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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玉子溪土石流之地動訊號特性與警戒方法之探討
魏士超[1]* 劉格非[1]
摘

要

黃亦敏[2] 方耀民[3] 尹孝元[4] 黃效禹[4]

林建良[4]

由地聲去監測土石流，除了可反應流況的特性也可用於事件的判釋。為了透過地聲訊號建立土石

流的判釋或警戒方式，本文以四場愛玉子溪的土石流為例，探討土石流事件的訊號特性，並依此有系統的建
立判釋指標與警戒門檻值。透過比較能量的平均延時及特徵頻率，本研究萃取出適用於判釋土石流的累積能
量與累積能量斜率指標，並由事件前的環境雜訊去建立該指標的警戒門檻值。透過浮動式門檻值計算的警戒
時間中，本文成功的透過兩場事件驗證土石流的到時，其最大誤差僅 4.2 秒。

關鍵詞：土石流、地聲、警戒門檻值。

Characteristics and Warning Methods of Ground Vibrations
Generated by Debris Flows at Ai-Yu-Zi Creek
Shih-Chao Wei[1]* Ko-Fei Liu[1] Yi-Min Huang[2] Yao-Min Fang[3]
Hsiao-Yu Huang[4] Chien-Liang Lin[4]

Hsiao-Yuan Yin[4]

ABSTRACT Ground vibrations provide relevant flow conditions and may be used to warn of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 construct warning methods for debris flow, geophone ground vibration recordings from four debris flows at Ai-YuZi creek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ime-frequency analysis, the effect of time span and frequency band were examine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indexes of accumulated power and accumulated power slope were extracted. With extracted
indexes, we used ambient noise and scale factors to define warning thresholds. The warning times for debris flows were
calculated with floating warning thresholds and then successfully validated by two events with a maximum error of 4.2
s.
Key Words: Debris flows, geophone, warning threshold.

一、前

言

在地動訊號的監測中，雖然過去不同學者曾採用不同的地
震儀 (如：地聲探測器、寬頻地震儀、加速度規) 進行分析研

透過地動訊號的分析，我們可以從量測位置的振動情況去

究，但因為應用在土石流監測上，儀器通常必須擺放於偏遠山

反推振動源的相對應資訊，以河川輸砂或土石流的監測為例，

區或電力較難到達之區域，因此絕大多數土石流觀測站所配置

國內外就有不少學者透過地動訊號去探討流況中的不同物理

的地震儀都使用較為穩健 (robustness)、省電且價錢較為低廉

量，並透過試驗或現場監測數據證明地動訊號與流況有著極大

的地聲探測器 (Abancó et al., 2014; Coviello et al., 2015)。以行

的關連，如：振動訊號與水位或河床載的關係 (Mizuyama,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以下簡稱水保局) 所設置的 21

2010；Rickenmann, 2017；Chao et al., 2015)、振動訊號的振幅

個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為例，地聲探測器也同樣是目前監測地

或能量與土石流流動深度的關係 (Arattano and Moia, 1999；

動訊號的主要地震儀類型 (短週期地震儀)，因此本文將針對

Kean et al., 2015；Coviello et al., 2015)、振動頻率分佈與土石

地聲探測器的監測訊號進行分析。

流的關係 (劉格非與李欣輯，1999；周憲德等人，2013、2015；

在過去以地聲訊號探討土石流警戒的研究中，一般通常是

Huang et al., 2004、2007) 等。由於地動訊號已被證明可反應出

使用振動速度值為基礎做分析，當振動速度超過某個門檻值時

現場水文物理量等的變化，因此若要透過現場監測的地動訊號

則視為土石流發生，而此門檻值的決定則透過歷史土石流的最

去判釋土石流是否發生，並依此對下游部落、村莊等保全對象

大振動速度值去反推，如：美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發出土石流警戒則成為可實現的議題。

Survey)的監測系統 (Hadley and LaHusen, 1995)、瑞士 A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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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Pyrennes (Abancó et al., 2012)、義大利 Marderello 和

量充沛之地帶，上游又有大量的崩塌土砂料源 (如圖 1)，集水

Gadria (Coviello et al., 2015) 等土石流監測系統。類似的概念

區的地形落差大且溪床坡度陡，導致愛玉子溪常常於豪雨事件

也曾在 Abancó et al. (2012; 2014) 的研究中改良為紀錄原始電

或颱風期間產生土石流。根據過去水保局的觀測紀錄，愛玉子

壓的脈衝數量 (脈衝法)，並應用於西班牙 Rebaixader 監測站，

溪在過去 13 年間 (2004 年至 2017 年) 就發生過至少 14 次的

方耀民等人 (2008) 也曾使用小波轉換 (wavelet transform) 的

土石流事件 (如表 1)。從多場愛玉子溪土石流事件的影片中，

小波能量去建立愛玉子溪的參考門檻值，Schimmel and Hübl

我們可看到此地區土石流除了混雜大量的泥砂外，並會帶動溪

(2015) 則結合地聲與次聲去做交互參照的預警判釋。雖然透

流上的巨石運移。在多次的現場調查中，沿溪流的土砂料源堆

過門檻值去區分發生事件與否是目前常用的方法，但就作者所

積中，巨石直徑往往都有 1~2 m，並且可看到直徑超過 4~5 m

知，至今尚未有人建立尋找警戒門檻值的準則，警戒門檻值的

的巨石。

決定還是流於經驗 (Abancó et al., 2012)，因此如何有系統的建

2. 歷年土石流觀測資料

立警戒門檻值也成為目前應用地聲去警戒土石流的重要研究
方向。
由於目前水保局所發佈的土石流預警資訊，皆是採用以雨
量指標為基礎的預警資訊 (詹錢登、李明熹，2004)，雖然水保
局在過去已針對 21 處土石流潛勢溪流，建立固定式土石流觀
測站，但多數監測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至今卻尚未透過土
石流觀測站的監測資訊，進一步對下游居民發佈土石流的警戒
訊息，包括使用地聲之訊號去發佈警戒。因此本文將透過愛玉
子溪的土石流案例，探討土石流地動訊號的特性，並依此探討
以地聲訊號為基礎的土石流判釋指標與其適用的警戒門檻值，
以期未來可應用地聲之即時監測資料發佈土石流警戒。

