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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落石引致最大衝擊力於明隧道頂板設計之研究 

羅佳明[1]* 張凱傑[2]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數值模擬評估大規模落石之最大衝擊力，藉此作為國內明隧道頂板結構設計之參考。

而數值模擬主要採用分離元素法，經由物理模型試驗進行比對驗證後，進行大規模落石運動過程模擬與衝擊

力量測。物理模型試驗結果顯示，落石引致之最大衝擊力主要由落石量、落距與崩落過程等因素影響最為顯

著。由全尺度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其除可滿足物理模型之落石衝擊行為外，對於崩落型式、落石材料與明隧

道頂板間之接觸勁度亦可量化出其影響特性，故對於明隧道頂板設計或陡坡危岩處理考量上，應可最為後續

研究與工程防護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最大衝擊力、明隧道頂板、分離元素法、物理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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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for a rock-shed slab in a rockfall. A discrete ele-
ment program is calibrated using small-scale physical experiments and is then used to model the movement for a 
large scale rock-fall and to measure the impact forces. The results from the small-scal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mass of the rock-fall, the height from which the rock falls 
and the falling process. The full-scale numerical modeling for a field case confirms thes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rock-fall modes and the contact stiffness between the rock and the rock-shed. This study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rock-shed structures where there are large rock-fall problems. 
Key Words :  Maximum impact force, rock-shed slab, physical experiment,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一、前  言 

1. 研究動機 
台灣山坡地因地質脆弱落石災害頻傳，遭遇颱風、地震和

地層自然風化常引發落石災害，政府對此的應對方式是建造明

隧道，而明隧道最主要的功能是保護道路免受落石直接衝擊、

保障地區交通不中斷及維持邊坡穩定之工程構造物，故明隧道

是保障地區道路的重要工程。但有關單位對這項保障人民生命

財產的重要工程設施無明確規範，有鑒於此，本研究將針對明

隧道頂板強度進行一連串的研究及分析，提供有關單位及民間

一份可供對比的明隧道頂板強度對比圖。 
台灣重要的道路，如新中橫連外道路、蘇花公路，都建造

在山谷或懸崖邊，前者面對溪谷；後者面對海洋，只要有一定

規模的崩塌就足以讓交通中斷，有關單位在這兩者均有建造明

隧道，前者易因崩塌導致設施掩埋、頂板損毀，最嚴重的情況

為設施全數毀損；後者易因大小不同之落石導致頂板損毀，與

前者相比情況只略輕一點。著名的明隧道案例有：馬陵明隧

道、白楊明隧道、哈比蘭明隧道、烏乾坑溪明隧道等案例，其

中本研究以馬陵明隧道的案例為主 (圖 1)，利用模型與相關程

式來模擬最低的強度值，以維持明隧道的完整性及是否可用來

當成臨時的避難設施。 
近年來，出現急劇增加研究有關明隧道頂板的落石衝擊過

程，已進行眾多實驗在垂直落石衝擊下，鋼筋混凝土結構緩衝

層的顯示行為 (Philippe et al., 2003; Sébastien et al., 2003; 
Daudeville et al., 2005; Mougin et al., 2005; Delhomme et al., 
2005)。Chuman et al. (1997), and Ebeltoft et al. (2006) 物理模型

試驗研究單一塊體下降。此外，使用有限元素法 (Philippe et al., 
2003; Delhomme et al., 2005) 和分離元素法 (Magnier et al., 
1998; Sébastien et al., 2003; Daudeville et al., 2005; Delhomme 
et al., 2007) 模擬單一落石衝擊明隧道頂板。然而，一般落石

運動包括許多群集下降落石碰撞與傳播行為。Okura et al. 
(2000) 提供廣泛落石群體積間在互相碰撞與跳動距離的關

係。明隧道在落石一次或依序以及水平解體皆影響衝擊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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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探討明隧道在落石群不同的墬落型式之最大衝擊

