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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嶺土泥沙漿體流變與坍度之試驗研究
詹錢登* 許喬凱
摘

要

楊致遠

本研究進行泥沙漿體的流變及坍度試驗，探討其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間的關聯性。試驗材料使用

高嶺土與水混合而成的漿體，含沙體積濃度介於 25 %至 35 %之間，具有賓漢流體之特性。以水平旋轉式流變
計量測漿體的流變參數 (賓漢屈服應力及黏滯度)，以自製坍落度量測儀量測漿體的坍度參數 (坍落高度及坍
流直徑)。試驗結果顯示高嶺土漿體的流變參數及坍度參數與高嶺土漿體的含沙濃度有高度的相關性；漿體濃
度愈高，屈服應力及黏滯度愈大，坍落高度及坍流直徑則愈小。因此利用漿體流變參數及坍度參數之間的關
係式，未來可由漿體坍度試驗所得到的坍度參數推估其所對應之流變參數。

關鍵詞：高嶺土漿體、流變參數、坍度試驗。

Rhe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Slump Tests of Kaolin Slurries
Chyan-Deng Jan * Ciao-Kai Hsu

Chih-Yuan 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performed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and slump tests of sediment slurr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ological parameters and the parameters measured using the slump test. Sediment slurrie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mixtures of kaolin soil and tap water, with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between 25% and 35% by volume
and Bingham fluid characteristics. The slurry’s rheological behaviors and parameters (Bingham yield stress and viscosity) were measured using a Brookfield DV-III rheometer, and the slump parameters (slump height and spreading
diameter) were obtained from slump tests by using a self-made mol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rheological and slump
parame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slurries. Higher concentrations resulted in greater Bingham yield stress and viscosity but smaller slump height and spreading diameter. The rheological parame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lump parameters, which implies that the parameters obtained from a slump test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rheological parameters of a sediment slurry.
Key Words: Kaolin slurry, Rheological parameters, Slump test.

一、前

言

土石流 (Debris flow) 是泥、砂、礫石等顆粒材料與水混

可控制變因外，也能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但是需先掌握土石流
流體的成分，而且由於試驗儀器的限制，往往不容易進行包含
粗粒料的流變試驗。

合後，受重力作用沿著傾斜坡面由高處向低處移動的現象。台

目前流變試驗大多是將現地取樣的土石流土砂樣本帶回

灣因為山脈高峻，河川距離短且坡度陡，因此每當豪雨發生時，

試驗室後再進行相關成份、粒徑及流變試驗 (王裕宜等人，

造成河川流量暴漲，當河水夾帶大量泥砂易形成土石流。土石

2001)。由於土石流土砂樣本的取得及流變試驗相當費力費時，

流會對集水區之地形、河道、山坡及建築物造成嚴重的破壞，

為了簡化這整個試驗流程，本研究想利用坍度試驗的簡便性，

因此為了降低土石流對生命的傷害及財產的損失，需要深入探

推估對應之流變參數。坍度試驗是土木工程常用的方法，在設

討土石流的發生機制與運動行為 (詹錢登，2000)。

計上是屬於比較簡便的試驗，可用於土體或新拌混凝土特性之

分析土石流的運動行為，需要先了解土石流體的流變特性

量測，並藉以評估是否符合施工標準 (胡小芳&蘇志學，2006；

(Jan and Shen, 1997; Major and Pierson, 1992；O’Brien and Julien,

鄒初首&夏勇，2006；Tregger et al., 2012)。有些學者已經指出

1988；詹錢登，2000)。土石流體流變特性的分析方法大約分成

藉由新拌混凝土試體坍落到某一高度所需時間可用來評估新

現地觀測法及試驗量測法兩種 (詹錢登，2000)。現地觀測法是

拌混凝土試體的流變參數 (Ferraris, 1999) 及工作性能 (黃法

以相關的儀器在現場量測記錄土石流的流動行為，並進行分析

禮等人，2015)。本研究以高嶺土漿體模擬土石流漿體，進行流

得到相關的流變參數。但是，土石流發生的時間無法準確預估，

變試驗與坍度試驗，探討其參數間的關聯性及利用坍度試驗結

而且發生的時間過程非常短促，往往難以進行系統性的觀測與

果推估流變參數之可能性。

分析。試驗量測法是在試驗室進行流變量測試驗，此方法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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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T 為扭矩，