過去台灣的土石流觀測研究中，水保局從 2002 年開始建
立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至今已建立 21 站固定式土石流觀測
站，而目前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所配置的監測儀器中，主要以
傾斗式雨量計、超聲波水位計、地聲探測器、PTZ 攝影機、土
壤含水量計、鋼索檢知器為主，部分監測站則會依研究需求添
加流速計、伸縮計、傾度盤、土壓計、孔隙水壓計、懸浮固體
量測計等。由於資料的儲存量非常龐大，因此目前歷史資料的
儲存方式是以有發生事件的資料才另外做長期儲存，但又因為
現場的資料儲存很容易遇到不可抗拒之因素而資料遺失，如：
監測儀器被沖毀、電力中斷、後台資料庫損壞等，因此並非所
有事件都有儲存到完整的資料。
以神木觀測站的愛玉子溪為例，在多達 14 次的土石流事

二、研究區域與觀測資料
1. 地文與水文條件
愛玉子溪為濁水溪流域中陳有蘭溪子集水區的上游野溪，
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神木村中，並被水保局列管為中潛勢土石
流潛勢溪流，編號為投縣 DF226，其土石流之降雨警戒值為
250 mm (參考雨量站為中央氣象局的新高口站和神木村站)。
此溪流總長度為 3.731 公里，集水區面積為 405.02 公頃，而地
形高層則介於 1,200–2,500 m，集水區平均坡度約為 39.3∘，
其中坡度大於六級坡 (>55 %) 的面積超過總集水區面積的 75
%(Huang et al., 2007)。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層 (二十五萬分之

件中，其地聲探測器就多次被沖毀或遇到資料儲存器電力中斷
而資料遺失，因此目前有存留的地聲資料只有 4 場 (如表 1)，
包含：2004 年敏督利颱風事件 (72 水災)、2011 年的 1110 豪
雨事件、2013 年的蘇力颱風事件、2014 年的 0520 豪雨事件，
而本文也將針對這四場事件的地聲資料，分析歷史土石流事件
的地動訊號特性。
根據表 1 的紀錄，發生於 2004 年敏督利颱風的土石流，
因為下游鋼索 (上層) 有發生斷裂，而此鋼索位於地聲 3 下游
5 m 處 (愛玉子橋橋墩)，其上、下兩層鋼索分別距離河床 3 m
與 2 m，因此可以判定經過地聲 3 斷面的土石流流深可能大於
3 m 或土石流運移過程有直徑大於 3 m 的巨石經過此斷面。透
過地聲 2 與地聲 3 的累積能量峰值時間差，其土石流前峰的

一)，此集水區中上游地質屬於中新世晚期的三峽群南莊層，

波速則約為 13.3 m/s (Huang et al, 2007)。而在 2011 年 1110 豪

而中下游則屬於中新世早期至中期的瑞芳群南港層，而南莊層

雨、2013 年蘇力颱風與 2014 年 0520 豪雨三場事件中，因為

與南港層的上層皆主要以砂岩、深灰色頁岩和砂岩與頁岩之薄

上游鋼索檢知器的上、下兩層鋼索 (地聲 1 旁) 在土石流經過

葉互層為主。根據陳樹群等人 (2012) 在愛玉子溪集水區的歷
年崩塌調查中，此集水區的崩塌比 (崩塌投影面積/總集水區
面積) 約介於 12 %~34.2 %(1996 年至 2009 年間)，且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
參考中央氣象局的神木村站雨量資料 (1987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此集水區的平均年雨量約為 3054.7 mm，其中
雨季 (每年 4 月至 10 月) 平均總累積雨量則為 2644.5 mm (約
佔年雨量 87 %)，而旱季 (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 平均降雨量
則為 410.1 mm (約佔年雨量 13 %)。由於此集水區位處於雨

時也都有發生斷裂，因為此處上、下兩層鋼索分別距離河床約
5 m 與 2.5 m，因此可以判定這三場事件的土石流，在經過地
聲 1 斷面的流深可能皆大於 5 m 或有直徑大於 5 m 的巨石經
過此斷面。這三場事件中因為下游地聲皆已被沖毀，因此並無
法透過地聲判斷土石流波速，但水保局透過愛玉子溪上、下游
的攝影機去判釋，其土石流前鋒經過地聲後的下游平均波速約
介於 2~5 m/s 之間。透過觀測紀錄的推估，這四場土石流的規
模都不小，但在雨量預警的部分，只有蘇力颱風有達到雨量警
戒標準 (2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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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愛玉子溪地聲監測位址與埋設環境照片；(a) 為愛玉子溪集水區航拍圖，拍攝於 2017 年 7 月 15 日；(b)、(c)、(d) 為地聲
的埋設位置照片，其中 (b) 拍攝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c) 與 (d) 引用自 Huang et al. (2007)
Fig.1 Location of geophones in Ai-Yu-Zi creek and photos of their installed environment; (a) is the aerial photo of AiYu-Zi basin took on 15th July, 2017. (b), (c), and (d) are installed environment of geophones, where (b) was took on
31st March, 2016, (c) and (d) are sited from Huang et al. (2007)

表 1 神木觀測站之愛玉子溪歷年土石流事件與觀測資料清單
Table 1

Debris flow events and data list of Ai-Yu-Zi creek in Shenmu monitoring system

年度

事件名稱

2004
2004
2004

0520豪雨
0521豪雨
0529豪雨

雨量

地聲

影像

2004

鋼索斷裂時間

敏督利颱風

●

▲(2,3)

▲

2006

0609豪雨

✖

✖

✖

2009

莫拉克颱風

✖

✖

✖

2011

0713豪雨

●

✖

●

上游 (下)7/13 14:33

鋼索斷裂前未達警戒值

2011

0719豪雨

●

✖

✖

上游 (下)7/19 03:19

鋼索斷裂前未達警戒值

2011

1110豪雨

●

▲(1)

