得到滿足後，影響入滲的作用力轉

為重力與毛細現象，入滲的水分在孔隙中作不穩定運

動，並逐步填滿孔隙，在表層達到飽和時該階段結束。 

(3) 滲透 

在達到飽和後，水分在重力的作用下向深層移動。 

3DEC 之 Jointflow 模式假設所有的裂隙皆為飽和，因此

本研究不考慮裂隙由乾燥到飽和過程中較為不穩定的狀態，

當模擬開始時即為穩定的滲透階段。 

本研究之降雨模擬係以雨水入滲點位之水壓變化來進

行。以模型 A 為例，如圖 5，研究中假設岩塊不透水，因此

雨水僅能透過裂隙與地表接觸處入滲。在入滲起點設置水

壓，該水壓即代表地表累積水位高度，並在模擬過程中將水

壓緩慢提高，以模擬降雨過程中地表累積水位高度不斷上升

之情形，水壓增加的速度則依雨量的大小而定。以本研究中

降雨強度每小時 60 mm 為例，即每小時將初始入滲點之水

壓提升 588.6 Pa。 

 
圖 5 模型 A水利邊界 

Fig.5 The hydraulic boundary condition of model A 

池谷浩 (1983) 指出邊坡發生崩壞前，通常會有一段降

雨延時 dT，降雨量 dM 的小雨， 隨後降雨強度增大，在 dt

的時間內降下 dm 之雨量，稍後產生坡面崩壞，如圖 6(a)。 

本研究降雨之依時曲線如圖 6(b)，模擬開始前，模型會

依據所設置之排水邊界生成一初始水流狀態，此時入流量與

出流量維持定值，該狀態可視為經歷一段時間之小雨，且雨

水全部滲入岩坡中。模擬之初始狀態為圖 6(b) 中之 P 點，

模擬開始後降雨量增加，雨水即開始在地表累積並且水位逐

漸升高，隨後產生破壞。 

 

(a) 

 

(b) 

圖 6 (a) 崩塌災害發生時之降雨模式、(b) 模擬中降雨依時

曲線 

Fig.6 (a) Rainfall pattern when disaster occur; (b) The 

cumulative rainfall curve in numerical simula-

tion 

 

三、研究成果 

1. A-1 模擬成果 

模型 A 示意圖與 3DEC 數值模型如 (圖 7)，其中包含弱

面、水流進出位置與邊界支承。 

模擬結果如圖 8(a)~圖 8(g)，以單向耦合方式模擬模型

A 因降雨而產生的水壓變化與逐漸破壞之過程，每一張圖包

含左側的岩坡內部之水壓分佈圖及右側的岩體位移圖，。其

模擬過程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降雨初期)： 

如圖 8(a)~圖 8(b)。Jointflow 模式中假設裂隙為飽

和，即裂隙在初始狀態及充滿水。3DEC 會依照設定

之重力與每個點位之高程及水壓邊界生成初始之穩定

水流。此階段降雨入滲的時間尚短，所造成水壓變化

不甚明顯，水流大致維持原本的穩定狀態。 

(2) 第二階段 (裂隙水壓上升)： 

如圖 8(a)~圖 8(d)。連續的降雨使得地表水位升高。

水流由地表慢慢向下入滲，滲入每一層的裂隙中。同

時因為岩坡排水不及導致水壓在裂隙中不斷累積。 

(3) 第三階段 (岩坡破壞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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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8(d)~圖 8(f)。該階段內岩坡裂隙中水壓持續

上升，導致岩體變形加劇。當水壓過大時將使裂隙兩

側之岩塊被撐開。最上層岩塊靠近坡頂雨水入滲處即

因為裂隙水壓過大而被撐開。  

(4) 第四階段 (岩坡完全破壞)： 

如圖 8(f)~圖 8(g)。第一層岩塊與第二層岩塊間的

裂隙間距增加。但依單向耦合之設定，在進行水流運

算時，水流之通道大小，即裂隙寬度不會因所受應力

及水壓影響，仍保持在初始值 (1 E-4 m)，即水壓並沒

有因為裂隙擴大而消散。未消散之水壓在塊體分離後

仍然造成影響。至此可以認為 A-1 的模擬成果基本上

不符合真實的降雨情形。 

 

 
圖 7 A之示意圖與數值模型 

Fig.7 The schematic diagram and numerical model of model A 

  (a) step=32E4 

 (b) step=64E4 

 (c) step=96E4 

 (d) step=192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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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step=480E4 