二、研究方法

為剪應力轉換係數，其值的大小與

轉子的型號有關，其中 RV6 轉子的剪應力轉換係數

1. 流變量測儀器

係數

本研究使用美國 Brookfield 公司 DV-III 型水平旋轉式流
變計及 RV 系列之 RV6 圓盤式轉子 (Spindle) 進行流變量測。

=2.35；

為剪切率轉換係數，其值的大小除了與轉子的型號有

關之外，也與 log(τ) 與 log(N) 所組成的曲線斜率 S 值有關
(Mitschka , 1982)，即

。一般而言，

使用 DV-III 型流變計專用軟體進行數據資料的讀取並傳送至

的增加而逐漸減小。對於 RV6 轉子，

電腦進行運算，如圖 1 所示。

= 0.851、

(0.3)= 0.629、

值隨著 S 值

(0.1)= 1.366、

(0.2)

(0.4)= 0.503。例如斜率 S = 0.15，

由內插可的 KN (0.15) = 1.109 (Mitschka , 1982；詹錢登等人，
2009)。DV-III 型流變計可量測泥漿體與礫石泥漿體之流變特
性，其量測的最大黏度為 40,000,000 cP (Centipoise)，即最大
黏度為 400,000 P (Poise) 或 40,000 Pa•s (1 Pa•s = 10 P = 1000
cP)；轉速介於 0 至 250 rpm 之間，最大轉矩為 7,187 dyne-cm。

2. 坍度量測儀器
坍落度量測一般應用於建築業測試實際施工中混凝土坍
落度，用來判斷混凝土施工和易性 (胡小芳&蘇志學，2006)；
當坍落度較大時，表示混凝土黏稠性較低，比較容易拌和；當
坍落度較小時，表示混凝土黏稠性較大，可能給施工帶來難度。
用於評估混凝土坍度所採用的標準坍落度筒是一個平截圓錐
筒，其頂端開口直徑為 10 cm，底端開口直徑為 20 cm，高度

a. 美國Brookfield DV-Ⅲ型流變計

為 30 cm。坍落度筒用金屬板製成，其厚度需大於 1.5 mm。試
驗分 3 次填裝將混凝土灌入坍落度筒，每次填裝後用搗錘沿筒
壁均勻由外向內擊 25 下搗實後，抹平；然後拔起筒，混凝土
因自重產生塌落現象；筒的高度減去塌落後混凝土最高點的高
度稱為坍落高度。上述標準坍落度量筒適用於骨料最大粒徑小
於 4 cm、坍落度大於 1 cm 的混凝土拌合物稠度之測定。
本研究是室內試驗研究，所使用的粗顆粒材料小於 2 mm，
因此不需要使用前述上口直徑 10 cm、下口直徑 20 cm、高度
30 cm 的坍落度筒。 為了試驗上的方便，本研究採用縮小比
例，自製一個較小的不鏽鋼坍落度筒，其鋼材厚度 4 mm、頂
端直徑為 5 cm，底端直徑為 10 cm，高度為 15 cm，而且在上
端設有環狀把手，底端設有腳踏板，如圖 2 所示。試驗時，坍
落度量筒必須在無吸水性平板上進行。本研究採用無吸水性平
板為邊長 70 cm 的正方形剛性鐵板，厚度約 1.5 mm。使用 Leica
DISTO 公司製造的 A8 型雷射測距儀進行量測坍度量，量測誤
差在 1.0 mm 以內。坍度量量測在 80 cm 長、80 cm 寬、30 cm
高的架子上進行，用以量測架子底下鐵板上土體的坍塌量。
試驗分 3 次填裝將泥沙漿體灌入坍落度筒內，每次填裝後
用搗錘沿筒壁均勻由外向內擊 25 下，搗實後，抹平；然後拔

b. RV6圓盤式轉子

圖 1 本研究使用的 Brookfield DV-Ⅲ型流變計

起筒，泥沙漿體會因為自重產生塌落及向外延展現象。本研究

Fig.1 The Brookfield DV-Ⅲ rheometer used

用筒高 (15 cm) 減去塌落後漿體最高點的高度稱為坍落高度

使用 DV-III 型流變計進行試驗量測時，流變量測儀器顯
示的是扭矩 T 及每分鐘之轉數 N (rpm (revolutions per minute,

rpm)，而不是直接呈現剪應力  (shear stress, N/m2) 及剪切率

SR (shear rate, 1/sec)。 Mitschka (1982) 針對 DV-III 型水平旋
轉式流變計以及其 RV 系列轉子進行一系列相關試驗，並提出
其剪應力以及剪切率的轉換公式分別為
(1)
(2)

Δ (slumped height )；塌落後漿體俯視圖的外緣基本上相當接
近圓形狀，其直徑稱為坍流直徑 R，直徑增量ΔR R

R0。本

研究將坍落高度Δ 和坍落度筒高度 H0 (15 cm) 的比值定義為
坍落率 Hr (slump ratio)；將坍流直徑增量ΔR和坍落度筒底部開
口直徑 R0 (10 cm) 的比值定義為坍落延展率 Rr (spreading ratio)。
∆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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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估算流變參數之可能性。在本研究的試驗條件下，如
圖 4 所示，高嶺土漿體的流變特性大致符合賓漢流體之流變特
性，其中  為剪應力，SR 為剪切率，