▲

上游 (下,上) 11/10 13:29

整場事件未達警戒值

2012

0504豪雨

●

✖

●

鋼索斷裂前未達警戒值

2012

0610豪雨

●

✖

●

2013
2013

0517豪雨
蘇力颱風

✖

✖

✖

●

▲(1)

▲

上游 (下,上) 5/04 15:56
上游 (下)6/10 10:34
上游 (上)6/10 15:14
沒有斷裂
上游 (下,上) 7/13 06:54

2014

0520豪雨

●

▲(1)

●

上游 (下,上) 5/20 12:53

整場事件未達警戒值

2017

0601豪雨

●

✖

✖

上游 (下) 6/2 11:40:03

2017/06/02 13:44 達警戒值

下游 (下)09:16:07;
下游 (上)16:41:52
下游 (下)6/9 08:32
下游 (下)8/8 04:39;
下游 (上)8/8 04:41

雨量警戒判定結果

土石流波速估算

地聲判釋13.3 m/s
(Huang et al, 2007)
達警戒值
2009/08/08 04:41達警戒值

2012/06/10 20:33 達警戒值

地聲判釋13 m/s;17 m/s
(王虹萍等，2009)
影像判釋4.26 m/s
(水保局，2015)
影像判釋1.77 m/s;1.07 m/s
(水保局，2015)
影像判釋4.26 m/s
(水保局，2015)

2013/05/19 07:02 達警戒值
2013/07/13 06:44 達警戒值
影像判釋4.87 m/s
(水保局，2015)

註 1：●表示有紀錄到資料，▲表示有紀錄到部分資料，✖則表示資料遺失，空白則表示尚未安裝儀器進行紀錄
註 2：雨量警戒值為 250 mm，參考雨量站採用中央氣象局神木村站
註 3：土石流波速判定採用兩監測點位的距離與土石流波前抵達時間計算，其中地聲判釋法使用振動速度之能量峰值時間近似為土石流波前抵達時間，而影像判釋
法則直接以人工判釋影片之土石流波前，無法判釋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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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聲配置與儀器說明
在愛玉子溪的土石流觀測系統中，地聲探測器主要設置於
愛玉子溪下游河道的直線段，共曾在三處設置了三台地聲探測
器 (如圖 1)，其中地聲 3 與地聲 2 分別於 2002 年與 2004 年安
裝於右岸護牆底部與右岸砌石牆上，地聲 1 則於 2004 年底安
裝於左岸。在地聲 1 與地聲 2 所對應的河道中心上，其直線距
離為 275 公尺，而地聲 2 與地聲 3 所對應的河道中心直線距
離則為 173 公尺 (Huang et al., 2007)。三個位置的地聲皆曾沖
毀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由於地聲 2 與地聲 3 的位置，經評
估已無法再重新裝設地聲，因此只在地聲 1 的位置重新埋設新
的地聲於左岸。
三處所安裝的地聲探測器皆為美國 OYO Geospace 所產製
的三軸地聲探測器 GS-20DX，其電壓敏感度 (intrinsic voltage
sensitivity) 為 0.28 V/m/s，自然頻率為 10 Hz，實際可量測頻

三、土石流地動訊號分析
在土石流的地聲觀測中，由於現場地層的傳遞介質多屬鬆
散料源，受制於鬆散介質的消能現象，故地聲的探測往往只有
數十公尺，因此地聲探測器往往會設置於離聲源 (acoustic
source) 較近的位置，如：溪流岸邊、人工構造物上。另外也
因為安裝位置靠近溪流，使得近溪流的地聲探測器會感測到溪
水流動所造成的環境雜訊 (ambient noise)。因為地聲探測器的
安裝位置非常靠近聲源位置，使得訊號之波型較為複雜，因此
若要透過地聲訊號判釋是否有土石流事件發生，最直觀的方式
即是透過比較不同時間區段的訊號能量或頻譜特徵去決定是
否有事件發生，以下將從時域 (time domain) 與頻域 (frequency domain) 的角度分別分析歷史事件。

1. 時域分析方法

寬約介於 5-500 Hz 之間，界於此量測頻寬間的頻率響應函數

在地表振動速度的時間序列分析上，訊號的能量變化是了

如圖 2。由於地聲探測器所紀錄的物理量是電壓 (Volt)，因此

解土石流運移過程的主要依據，而地表振動速度的能量即為其

若要轉換成地表振動速度，則必須將電壓訊號轉至頻率域，並

振幅大小的平方，因此過去多數地聲研究中往往直接以振幅的

透過頻率響應函數 (如圖 2) 將電壓轉換成振動速度，但在目

變化去分析訊號，如常見的振幅法 (method of amplitude)。此

前水保局實務操作上或其它相關研究中 (Arattano, 1999；

方法透過每秒平均的地表振動速度之振幅大小 (amplitude

Abancó et al., 2012；Coviello et al., 2015)，皆是直接在頻率域

level) 簡化大量的時間序列資料 (Arattano and Moia, 1999;

除掉其電壓敏感度，雖然會因此造成低頻訊號有部分的失真，
但因為沒有與其它地震儀做比較的需求，對於分析結果並不會

Arattano, 1999; Abancó et al., 2014; Arattano et al., 2014; Coviello
et al., 2015)，並藉此判斷地表振動速度隨時間的變化狀況，其

有太大的影響，因此本文也將直接使用電壓敏感度做電壓與振

轉換式如下

動速度的轉換。
除此之外，由於土石流觀測站所需紀錄的資料量非常龐大，
因此水保局將地聲訊號的截取頻率 (sampling frequency) 以兩
階段的動態調整做資料紀錄的切換。在平時的狀態下，系統會
以低負載的正常模式 (normal mode) 做紀錄，其訊號的截取頻
率以較低的頻率做紀錄，而當雨量降雨強度大於 10 mm/hr 或
單日累積雨量超過 100 mm 時，系統會自動切換成事件模式
(event mode)，其訊號的截取頻率則改為 500 Hz 做紀錄 (尹孝
元等人，2006；Huang et al. 2007)。由於水保局目前只保存有
發生土石流事件的資料，因此本文中所分析的地聲數據皆為事
件模式下的紀錄，其訊號截取頻率皆為 500 Hz。