 (f) step=512E4  

 (g) step=576E4 

圖 8 A-1模擬結果 (a) step=32E4、(b) step=64E4、(c) step=96E4、(d) step=192E4、(e) step=480E4、(f) step=512E4、(g) 

step=576E4 
Fig.8 The resul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1 (a) step=32E4、(b) step=64E4、(c) step=96E4、(d) step=192E4、(e) step=480E4、

(f) step=512E4、(g)step=576E4 

2. A-2 模擬成果 

模型 A 示意圖與 3DEC 數值模型如 (圖 7)，其中包含弱

面、水流進出位置與邊界支承。 

模擬結果如圖 9(a)~圖 9(g)，以雙向耦合方式模擬模型

A 因降雨而產生的水壓變化與逐漸破壞之過程，每一張圖包

含左側的岩坡內部之水壓分佈圖及右側的岩體位移圖，。其

模擬過程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降雨初期)： 

如圖 9(a)~圖 9(b)。Jointflow 模式中假設裂隙為飽

和，即裂隙在初始狀態及充滿水。3DEC 會依照設定

之重力與每個點位之高程與水壓邊界生成初始之穩定

之水流。在快速水流模式下，裂隙寬度會依照所受應

力與水壓之大小發生改變，因此生成之水流與單向耦

合不同。此階段降雨入滲的時間尚短，所造成水壓變

化不大，但仍能看見岩坡內部地下水位微幅上升，同

時水壓也持續增加。 

(2) 第二階段 (裂隙水壓上升)： 

如圖 9(b)~圖 9(d)。連續的降雨使得地表水位升高，

坡頂滲水處之水壓大小也增加至能清楚顯示於圖上，

入滲的水流一部份滲入上層裂隙，一部分由接近地表

的位置緩慢滲入岩坡裂隙深處與地下水流匯合使其水

位升高，同時因為岩坡排水不及導致水壓在裂隙中不

斷累積。 

(3) 第三階段 (岩坡破壞)： 

如圖 9(d)~圖 9(e)。該階段內岩坡裂隙中水壓持續

上升，導致岩體變形加劇。該階段最上層岩塊靠近坡

頂雨水入滲處即因為裂隙水壓而被推開，裂隙的寬度

一瞬間改變，造成水流與水壓在該階段產生一小段時

間的紊亂。圖上最上方裂隙寬度改變處之水壓產生劇

烈變化，依(4)式，當裂隙被擠壓時水壓上升、裂隙擴

大時水壓下降。 

(4) 第四階段 (水壓消散)： 

如圖 9(e)~圖 9(g)。最上方第一層岩塊受到裂隙中

不斷增加的水壓影響，向下的正向應力下降，摩擦力

不足以支撐岩塊，導致第一層岩塊向下滑動。裂隙的

寬度在該階段持續增加，擴大至一定程度後使水流格

點的中的水壓瀉降，最後消散。 

3. B-1 模擬成果 

模型 B 示意圖與 3DEC 數值模型如 (圖 10)，其中包含

弱面、水流進出位置與邊界支承。 

模擬結果如圖 11(a)~圖 11(e)，以單向耦合方式模擬模型

B 因降雨而產生的水壓變化與逐漸破壞之過程，每一張圖包

含左側的岩坡內部之水壓分佈圖及右側的岩體位移圖，。其

模擬過程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 

(1) 第一階段(降雨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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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a)~圖 11(b)。Jointflow 模式中假設裂隙為

飽和，即裂隙在初始狀態及充滿水。3DEC 會依照設

定之重力與每個點位之高程及水壓邊界生成初始之穩

定水流。模型 B 與模型 A 不同，模型 B 之坡頂可供

雨水入滲的裂隙非常多，因此即使此階段降雨入滲的

時間尚短，地下水位與水壓仍有明顯上升。 

(2) 第二階段(裂隙水壓上升)： 

如圖 11(b)~圖 11(c)。連續的降雨使得地表水位升

高，坡頂滲水處之水壓大小也增加至能清楚顯示於圖

上，入滲的水流一部份滲入上層裂隙，一部分緩慢滲

入岩坡，同時因為岩坡排水不及導致水壓在裂隙中不

斷累積。 

(3) 第三階段(岩坡破壞初期)： 

如圖 11(c)~圖 11(d)。該階段內岩坡裂隙中水壓持

續上升導致岩體變形加劇。當水壓過大時將使裂隙兩

側之岩塊被撐開。最外側之岩塊因受到垂直裂隙中水

壓產生之側向力而被撐開。  

(4) 第四階段(岩坡完全破壞)： 

如圖 11(d)~圖 11(e)。岩塊間的裂隙間距增加。但

依單向耦合之設定，在進行水流運算時，水流之通道

大小，即裂隙寬度不會因所受應力及水壓影響，仍保

持在初始值 (1 E-4 m)，即水壓並沒有因為裂隙擴大而

消散。未消散之水壓在塊體分離後仍然造成影響，因

此塊體持續受到側向的力量推擠。至此可以認為 B-1

的模擬成果基本上不符合真實的降雨情形。 

 