力。數值應用程式-PFC3D(Itasca Cons Group, 1999) 於明隧道

標定簡化分析和小型物理模型試驗進行最大衝擊力之探討。然

後，將進一步應用數值方法於全尺度的馬陵明隧道。 
台灣尚存的明隧道都以梁柱系統來抵抗落石衝擊力，再佐

以消能材料抵消衝擊荷重。但易因衝擊力過大或堆積之靜載重

讓頂板不堪負荷毀損率相當高，頂板毀損或貫穿、板樑撓曲、

柱挫屈、基礎崩陷等破壞，對道路是否在短時間內搶通的影響

甚鉅。故本研究以設計頂板強度為主要研究方向。 

2. 研究目的 
馬陵明隧道是重要的連外道路之一，如何增加明隧道的耐

久性與強度，讓明隧道不至於因一次的落石或崩塌而永久毀

損，這就是本研究的重要課題。 

為求落石對明隧道的影響程度，必須先知道現地岩坡的可

能弱面位態、坡高、落石崩落特性及明隧道設計型式，這些因

素對明隧道的影響甚鉅，透過物理模型與數值模擬瞭解並掌握

這些關鍵因素將可提出一份科學性與較合理的數據。 
回顧相關研究，前人研究落石災害主要皆探討災害量體及

堆積範圍，對落石影響構造物的研究甚少，本研究為得知落石

災害對明隧道所造成的影響，以分離元素法之顆粒力學分析軟

體-PFC3D，設計數值模型，再比對物理模型後，進行全尺度

模型分析，期能作為後續明隧道設計與崖頂落石處理之參考。

本文主要探討方向如下： 
(1) 不同高度進行自由落體，以測試物理模型之破壞狀況。 
(2) 不同頂板角度及高度，模擬不同落石運動型態對模型所

造成的影響。 
(3) 不同落石型態，對物理模型所造成的影響。 

 

 

 
圖 1 集集地震事件馬陵明隧道遭落石撞擊破壞狀況 (位於台灣中橫公路馬陵三號隧道) 
Fig.1 Malin rock-shed damaged by rockfall induced by Chi-chi earthquakes (Its location at Malin no.3 tunnel of Central 

Cross-island Expresswa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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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 衝擊力關係式推導 
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碰撞所產生衝擊力之關係式

為 (MV-MU)/△t，關係式中 M 為物體質量、V 為碰撞前速度、

U 為碰撞後速度、△t 則為衝擊時間。然由此關係式難以測得

物體碰撞時之△t 參數，且難以表達碰撞物體材料性質與衝擊

力之關係，故本研究將依據位能與應變能之關係推導其衝擊力

關係式，其相關假設與其推導結果說明如下： 
(1) 基本假設：衝擊過程中衝擊物體假設為一質點、接觸時

變形假設為線彈性 (linear elastic)，使其系統運動之位能

等於撞擊時材料之彈性應變能 U=Uelastic。 
(2) 衝擊力關係式：如圖 2 所示，當一質量物體 (M) 於 H

高度墜落，撞擊於一長度 L 之彈簧上，使其產生變位 u 
(其中，u1 為墜落物體之變位；u2 為彈簧系統之變位)，
而 k1為墜落物體之勁度；k2為彈簧系統之勁度，本研究