A



fs
i 1

vi

fs

(1)

其中 A 為振幅， v 為三軸地表振動速度向量， f s 為取樣頻率
(1 秒內的總資料筆數)。透過此方法可將三維的振動速度 (三
軸向) 資料降為一維，並將資料頻率從 500 Hz 降為 1 Hz，即
每秒 500 筆轉為每秒 1 筆。此法除了可用於判斷振幅大小的
變化外，在實務操作上也可將資料做大幅的壓縮 (  0.067 %)，
減少事件中回傳的負載量。
而另一種常見的分析方法則為脈衝法 (method of impulses)，此種方法則是透過設定一個門檻值將振動訊號做二值
化的分類，當電壓 (或振動速度) 低於此門檻值時，則視訊號
為雜訊，超過設定門檻值時，則視為需記錄的事件，並藉此統
計一小段時間內 (如：1 秒) 超過門檻值的資料數量或時間長
度 (Abancó et al., 2012; Abancó et al., 2014; Arattano et al., 2014)。
類似的概念也常用於河床載 (bed load) 試驗中，用以記錄通過
某斷面的底床跳動石頭 (saltating grains) 之數量與其對應的
河床載輸砂量 (Mizuyama et al., 2010; Rickenmann, 2017)。
以上兩種方法除了可透過轉化的資料判讀所需的資訊外，
也可大幅壓縮原始資料，降低現場即時回傳的負載。但在脈衝
法的使用上必須先決定一個經驗門檻值，因此為了先了解此溪
流的土石流特性，本文將先採用振幅法做時域資料的分析。

圖 2 地聲探測器 GS-20DX 之頻率響應圖

2. 頻域分析方法

Fig.2 Frequency response of geophone GS-20DX produced by OYO Geospace

轉換 (Fourier transform)，可將訊號轉換成不同頻率的組成，透

將一段時間下的地表振動訊號做頻譜分析後，如：傅利葉
過不同頻率的組成，則可判釋此段時間的物理特徵，因此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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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成為此類振動訊號常用的工具。應用在土石流地動訊號的

場土石流事件的地聲訊號分析結果繪製如圖 3，包含：2004 年

分析上，最常使用的即是快速傅立葉轉換 (Fast Fourier Trans-

敏督利颱風、2011 年 1110 豪雨事件、2013 年蘇力颱風和 2014

form, FFT)，如：劉格非和李欣輯 (1999)、黃清哲等人 (2007)

年 0520 豪雨事件 (以下將簡稱為案例 1、2、3、4)。由於地聲

等，但受制於 FFT 只能計算某段時間下的頻譜，而為了瞭解

的取樣頻率為 500 Hz，因此根據奈奎斯特定理 (Nyquist rate)，

頻譜隨時間的變化，因此多數學者開始引入以短時間傅立葉轉

為了避免頻譜的交疊失真 (aliasing)，分析的頻寬必須低於取

換 (Short Time Fourier Transform, STFT) 為基礎的時頻分析方

樣頻率的 0.5 倍，因此時頻譜圖的頻率分析上限為 250 Hz。

法，如：Huang et al. (2004、2007) 等曾使用加伯轉換 (Gabor

在圖 3 中時間軸上的任意時間點，其振幅及頻譜能量分

transform) 分析撞擊試驗與愛玉子溪土石流等。除此之外，也

佈，基本上是可相呼應的。在傅利葉轉換的基礎上，透過帕塞

有學者採用不同於 STFT 的轉換方法，如：方耀民等人 (2008)

瓦爾能量守衡定理 (Parseval's theorem)，一段訊號的時域振幅

使用小波轉換 (wavelet transform) 分析愛玉子溪土石流，並初

平方對時間的積分結果，將恆等於頻率域振幅平方隨頻率的積

步建立土石流警戒的經驗門檻值；周憲德等人 (2013、2015)

分結果，因此若將時頻譜圖中某 t 時間片段的能量 X (m f )

則使用希伯特黃轉換 (Hilbert Huang Transform, HHT) 去分析
火炎山土石流之特性等。
雖然不同學者選用的時頻轉換方法不盡相同，但對結果的
分析方式卻都很相近，因此本文將採用較為基本的 STFT 做土
石流事件的時頻分析，如下式。
X  n t , m f  

nS  Q

 w  (nS  p)  x  p  e

p  nS  Q

當 t  B  Q 時，窗函數 w  t   0

 j 2 pm  f

隨著頻率軸做積分，並除掉 t 時間片段中的總點數 N，其數
2

值將會恆等於 x( p ) 在 p  n S  Q ~ n S  Q 時間區段 (即該
2

t 時間區段) 的積分值。假若選用  t  1 秒，則 X (m f ) 積
分的數值會約等於振幅 A 的平方，但受限於 FFT 所計算的點



數必須為 2 的次方，因此本文在時頻譜圖的分析並沒有採用
(2)

其中 x  p  為離散的時域資料， p 為時間  ， 為輸入訊



2



 t  1 秒，但振幅 A 隨時間的變化關係可近似為時頻譜圖能量
隨著分析頻寬積分後再開根號的結果。
透過案例 1 與案例 4 兩場事件的影片比對，當振幅變大

號的時間間隔 (=0.002 秒)； X nt , m f 為離散的時頻資料，

時可發現都有土石流經過，而案例 2 與案例 3 雖然留存的影

nt 與 m f 分別為時間 t 與頻率 f ， t 與  f 分別為輸出時頻

像不完整，但從片段的影片中還是可分辨有土石流經過，因此

圖的時間與頻率間隔； S  t  。在 STFT 的使用過程中，

可從影像的角度判釋這四場事件為土石流事件。為了透過地聲

由於地聲能測得的頻寬下限為 5 Hz，意即在時間的精度上至
少必須大於 0.2 秒的週期，才能測得 5 Hz 頻率的波，因此本
文在 STFT 的時間窗上選用 256 個資料點 ( t =0.512 秒) 做計

訊號的角度去判釋土石流，以下將從訊號的時域和頻域特徵去
做土石流判釋的分析。
在圖 3 四場案例的振幅變化中，基本上已可直觀的判定
「有事件發生」。在案例 1 中，事件發生前，兩臺地聲 (地聲