 (a) step=160E4 

 (b) step=512E4 

 (c) step=1280E4 

 (d) step=2272E4 

 (e) step=11104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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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tep=28704E4 

 (g) step=36000E4 

圖 9 A-2模擬結果 

Fig.9 The resul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2 

 

 
圖 10 B之示意圖與數值模型 

Fig.10 The schematic diagram and numerical model of model B 

 

 (a) step=32E4 
 

 (b) step=64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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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tep=192E4 

 (d) step=288E4 

 (e) step=480E4 

圖 11 B-1模擬結果 

Fig.11 The resul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B-1 

4. B-2 模擬成果 

模型 B 示意圖與 3DEC 數值模型如 (圖 10)，其中包含

弱面、水流進出位置與邊界支承。 

模擬結果如圖 12(a)~圖 12(f)，以單向耦合方式模擬模型

B 因降雨而產生的水壓變化與逐漸破壞之過程，每一張圖包

含左側的岩坡內部之水壓分佈圖及右側的岩體位移圖，。其

模擬過程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 

(1)第一階段(降雨初期)： 

如圖 12(a)。Jointflow 模式中假設裂隙為飽和，即

裂隙在初始狀態及充滿水。3DEC 會依照設定之重力

與每個點位之高程與水壓邊界生成初始之穩定之水流。

在快速水流模式下，裂隙寬度會依照所受應力與水壓

之大小發生改變，因此生成之水流與單向耦合不同。

此階段降雨入滲的時間尚短，所造成水壓變化不大，

但仍能看見岩坡內部地下水位微幅上升，同時水壓也

持續增加。 

(2)第二階段(裂隙水壓上升)： 

如圖 12(b)~圖 12(d)。連續的降雨使得地表水位升

高。入滲的水流與地下水流匯合，滲入每一層的裂隙

中。同時因為岩坡排水不及導致水壓在裂隙中不斷累

積。 

(3)第三階段(岩坡破壞)： 

如圖 12(d)~圖 12(e)。該階段內岩坡裂隙中水壓持

續上升導致岩體變形加劇。該階段最上層最左側岩塊

靠近坡頂雨水入滲處之裂隙即因為裂隙水壓而打開，

裂隙的寬度一瞬間大幅改變，造成水流與水壓在該階

段產生一小段時間的紊亂。圖上最上方裂隙寬度改變

處之水壓產生劇烈變化，依 (4) 式，當裂隙被擠壓時

水壓上升、裂隙擴大時水壓下降。 

(4)第四階段(水壓消散)： 

圖 12(e)~圖 12(f)。最上方最外側第一層岩塊受到

裂隙中不斷增加的水壓影響，向下的正向應力下降，

摩擦力不足導致第一層岩塊向下滑動，緊接著附近的

岩塊也開始滑動。裂隙的寬度在該階段持續增加，擴

大至一定程度後水流格點中的水壓瀉降，最後消散。 

5. 與地表未設置降雨水壓邊界之狀態對比 

本研究之目的為模擬降雨入滲引致之邊坡破壞，先前已

以兩種耦合方式對不同模型進行降雨之模擬。為了解模擬中

設置降雨對結果之影響，將其與未設置降雨之水壓邊界之模

擬進行對比。兩者降雨之依時曲線如圖 13，圖中左側為入滲

起點設置降雨水壓邊界、右側為未設置降雨水壓邊界，未設

置降雨之水壓邊界時，模型會依據排水邊界生成初始水流，

此時水之流入與流出皆為定值，且入滲起點之水壓為零，可

視為一降雨量為定值且入流量與排水量達到平衡狀態之小

雨。模擬結果比較如圖 14 (a)~圖 14(d)，可以發現未設置降

雨水壓邊界的模擬沒有明顯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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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ep=224E4 
 