將此系統運動所產生之最大衝擊力公式呈現於圖 2。 

2. 物理模型試驗 
一般明隧道物理模型試驗方法，依其試驗尺寸分為現場模

型試驗與室內模型試驗，現地全尺度模型試驗雖可得到最可靠

的數據資料，基於安全性與經濟性之考量下，完成如此規模的

試驗實屬不易。而室內試驗與現地模型試驗相較之下，屬於較

簡單的模擬，故本研究主要是用室內物理模型模擬遭遇落石衝

擊之行為，並運用分離元素法模擬室內物理模型，兩者符合物

理行為後，便開始模擬實際明隧道案例。其實驗材料與方法如

下： 

(1) 模擬材料、落石與實驗器材 

 模擬落石材料：0.2~0.3 cm 白色角礫材料。 

 落石放置盒與門閥控制開關：落石放置盒為直徑 5.5 
cm，高 39 cm 之圓管架構而成，其主要可簡化並控

制落石群以點狀方式落下，而放置盒門閥開放速度可

大於落石自由落體時之初速，以控制落石群墜落時底

面之平整性。 

 彈簧式磅秤：主要作為最大衝擊力量測之依據。 

 CCD 攝影機：可動態擷取 30 萬畫素影像，而最高速

度可於每秒拍攝 30 張影像，本研究主要用來拍攝磅

秤指針之指向，進一步得到高速衝擊下之衝擊力並反

算其阻尼比。 

(2) 衝擊試驗方法 
本研究之物理模型佈置如圖 3，主要將角礫材料以

自由落體的方式衝擊彈簧磅秤，同時以高速攝影機捕捉

撞擊時之畫面，進一步得知角礫材料撞擊變化之過程，

並應用此方法搭配彈簧磅秤以得到衝擊力。另以分離元

素模擬軟體 PFC3D 模擬其試驗，將各種試驗參數轉化

為顆粒力學之微觀參數，掌握衝擊、變形方式等相關變

因，進而探討影響結構破壞的主要因素。待模擬結果與

室內物理試驗比對正確後，使模擬實際災害案例。 

3. 顆粒力學原理 
PFC 係由 Cundall 於 1995 年發展出之分離元素分析程

式，主要利用外顯有限差分法計算每一時階之系統變化。每個

運算時階，均先計算每個顆粒所在位置及相鄰顆粒之重疊量或

相對位移，代入線性或非線性之力－位移定律計算其接觸力

後，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可得到新的顆粒速度與位置。其

PFC 基本假設列點簡述如下： 
(1) 其元素可視為剛體 (rigid)。 
(2) 顆粒間接觸面積很小，可忽略。 
(3) 接觸點行為以軟接觸方式表示，且允許相鄰剛性顆粒之

接觸點重疊。 
 

 
圖 2 衝擊力方程式示意圖 
Fig.2 Illustration ofimpact force equation 

 
圖 3 物理模型試驗佈置示意圖 
Fig.3 Illustration of Physical modeling experiment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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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鄰顆粒重疊量與接觸力及接觸勁度有關，可藉由力－

位移關係式計算得到。但所有的重疊量尺寸皆遠小於顆

粒尺寸。 
(5) 連結強度可存在於顆粒間之接觸點。 
(6) 所有顆粒元素均為圓形，利用 Clump 可以把元素組合成

各種不同的任意形狀。 

 運動方程式  
作用在剛性顆粒上之合力與合力矩可決定顆粒

之運動方式，可以質點移動與顆粒轉動方式描述之。

質點的移動以其位置 ix 、速度
•

ix 及加速度
••

ix 描述；

而顆粒之轉動以角速度 iω 及角加速度
•

iω 描述。其顆

粒之運動方程式列示如下： 

)( iii gxmF −=
••

 (1) 

•

= ii HM  (2) 

其中， iF 為顆粒所受外力之總和，m 為顆粒總質量，

ig 為重力加速度， iM 為顆粒所受合力矩，
•

iH 為顆粒

之轉動慣量。 

 接觸組成模式  
PFC 藉由每一接觸點之接觸組成模式模擬材料

之基本力學行為，其提供三種接觸組成模式：接觸勁

度模式、滑動模式及連結模式。勁度模式律定接觸力

與相對位移二者間之彈性關係，滑動模式律定切向接

觸力與正向接觸力二者間之關係，連結模式則是透過

接觸連結強度律定正向與切向力之限制。 
其中接觸勁度模式為本研究落石衝擊模擬之主

要探討重點，PFC 存在兩種接觸勁度模式：線性模式

及簡化 Hertz-Mindlin 模式。其中，線性模式定義兩

接觸物體 (球與球，或球與牆) 之正向勁度 nk 與切向

勁度 sk ，在計算接觸勁度時，假設兩相鄰物體之勁

度係以彈簧串聯方式接觸，則正向割線接觸勁度 nK
與切向切線勁度 sk 分如下式所示： 

][][

][][

B
n

A
n

B
n

A
nn

kk
kkK

+
=

 
(3) 