算，並在每個時間窗中與前個時間窗重疊 128 個資料點 (1/2

2 與地聲 3) 的振幅的尺度約在 0.1 cm/s，而事件中地聲 2 與

的時間窗=0.256 秒)，以增加繪圖時的時間精度。在窗函數的

地聲 3 的最大振幅峰值則分別為 5.4 cm/s 與 0.6 cm/s，事件前

選擇上，本文則參考 Harris (1978) 的建議，使用 Kaiser-Bessel

與事件中的振幅差距約在 6~54 倍之間，兩臺地聲之振幅會有

函數來避免頻譜能量洩漏 (leakage) 的問題。

4n 2
I0   1 
2

 M  1
w(n)  
I0   






如此大的差距，部分學者認為與安裝位置有較大的關係 (尹孝
元等人，2006；Huang et al., 2007)。與地聲 2 和地聲 3 相比，
(3)

其中 0  n   M  1 / 2 ； I 0 為修正型的第零階貝索函數 (the
modified zeroth-order Bessel function)；  為此窗函數之係數，
在此選用 14，使此窗函數的旁波瓣 (side lobe) 能量可壓抑至
主波瓣 (main lobe) 能量的 10-10 倍 (-100 dB)。另外，其能量
頻譜密度 (power spectral density，PSD 或 power spectrum) 以



振動速度的平方 ( X nt , m f



2

地聲 1 則是埋設在岸邊較高的位置處，因此其量測到的速度振
幅也較小，由案例 2、案例 3 和案例 4 的地聲訊號，其事件前
的振幅尺度皆約落於 0.01 cm/s，三場事件的最大振幅峰值則
分別為 0.75 cm/s、2.91 cm/s、0.049 cm/s，三場事件最大振幅
則分別為事件前振幅的 75 倍、290 倍、4.9 倍。
當圖 3 中各事件的振幅變大時，從其對應的時頻譜圖中
(圖 3) 可發現各頻率能量都遠大於事件前的能量，而頻率域的
能量分佈則會隨著頻率增加而遞減，且低頻區的能量皆遠大於

) 去計算，並將三軸的能量

高頻區能量至少 10 dB 以上 (即能量至少大 10 倍以上)。為了

頻譜密度加總為總能量頻譜密度。由於事件前後的能量變化往

更清楚了解事件中的頻譜特徵，因此本文將事件前與事件中的

往是以量級的尺度在改變，為了繪圖呈現方便，其頻譜的能量

資料取出做 FFT 並繪製於圖 4。在圖 4 的頻譜中可發現事件

數值將轉換為相對的分貝單位 (dB)，如下

前的能量皆遠小於事件中的能量，假若將事件中頻譜能量之平

PSD[dB]  10  log10  PSD[cm2  s2  Hz 1 ]

(4)

3. 土石流事件分析
應用前節介紹的振幅法以及 STFT 時頻分析法，本文將四

均值加上一倍標準差做為參考界限 (如圖 4 中之紅線)，將能
量大於此參考界限的區段視為該事件流況的特徵頻率 (superior frequency)，四場事件的流況的特徵頻率範圍分別約為 535 Hz、10-50 Hz、5-80 Hz、10-4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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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不同學者的試驗測試，一般礫石的摩擦與撞擊通

的影像中，由於目前只能看到土石流的表面，且暫時無法估計

常會表現出較寬頻的特徵，其不同粒徑之砂石滑動與撞擊的頻

土石流內部的礫石含量或流體濃度，考慮無法透過影像提出有

率分佈則約介於 20-80 Hz 之間 (劉格非和李欣輯，1999；Huang

利證據說明土石流型態，本文將忽略以地聲訊號分析土石流類

et al., 2004；黃清哲，2007)，而當河床之土砂中混有以黏土和

型的探討，但因為不同事件的頻譜特徵頻率皆落於過去土石流

水混合的泥漿時，河床礫石間的縫隙會因為被填滿使振動傳遞

試驗研究所認定的頻率區段，因此除了透過振幅變化可判定

效果提升，但高頻區的能量也會因為泥漿的消能作用而消散較

「有事件發生」外，透過特徵頻率的判釋，則可將這四場事件

快，使土石流經過含泥量較高的河床時，其頻譜會集中於低頻

認定為「土石流事件」。

的頻帶 (Huang et al., 2004；黃清哲，2007)。在本文探討案例

(a) 2004年敏督利颱風 (案例1)

(b) 2004年敏督利颱風 (案例1)

(c) 2011年1110降雨事件(案例2)

(d) 2013年蘇力颱風 (案例3)

(e) 2014年0520降雨事件 (案例4)

圖 3 愛玉子溪歷年土石流事件之振幅與時頻分析
Fig.3 Amplitude and time-frequency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ebris flows at Ai-Yu-Zi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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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絕對大小變化外，其相對的能量變化速率也可做為偵測
土石流的考量因素之一。
在振幅或能量隨時間的改變過程上，前節的振幅法採用的
是 1 秒內的平均振幅 (Arattano and Moia, 1999; Arattano, 1999;
Abancó et al., 2014; Arattano M. et al., 2014; Coviello et al., 2015)，
而過去也有部分學者採用 1 秒的累積能量 (Huang et al., 2007)，
不管是採用平均值或累積值，其能量隨時間的取樣將直接決定
能量曲線的平滑程度，其取樣的標準則可視被偵測事件之能量
變化尺度去決定。
另外，由於土石流流動過程往往會夾帶大量的礫石與泥砂，
其礫石與泥砂因摩擦或撞擊所產生之振動頻率往往會集中於
某些特徵頻帶 (劉格非和李欣輯，1999；Huang et al., 2004；黃
清哲，2007；Schimmel et al., 2015)，因此若要在有限的土石流
事件資料下，增加未來土石流的判釋成效，除了考慮振動訊號
的能量以外，土石流運移時的特徵頻率 (superior frequency)
也應是探討警戒條件的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以地聲訊號判釋土石流的主要考量因素可分為
四類：(1) 能量 (或振幅) 絕對大小的變化、(2) 能量變化速率、
(3) 能量的取樣時間尺度、(4) 特徵頻率，因此本文將依照以
上不同的物理條件探討其影響。