 (b) (step=352E4 
 

 (c) step=544E4 
 

 (d) step=1248E4 
 

 (e) step=1888E4 
 

 (f) step=8128E4 

圖 12 B-2模擬結果 

Fig.12 The resul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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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降雨依時曲線對比(左圖為入滲起點設置降雨邊界條件，右圖為無設置) 

Fig.13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umulative rainfall curves (the left is curve that rainfall boundary condition is set 

in inflow point and the right is non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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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14 (a) A-1模擬結果對比 (左圖為入滲起點設置降雨邊界水壓，右圖為無設置)、(b) A-2模擬結果對比 (左圖為入滲起點設置

降雨邊界水壓，右圖為無設置)、(c) B-1模擬結果對比 (左圖為入滲起點設置降雨邊界水壓，右圖為無設置)、(d) B-2模

擬結果對比 (左圖為入滲起點設置降雨邊界水壓，右圖為無設置) 

Fig.14 (a) The result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1 (the left is rainfall boundary condition set in inflow point and the 

right is none); (b) The result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2 (the left is rainfall boundary condition set in inflow 

point and the right is none); (c) The result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B-1 (the left is rainfall boundary condition 

set in inflow point and the right is none); (d) The result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B-2 (the left is rainfall boundary 

condition set in inflow point and the right is none) 

6. 入流量與出流量依時曲線 

為分析破壞過程中岩坡內部孔隙水壓之變化，須紀錄A-

2 中入流量與出流量之依時曲線，以探討水壓變化與水流量

之間的相互關係。 

將 A-2 中進行水流量監測之位置定為點 1~點 7，其中點

1 為水流入滲處，而流出之位置由上至下分別為點 2~點 7，

如圖 15。隨後進行水流量之監測，點 1~點 7 之水流量名稱

分別為 disch1~dis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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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為 A-2 入流量之依時曲線，其中正值為向下，負

值為向上。降雨初期張裂縫細小，水流量極低，但當第一層

岩塊產生位移後，岩坡張裂縫寬度瞬間增加，水流量亦迅速

升高。後續一段時間內，水流量於正負之間反覆波動，當點

1 之水流量為正時，代表水向岩坡內部流動，向下的水流令

張裂縫中的水位高度有一瞬間低於點 1，但該瞬間雨水滲入

又使得張裂縫中的水位升高，於是點 1 產生向上之水流，即

負之水流量。該現象可對應 A-2 模擬第三階段中水壓值紊亂

的情形。 

圖 17 為 A-2 出流量之依時曲線，由於降雨入滲，第一

層之出流量 disch2 最先開始上升，接著岩坡內部地下水位升

高，最下層之出流量 disch7 也開始上升，其餘點位之水流量

亦隨水流入滲而增加。原先第一層之出流量 disch2 於 6 個點

位中最大，但隨著岩坡破壞，第一層岩塊位移加劇，disch2

開始下降，最後降為 6 點位中最小。 

 

 
圖 15 水流量監測位置 

Fig.15 The discharge monitoring points 

 
圖 16 A-2入流量依時曲線 

Fig.16 Inflow discharge curve of A-2  

 

.  

圖 17 A-2出流量依時曲線 

Fig.17 Outflow discharge curve of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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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本研究主要藉由 Itasca 所開發之離散元素法數值軟體

3DEC 模擬降雨入滲影響岩石邊坡穩定性之過程。將順向坡

模型 (模型 A) 與多節理岩坡模型 (模型 B) 透過單向耦合

與快速水流兩種耦合模式進行模擬。其單向耦合在岩體產生

較大位移後，因基本假設上裂隙寬度不因應力與水壓而產生

變化，導致岩體分離後依舊受到高額的水壓力推擠，無法合

理呈現岩坡位移後裂隙被擠壓造成水壓上升及裂隙擴大造

成水壓下降之情形。而雙向耦合模擬結果較符合水壓值隨水

流格點體積變大而降低之情形，岩體內的地下水位在地表水

入滲後緩慢升高，逐漸滲入裂隙中，岩體裂隙因水壓上升高

而被撐開，寬度一瞬間大幅改變會造成水流與水壓產生一小

段時間的紊亂。隨後岩體位移過大使得水壓消散，最後瀉降

至零。其模擬結果較接近節理岩體因地表水入滲後，水壓變

化與岩體滑動之行為特性。 

最後，本研究透過耦合模擬結果以及入流量及出流量之

依時曲線，得知目前提出之研究方法確實可於一定程度上模

擬降雨引致岩坡破壞之連續性變化，其將可作為未來相關研

究分離元素模擬地表水入滲引致岩坡滑動與孔隙水壓變化

行為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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