][][

][][

B
s

A
s

B
s

A
ss

kk
kkk

+
=

 
(4) 

其中，[A]與[B]表示接觸之兩物體。 

 微觀參數設定  
本研究於 PFC 需輸入微觀參數包含岩塊密度、

岩塊接觸之正向與切向勁度、顆粒間及坡面摩擦係數

及阻尼比等相關物理參數，其各參數選取方法與其結

果簡要說明如下： 
a. 岩塊密度：即單位體積內岩塊質量，本研究岩塊模

擬材料密度為 2200 kg/m3。 

b. 正向與切向勁度：經單壓試驗得到岩塊群彈性模數 
(En) 為 52.35 MPa (本研究係將角礫材料置入壓密

環中並予以分層夯實，再以五十噸壓力機進行單壓

試驗，求出角礫材料之彈性模數)，經正向勁度與

彈性模數關係式 (kn=4×R×En) 換算後 (R 主要為

顆粒材料半徑，本研究主要將角礫材料之平均粒徑

求出後，大致估出其平均半徑為 0.1 cm)，得到 kn

為 32000 kg/cm。而 ks 參數則由數值測試其衝擊力

差異後，初步建議採用四分之一倍 kn 為其設定基

準。 
c. 顆粒間及坡面摩擦係數：經基本摩擦角試驗得到實

際顆粒間摩擦角為 31 度 (其主要將角礫材料黏貼

於可變換傾斜角度之平板上，再將未黏結之角礫材

料至於上方。接著逐步改變平板之傾斜角度，直到

上方未黏結角礫材料產生滑動為主，並採用滑動前

之傾斜角度做為數值模擬角礫材料間之摩擦角)，
顆粒與坡面摩擦係數為 35 度 (其主要將彈簧磅秤

上之壓克力板黏貼於平板上，並於壓克力板上放置

少量角礫材料，接著逐步改變平板之傾斜角度，直

到上方未黏結角礫材料產生滑動為主，並採用滑動

前之傾斜角度做為數值模擬角礫材料與壓克力板

間之摩擦角，藉此換算出需輸入之摩擦係數)，其

需輸入之摩擦係數各為 0.60 與 0.70。 
d. 阻尼比：其主要以高速攝影機記錄每階段段撞擊之

角礫材料回彈量，再計算其回彈係數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後轉換為阻尼比之大小 (公式(5))。
經推算結果得到整個系統接觸阻尼比參數為 0.02。 

22

2

))(ln()(
))(ln(

r
rD

+
=

π  
(5) 

式中，D 為阻尼比、r 為回彈係數。本公式係由張

義隆 (2003) 推導。 

 

三、物理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 

1. 室內物理試驗結果 
相關物理試驗結果列點說明如下： 

(1) 本研究首先以三種不同質量之正圓形鐵球 (0.025 kg、
0.065 kg、0.15 kg) 及落距 1m 等條件進行衝擊測試，並

採用 2.1 節提及之解析解公式進行比對 (其中，質量

0.025 kg 鐵球之勁度為 2×106 kg/cm、質量 0.065 kg 鐵球

之勁度為 4×106 kg/cm、質量 0.15 kg 鐵球之勁度為 6×106 
kg/cm、彈簧磅秤頂板與彈簧之勁度為 58 kg/cm)。由試

驗結果得知在相同墜落高度下，物體質量越大與衝擊力

成正比關係 (詳圖 4)。 
 (2) 接著進行落距 30 cm、單顆 1 kg 角礫材料與等重量之角

礫材料群進行衝擊力測試比較，其結果顯示角礫材料群

墜落之衝擊力 (3.038 kg)，明顯小於同質量單顆角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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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衝擊力 (8.407 kg)。其乃因角礫材料群墜落時，各