2. 考量因素間的交互影響
為了同時考慮前段所述的四種主要影響因素，本節將以第
三節中介紹的時頻分析方法做進一步的資訊萃取。由於透過時
頻分析即可計算隨時間和頻率變化的能量值 (二維)，利用此
能量值對頻率軸積分，則可獲得隨時間變化的累積能量 (一
維)，而累積能量隨時間變化的斜率即為前節所述之能量變化
圖 4 事件前與事件中之能量頻譜與特徵頻率區段之估計；紅
線為事件中頻譜能量之平均值加一倍標準差處
Fig.4 Power spectrum during events and before events,
and estimation of superior frequency bandwidth;
horizontal red line represents mean value plus its
standard deviation of power during events.

速率。在此過程中，由於時頻分析的單位時間間隔與積分頻寬
範圍的選定將直接影響累積能量和累積能量變化速率，因此本
節將先分析不同單位時間間隔與不同頻寬範圍對累積能量和
累積能量變化速率 (斜率) 的影響，並依此決定適當的單位時
間間隔與分析頻寬範圍。
在時間間隔上，若要有效的表現出土石流的能量變化，而
非其它如：落石的短時間訊號能量等，考慮土石流流經地聲斷

四、土石流警戒方法之探討

面的時間尺度應可降低誤警的可能性。從案例 1 與案例 4 的
紀錄影片中，其土石流經過地聲斷面的延時可分別估計約為

1. 地聲偵測土石流的考量因素

18.2 秒與 51.6 秒 (案例 2 與案例 3 的影片不完全，無法判釋)，

由於土石流前鋒往往夾帶大量礫石與泥沙，大量礫石的滾

其時間尺度約在 10 到 100 秒之間，因此本文將時頻分析的時

動、撞擊或摩擦則會促使地表振動的振幅或能量變大，因此透

間間隔Δt 設定為 1 秒、5 秒、10 秒去重新計算，並依此探討不

過地聲所偵測的地表振動之速度振幅 (Arattano and Moia,

同單位時間的能量變化。其中在不同Δt 下的 STFT 過程，若資

1999; Arattano, 1999; Abancó et al., 2014; Arattano M. et al., 2014;
Coviello et al., 2015) 或振動能量 (Huang et al., 2007；方耀民

料點不足 2 的次方則補零至足點 (zero padding)，且不同時間

等人，2008) 去判釋是否有事件是目前最多人採用的方式。在

間隔下的 STFT 過程，時間窗同樣都重疊 50 %的 Δt 。
在分析頻寬的範圍上，因為前節的土石流特徵頻率分析中，

本文前節的歷史土石流事件分析中也可發現，事件發生時的速

四場土石流事件的特徵頻率區段都介於 5-80 Hz 之間，並且有

度振幅至少是事件前平均振幅的 4.9~290 倍之間，因此透過振

三場事件的主要特徵頻率集中於 40 Hz 以下的頻段。另外，因

幅隨時間的變化的確可以快速的判釋是否有事件發生。

為地聲的可測範圍落於 5-250 Hz，因此本文將累積能量的積分

除了能量的絕對大小有很大的變化外，由前節的振幅分析
或時頻分析都可觀察到，土石流前峰抵達地聲斷面時，劇烈的

頻率範圍以 40 Hz 和 80 Hz 為界線，分為 5-40 Hz、40-80 Hz、
80-250 Hz 三種頻段做討論。

流況變化也會直接反應在訊號的變化程度，使其訊號的振幅或

在決定時頻分析的時間間隔與累積能量的積分頻寬後，本

能量在短時間內有快速且劇烈的上升 (如圖 3)，因此除了探討

文將Δt 設定為 1 秒、5 秒、10 秒做討論，在這三種條件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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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FT 計算其時頻能量，並將時頻能量沿著頻率軸以梯型法

量變化率)，四種案例的結果如圖 5(a)~(d) 的青色實線。透過

(trapezoidal rule) 做數值積分，而其積分的範圍則針對 5-40 Hz、

以上分析步驟與四場土石流事件之資料，前節說明的四種因素

40-80 Hz、80-250 Hz 三種頻段分別計算，最後獲得不同時間

則可一起討論，其四場土石流事件的累積能量與累積能量之斜

( Δt ) 平均下、不同頻寬的累積能量變化值，四種案例的結果

率如圖 5(a)~(d)，其中各子圖由上而下則分別展示 Δt =1 秒、5

如圖 5(a)~(d) 的黑色實線。此外，透過累積能量隨時間變化之

秒、10 秒條件下的結果，由左而右分別展示 5-40 Hz、40-80

曲線則可進一步以向後差分法計算其累積能量的斜率 (或能

Hz、80-250 Hz 頻段下的結果。

圖 5 不同 Δt 和頻帶之累積能量與累積能量斜率圖；橫軸皆為時間 (分鐘)，黑色實線為累積能量 (cm2/s2)，青色實線為累積能量
斜率 (cm2/s3)，虛線為影片判釋之土石流前峰時間
Fig.5 Accumulated pow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slope of 4 debris flow events in different Δt and frequency band; the
horizontal axis are time (min), the black solid line and cyan solid line are accumulated power (cm2/s2) and its
slope(cm2/s3), respectively. The dashed line are reached time of debris flow front caught by video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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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間隔 Δt 的比較中，從圖 5 可發現不管任何頻段的

其中四場土石流事件的 Pan 與 San 可參考表 2 第 3、4 欄，而在

累積能量或斜率，其曲線的振盪程度都會隨著Δt 的延時變長而

Pan 與 San 的選用上，本文將分為以下兩種角度進行討論。若從

降低。其原因歸咎於當 Δt 越大，則能量 (時間與頻率的函數)
平均的時間越長，因此使得延時小於 Δt 的能量振盪幅度減小。
透過此特性，其環境雜訊的振盪程度在 Δt =10 秒的情況將會
比 Δt =1 秒的情況還小，且在 Δt =10 秒的情況下，小於 10 秒
的短時間脈衝訊號，如：人或動物採踏到地聲埋設位置、現場
地聲檢校的槌擊測試等，其能量將會因為平均的時間較長而削
減。另外，由於一波土石流經過地聲斷面時，一般都大於 10
秒以上，因此在本文討論的三種 Δt 下，若要用於偵測土石流，
並減少因短時間不明雜訊而誤判為土石流的狀況，選擇 Δt =10
秒的情況將較優於 Δt =5 秒或 1 秒的情況。

工程上的角度來探討 (方法一)，由於本文分析的訊號皆是在
愛玉子溪上的監測結果 (但監測點位不同)，因此若想設定一
個屬於這條溪流的固定式警戒值，筆者認為 Pan 與 S an 可以表 2
第 3、4 欄中各事件的平均值去估計。但若從物理的角度來看
(方法二)，即使在同一條溪流上，每次發生土石流前的河床條
件與降雨逕流情況也都會改變，意即振動傳遞介質和振動源也
在改變，因此環境噪音的累積能量 Pan 和變化斜率 San 也會因
前述條件改變而改變，故應選用表 2 第 3、4 欄中各場事件發
生前的量測數值。此外，由於表 2 第 8 欄中計算的能量比例都

而在頻率區段的比較上，從圖 5(b)、5(d) 即可很明顯的看

在 10 倍以上，因此在前述方法一與方法二的探討中，本文初

到 5-40 Hz 的累積能量和斜率皆遠大於其它頻段，而在圖 5(a)、

步先將 RP 設定為 5 和 10(即警戒門檻值 TP 比環境雜訊大一個

5(c) 的案例中，雖然 80-250 Hz 的累積能量和斜率與 5-40 Hz

尺度) 分別去判釋是否有事件發生。累積能量斜率因為是隨時

的結果在同一個尺度，但 80-250 Hz 的頻寬卻是 5-40 Hz 頻寬

間變化的速率，而本文的累積能量在時間軸上，每個單位時間

的 4.9 倍，意即 80-250 Hz 間的單位頻寬之累積能量其實只有

間隔有重疊 50 %，因此本文將 RS 設定為 2.5 和 5(即警戒門檻

5-40 Hz 的 0.2 倍，因此從頻段來考量的話，透過土石流特徵

值 TS 為環境雜訊的 2.5 倍或 5 倍) 分別去判釋土石流前峰的到

頻率區段 (5-40 Hz) 的累積能量與斜率的確比其它頻段更能

時。

凸顯土石流發生與否的訊號特徵。

根據以上的設定說明，其對應的警戒門檻值 TP 與 TS 計算

3. 地聲警戒標準之建立

結果如表 3 前 4 列，兩種方法的門檻值與四場事件的累積能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在分析累積能量或其累積能量斜率

量與累積能量斜率圖可參考圖 6。當累積能量或累積能量斜率

時，若要減少短時間脈衝的雜訊干擾，其 STFT 的計算過程應

超過警戒門檻值時，本文則將該時間判釋為土石流經過地聲斷

選擇較接近土石流延時時間尺度的 Δt，如： Δt =10 秒，若要凸

面的到時，其結果可參考表 3 後 4 列。

顯土石流的能量，能量積分的頻段上則建議選用土石流特徵頻

根據表 3 方法一的結果，在敏督利颱風中，兩種 TP 與兩

率區段，如：5-40 Hz。因此在本節中將使用 Δt =10 秒且 5-40

種 TS 門 檻 值 計 算 的 警 戒 時 間 與 影 片 到 時 之 誤 差 約 介 於 -

Hz 區段的累積能量變化與其累積能量斜率去建立土石流的參

1.8~+0.9 秒間，由於累積能量與累積能量斜率是在 t =10 秒且

考警戒值。在上述條件下，本文先依照四場事件的計算結果，
將事件發生前與事件中的最大累積能量與最大累積能量斜率
列表比較 (如表 2)。從表 2 中可發現，各事件的最大累積能量
比值介於 30~261,855 之間，各事件的最大累積能量斜率比則
介於 22~164,831，不管是從能量或斜率的角度去看，其事件中

重疊 50 %下計算的，因此若誤差小於 5 秒 (一個單位時間) 表
示已準確的抓到土石流經過地聲斷面的時間。在 0520 豪雨中，
雖然兩種 TS 門檻值計算的警戒時間之誤差同樣都在 5 秒內 (2.1~+1 秒)，但兩種 TP 門檻值計算的警戒時間則延遲 4.9~12.5

的數值都比事件前至少大 10 倍 (一個尺度) 以上，因此在已

秒之間 (約延遲 1~2.5 個單位時間)。而在 1110 豪雨和蘇力颱

知平時環境噪音 (ambient noise) 的累積能量 Pan 與累積能量

風中，雖然沒有影片到時可做比對，但四種條件下所判斷的時

斜率 San 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可透過適當的能量比例係數 RP 與
斜率比例係數 RS 去建立累積能量與累積能量斜率的警戒門檻
值 TP 與 TS ，其公式如下。

間差則分別落於 1.2 秒和 30.7 秒間，其中蘇力颱風差異較大
的原因推測是 TS 門檻值 ( RS  2.5 的結果) 計算的警戒時間因
有較大的逕流而提前誤警。從表 3 方法二的結果，所有警戒條
件都會達到警戒，除了 1110 豪雨四種條件的時間差達到 5.5

TP  RP  Pan

(5a)

秒外，其它三場事件的時間差都在一個單位時間之內。其結果

TS  RS  San

(5b)

不管使用累積能量或累積能量斜率都較方法一好。

表 2 愛玉子溪歷年土石流事件前與事件中之能量最大值與能量斜率最大值
Table 2

Information of power and power slope before debris flow front and after debris flow front

事件
名稱
敏督利颱風
1110豪雨
蘇力颱風
0520豪雨

事件前之環境雜訊
取樣時間
16:41:00~16:41:30
13:17:00~13:17:30
06:42:00~06:42:30
12:51:00~12:53:00