岩塊接觸時會有正向及切向消能作用，而切向甚至包含

旋轉與摩擦消能，導致每顆岩塊撞擊力之傳遞能量不

同，使落石群較等質量單顆落石衝擊力低。 
(3) 再比較角礫材料群於不同墜落方式之衝擊力差異，如將

1kg 以一次墜落方式 (落距為 30 cm) 與等質量角礫材

料群分成四次不同高度墜落方式 (每次採用 0.25 kg，墜

落高度依序為 35 cm、32 cm、29 cm、26 cm) 進行比較。

其試驗結果顯示，分次墜落方式較一次墜落衝擊力來的

低 (圖 5)，其主要係與質量及接觸勁度差異有關。 
(4) 另以落距進行無因次化 (落距/角礫材料群於圓管內之

堆積高度) 及衝擊載重無因次化 (衝擊載重/靜載重) 比
較得知，墜落高度與衝擊力無因次成正相關 (詳圖 6)，
由此顯見落距與衝擊力成正比之關係。 

2. 數值模擬比對結果 
其 PFC3D 數值模擬與比對結果說明如下： 

(1) 首先進行單顆鐵球衝擊力模擬比對，其數值模擬比對結

果與解析解 (2.1 節提及之衝擊力公式) 誤差為 2.23%，

與試驗結果誤差為 2.84%。 
(2) 接著進行 0.1kg 單顆與角礫材料群之衝擊比對測試，其

群數值模擬比對結果與解析解誤差為 3.95%，與試驗結

果誤差為 0.3%。 
(3) 最後測試分次落下之數值模擬，其一次 1kg 同時墜落之

數值模擬比對結果與試驗結果誤差為 4.82%；分次墜落

之數值模擬比對結果與試驗結果誤差為 8.61%，由此顯

見於分次墜落模擬部分，其切向接觸勁度乃由正向勁度

關係倍數推得，故仍有待進一步修正。 
 

四、案例討論 
九二一地震造成台八線及台八甲線谷關德基段嚴重受

損，其搶修過程中，明隧道工程設施之坍落毀損是影響搶通時

效之重要因素。故本研究以馬陵明隧道案例進行落石最大衝擊

與頂板設計，進而提出初步建議。 

1. 案例說明 
馬陵 1～4 號隧道位於台八線 38 k~42 k 谷關、壩新路口

間，沿線包含兩座明隧道工程，其相關基本資料與災害歷史如

下： 
(1) 40k+866~+925 明隧道長 59 m，淨寬 6.5 m。九二一地震

後，明隧道坍塌導致交通嚴重中斷、搶通施工困難。 
(2) 43k+800~+945 明隧道長 145 m，寬 8.6 m。地震後，因

明隧道上方累積大量土石，導致明隧道樑柱斷裂、頂版

坍陷，導致搶修機具無法通過，嚴重影響搶通時效。 

2. 案例參數分析 
本案例分析主要探討明隧道頂部遭可能性落石群墜落撞

擊與設計強度之相關問題。其數值模型尺寸設定部分，主要係

參考台八線 40 k+866~+925 明隧道寬 (8 m) 與可能影響範圍  

 
圖 4 不同質量剛球衝擊物理試驗比較結果 
Fig.4 Comparison results of maximum impact force 

transmitted by releasing rock sphere balls with 

different mass 

 

 
圖 5 落石群於不同墜落型式衝擊物理試驗比較結果 

Fig.5 Comparison results of maximum impact force 

transmitted by releas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liff 

fall and at different times 

 

 
圖 6 不同墜落型式下落距無因次與衝擊無因次之比較結果 

Fig.6 Comparison results of fall heightnormalization for 

different cliff fal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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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70 m)；而可能墜落之落石群量體，則參考震前該明隧道現

地可能墜落之危岩尺寸，長度約 56m、寬度約 10 m、厚度約

10 m (圖 7)，並於頂板記錄落石群衝擊力過程 (圖 8)。其相關

微觀參數選定說明如下： 
(1) 岩塊密度：本研究選用砂岩試體物理試驗結果，輸入砂

岩密度 2200 kg/m3。 
(2) 正向與切向勁度：本研究選用砂岩單壓試驗結果，與數

值模擬單壓試驗進行比對，將其選定之 E 值 (1.64 GPa)
換算成顆粒正向勁度為 1.64×1010 kg/cm。而切向勁度則

取正向勁度值的四分之一。 
(3) 顆粒間摩擦係數：選用一般現地崖錐堆積角度  (約

30~35 度) 為其摩擦角參數，故顆粒間摩擦係數設定為

0.6。 
(4) 明隧道頂板勁度：初步設定其頂版鋼筋混凝土彈性模數

值約 29.41 GPa，換算成正向勁度值為 2.3×107 kg/cm，

將其初步作為明隧道頂版參數之設定值。 

3. 分析結果 
(1) 不同材料勁度分析 

主要研究改變明隧道頂板勁度與衝擊力之關係，故

本研究初步模擬單一落石衝擊明隧道頂板，對不同頂板

勁度進行最大衝擊力之模擬，為後續頂板設計與消能措

施之參考，其說明如下： 

 改變頂板勁度 (明隧道頂板主要採用 Wall 元素進行

模擬)：如圖 9 所示，當頂板勁度下降約 10 倍，衝擊

力也隨之下降 3 倍，頂板勁度下降 10 倍最為明顯，

而再繼續下降勁度其效果遠不及前者。 

 改變消能墊厚度 (消能墊主要採用 Ball 元素進行模

擬)：本研究以增加消能墊厚度來進行衝擊模擬，其

結果顯示如圖 10 所示，消能墊厚度增加有助於減少

頂板所受之衝擊，故除減少頂板勁度外，消能墊厚度

設計亦為明隧道頂板保護之方法之一。 

(2) 不同頂版傾斜度分析 
為考量明隧道頂版斜度設計與其承載問題，本研究

初步測試落石群分次墜落，對於不同斜度頂版進行衝擊

力與靜載重模擬，以期作為後續頂版斜度設計之參考。 
 

表 1 PFC3D 數值模型參數表 
Table 1 Numerical parameters used in PFC modeling 

參數項目 全尺度模型參數 
球元素單位重 (kg/m3) 2,400 
正向勁度 (kN/m) 1.64e10 
切向勁度 (kN/m) 4.10e9 
球元素模摩擦係數 0.6 
牆元素摩擦係數 0.6 

平行鍵結正向勁度 (kN/m) 4.3e8 
平行鍵結切向勁度 (kN/m) 2.1e8 
平行鍵結正向強度 (Mpa) 15 
平行鍵結切向強度 (MPa) 7 

正向阻尼係數 0.4 
切向阻尼係數 0.2 

土石累積量會隨之減少。然隨著頂版斜度的增加，其落

石衝擊時之切向分力亦會隨之增加，其可能增加樑柱接

合處的負擔。故建議考量崖錐堆積安息角，以合理設計

頂版斜度。 

(3) 不同墬落型式分析 
一般明隧道皆建造在易發生落石災害之地區，其墜

落形式與衝擊力往往難以估計。若能進一步得知其墜落

方式與衝擊力之關係，對於後續明隧道頂板防護工程上 
(如自然墜落、爆破等)，更能提供適當之處理方式。故

本研究將探討現地不同落石墜落形式 (圖 7(a)) 與衝擊

力之差異，其相關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直接墬落：當整塊危岩脫離滑動面，可能造成整塊巨