Pan (cm2/s2)
-4

2.87×10
2.33×10-5
2.80×10-4
7.34×10-5

事件中之訊號

San (cm2/s3)
-6

7.54×10
6.17×10-7
3.71×10-5
5.71×10-6

取樣時間
16:41:30~16:43:00
13:17:30~13:19:00
06:42:30~06:54:00
12:53:00~12:56:00

比值

Pdf (cm2/s2)
-1

1.37×10
6.10×10-1
6.96
2.21×10-3

註 1： Pan 與 Pdf 分別為事件前與事件中之累積能量最大值； San 與 S df 則分別為事件前與事件中之累積能量斜率最大值

Sdf (cm2/s3)
-2

2.72×10
1.02×10-1
1.37
1.28×10-4

Pdf Pan

Sdf San

476
26185
24842
30

3611
164831
3684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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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條件下的土石流警戒條件與判釋時間
Table 3

Debris-flow warning threshold and warning time
方法一 (固定式警戒門檻值)
事件
名稱

TP

TS

TP

TS

Pan 為表2四場平均值

San 為表2四場平均值

Pan 為表2各場之數值

San 為表2各場之數值

RP  5
警
戒
條
件

判
釋
時
間

方法二 (浮動式警戒門檻值)

-4

RP  10
1.66×10

-3

RS  2.5

RS  5

RS  2.5

3.77×10-5

1.66×10-3

3.19×10-5

6.38×10-5

1.17×10-4

2.33×10-4

1.54×10-6

3.08×10-6

蘇力颱風

8.3×10-4

1.66×10-3

3.19×10-5

6.38×10-5

1.40×10-3

2.80×10-3

9.30×10-5

1.86×10-4

0520豪雨

8.3×10

-4

-3

-5

-5

-4

-4

-5

2.86×10-5

敏督利颱風

16:41:50.1
(晚1.1秒)

16:41:50.8
(晚1.8秒)

16:41:48.1
(早0.9秒)

16:41:49.5
(晚0.5秒)

16:41:50.7
(晚1.7秒)

16:41:51.3
(晚2.3秒)

16:41:47.1
(早1.9秒)

16:41:48.5
(晚0.5秒)

16:41:49

1110豪雨

13:17:42.9

13:17:43.6

13:17:42.1

13:17:42.7

13:17:40.1

13:17:41.7

13:17:36.2

13:17:40.4

缺漏

7.34×10

1.88×10

RS  5

-5

8.3×10-4

3.67×10

2.87×10

-3

1110豪雨

6.38×10

1.44×10

RP  10
-3

8.3×10

3.19×10

6.38×10

RP  5
-5

敏督利颱風

1.66×10

3.19×10

-5

影片
判釋
前鋒
到時

1.43×10

蘇力颱風

06:43:3.6

06:43:5.4

06:42:29.7

06:43:2.1

06:43:5.1

06:43:6.2

06:43:3.1

06:43:4.4

缺漏

0520豪雨

12:53:49.9
(晚4.9秒)

12:53:57.5
(晚12.5秒)

12:53:44
(早1秒)

12:53:47.1
(晚2.1秒)

12.53:44.7
(早0.3秒)

12:53:49.2
(晚4.2秒)

12:53:42.0
(早3秒)

12:53:43.7
(早1.3秒)

12:53:45

圖 6 四場土石流之的累積能量與累積能量斜率警戒圖；其能量計算間隔 t 為 10 秒，積分頻段為 5-40 Hz；水平藍實線 ( RP =10
或 RS =5) 與藍虛線 ( RP =5 或 RS =2.5) 為方法一的警戒條件；水平紅實線 ( RP =10 或 RS =5)與紅虛線 ( RP =5 或 RS =2.5)
則為方法二的警戒條件；橘線為影片判釋之土石流前峰時間
Fig.6 Accumulated power and its slope of 4 debris flow events with warning thresholds; the time segment t of power
is 10 sec and the accumulated power is integrated by 5-40 Hz. The horizontal blue solid lines (RP=10 or RS=5) and
blue dashed lines (RP=5 or RS =2.5) are warning thresholds calculated by method 1. The horizontal red solid lines
(RP=10 or RS=5) and red dashed lines (RP=5 or RS =2.5) are warning thresholds calculated by method 2. The vertical
orange solid line are reached time of debris flow front caught by video camera

從兩個方法的比較中可發現，以 TS 門檻值 ( RS  2.5 的結

果可發現 TP ( RP  10 的結果) 和 TS ( RS  5 的結果) 的門檻值

果) 計算的警戒時間都會有稍微提早的現象，推測是因為土石

在 0520 豪雨中都無法達到警戒 (未警)。反之，若將方法一中

流前峰接近時，地聲的累積能量變大的速度正在加快，因此較

的 Pan 與 S an 的設定改為表 2 四場數值中的最小值，其 TP 門檻

小的累積能量斜率門檻值會使警戒時間稍微提前。另外，透過

值則如方法二的 1110 豪雨之值 (圖 6②的紅線與紅虛線)， TS

兩個方法的結果也可發現，在不改變 RP 和 RS 的條件下， Pan 與

門檻值則如方法二 1110 豪雨之值 (圖 6⑥的紅線與紅虛線)，

San 的決定對結果的影響將非常敏感，假若將方法一中的 Pan

其結果則可發現 TP (兩種 RP 的結果) 和 TS (兩種 RS 的結果) 的

與 S an 的設定改為表 2 四場數值中的最大值，其 TP 門檻值則如

門檻值在敏督利颱風中都會在土石流前峰未到前誤觸警戒

方法二的敏督利颱風之值 (圖 6①的紅線與紅虛線)， TS 門檻

(誤警)。從以上分析可發現，固定式警戒門檻值若設定的不好，

值則如方法二的蘇力颱風之值 (圖 6⑦的紅線與紅虛線)，其結

就可能造成誤警或未警的情況，反之浮動式警戒門檻值則可依
環境噪訊的改變去重新調節門檻值，因此若要在有限的事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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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下，建立穩健的警戒模式，使用浮動式警戒門檻值的模式將
較固定式警戒門檻值的模式好。

五、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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