石直接墜落撞擊明隧道頂版而損壞。如圖 12 所示，

本案例整個岩塊直接墜落之衝擊力約為靜載重的 60
倍。 

 
圖 7 研究案例配置：(a) 圖示案例研究墜落型式；(b) 圖示案

例研究數值模型配置；(c) 數值模型 
Fig.7 Configuration of the case study, (a)Diagramed of 

fall type in case study, (b)Diagramed of numerical 

model set-up in case study, (c)The numerical model 

 
圖 8 數值模擬與衝擊力記錄結果 
Fig.8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record results of 

impac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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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散落：全面散落：如圖 12 所示，本案例全面散

落之衝擊力約為靜載重的 4.7 倍，故地形及地質條件

許可下，建議於工程處理上可採全面炸落方式處理巨

大岩塊。 

 次散落：倘若全面散落衝擊力影響仍可能破壞明隧道

頂版時，其地形及地質條件許可下，建議於工程處理

上可採分次炸落方式處理。如圖 12 所示，本案例全

面散落之衝擊力約為靜載重的 2.6 倍，且於第一次掉

落撞擊後，其後續衝擊力則可降低至 2 倍以上 (圖
12)。 

 

五、結果與建議 
本研究綜合分析以上所作的室內物理實驗、傾斜角、頂板

勁度、消能墊厚度及墬落型式作分析，其結果如以下四點： 
1. 傾斜角：明隧道頂板傾斜角度愈大所受到的衝擊力愈小。 
2. 頂板勁度：明隧道頂板勁度下降所受到衝擊力也隨之下

降，使頂板不易因勁度上升而破壞。 
3. 消能墊厚度：明隧道頂板上設置消能墊，當材料固定時，

其厚度愈大所能消減之衝擊力也愈大。 

4. 墬落型式：明隧道受到的衝擊力會隨者落石粒徑大小而有

所影響，在高度固定時，單一落石與同樣質量之小落石群

所造成的衝擊力相較之下，前者對明隧道頂板造成的衝擊

力較後者大。 
由衝擊力關係式與物理試驗結果顯示，影響物體撞擊之衝

擊力大小，主要係與質量、落距、頂板角度及材料勁度有關。

顯見考量明隧道頂部強度問題，需以落石量體、頂板材料勁度

及傾斜角度等因素詳加探討。而本研究最後應用 PFC3D，針

對馬陵明隧道案例模擬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相關建議： 
1. 明隧道頂板傾斜角度，應避免讓過多墬落或堆積之土石擱

置於上方，產生多於之靜載重，造成結構永久性破壞。 
2. 現今明隧道大多建於易有崩塌或落石之地段，如發現有危

及該地段之巨大岩體，建議採用分次散落的方式處理，應

極力避免巨岩直接衝擊明隧道本體。 
3. 明隧道頂板增設衝擊消能部分，應放置足量之耐衝擊、磨

損之消能材料，尤以堆疊厚度之配置最為重要。以降低頂

板材料勁度，減少落石對頂板之撞擊力。 

 

 
 

 
 

 
圖 9 衝擊力/靜載重與明隧道頂板勁度之關係 
Fig.9 Relationship of maximum impact force/weight and 

the stiffness of the top slab 

 

 

圖 10 衝擊力/靜載重與明隧道頂板消能墊勁度之關係 
Fig.10 Relationship of maximum impact force/weight 

and the stiffness of dissipation cushion 

 
圖 11 衝擊力/靜載重與明隧道頂板傾斜角度之關係 
Fig.11 Relationship of maximum impact force/weight 

and slab angle of the rock-shed 

 

 
圖 12 衝擊力/靜載重與不同墬落型式之關係 
Fig.12 Relationship of maximum impact force/weight 

and different fal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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