為賓漢屈服應力及

為賓漢黏滯係數，後兩者統稱為流變參數。圖 4 中的斜線為資
料點的線性廻歸直線。由圖中斜線與縱軸的相交點可得到所對
應漿體之賓漢屈服應力 ，而該斜線的斜率即為賓漢黏滯係數
。
τ τB μB SR
a. 坍落度筒

b. 坍度量測布置

(6)

1. 高嶺土漿體流變試驗結果

圖 2 坍度量測儀器及坍度量測布置

在特定的試驗條件下每組漿體的流變量測試驗皆進行五

Fig.2 The mould for slump tests in this study

次重複試驗，然後取其量測結果的平均數據進行後續流變參數
及

3. 試驗材料
本研究進行高嶺土泥沙漿體的流變試驗及坍度試驗，探討
其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間的關聯性。試驗使用高嶺土漿體，高
嶺土 (kaolin) 向廠商購買取得，PH 值接近中性。採用 LS-230
雷射粒徑分析儀 (laser diffraction particle size analyzer) 量測結
果，高嶺土泥沙粒徑分布如圖 3 所示，其中值粒徑 d50 為 0.0048

之分析。流變量測試驗結果顯示高嶺土漿體的流變曲

線 (剪應力與剪切率的關係曲線)，如圖 4 所示，圖中均包含 5
種不同含沙濃度的流變曲線，這些流變曲線大致上都符合賓漢
流體之流變特性。此 5 種濃度分別為 Cvf = 25 %、27.5 %、
30 %、32.5 %及 35 %。圖中顯示在相同剪切率下，剪應力隨
著濃度的增加而逐漸增加，而且流變曲線的斜率 (賓漢黏滯係
數) 也是隨著濃度的增加而逐漸增加。

mm，密度為 2.68 g/cm3。高嶺土細泥漿體積濃度 Cvf 之定義是
高嶺土細顆粒體積與漿體總體積之比值
Cvf =

Vf

(5)

Vf + Vw

其中 Vf 為漿體樣品中細顆粒所佔之體積；Vw 為水所佔之
體積；而 (Vf + Vw) 為漿體樣品總體積。在高嶺土漿體流變量
測的前置試驗結果顯示含沙濃度低於 20 %之漿體其流變特性
較接近牛頓流體，沒有明顯之屈服應力；反之，當漿體濃度在
35 %以上時，會超出本研究流變計之允許量測範圍；因此本試
驗研究在濃度 20 %至 35 %範圍內進行 5 種濃度的高嶺土漿體
試驗，分別為 Cvf = 25 %、27.5 %、30 %、30.5 %及 35 %。

圖 4 不同濃度高嶺土漿體之流變曲線
percentage (%)

Fig.4 Rheological curves of kaolin sullies hav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依照本研究量測數據，分析所得到的高嶺土漿體的流變參
數，如表 1 所示。賓漢屈服應力  B 介於 3.75~29.66 Pa (N/m2)
及黏滯係數  B 介於 0.12~2.38 Pa·s。隨著濃度增加，顆粒間的
凝聚力也增加，在受剪切作用時對應之屈服應力及黏滯係數也
隨著增加，如圖 5 及圖 6 所示，圖中漿體濃度以%計。圖 5 及
圖 6 中迴歸公式所對應之決定係數 R2 分別為 0.99 及 0.97(相

圖 3 高嶺土粒徑分佈累積曲線

關係數 R 分別為 0.995 及 0.984)，此反應漿體的流變參數與濃

Fig.3 Size accumulated distribution of kaolin soil used

度之間有非常好的關係。
表 1 高嶺土漿體的流變參數
Table 1 Rheological parameters of kaolin slurries

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應用流變計先進行高嶺土細泥漿體的流變量測試
驗，然後以相同的條件進行坍度量測試驗，分析兩種試驗之結
果，探討坍度特性與流變特性之關係性，然後藉以評估由坍度

漿體濃度Cvf (%)
25
27.5
30
32.5
35

屈服應力τB (Pa)
3.75
9.28
15.67
21.47
29.66

黏滯係數 B (Pa·s)
0.12
1.03
1.19
1.86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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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顯示坍落率與坍流延展率之間有密切之關係，在本研究試
驗的條件下，其關係大致上可表示成
Hr 0.83R0.12
r

(7)

上式決定係數 R2 為 0.96(相關係數 R 為 0.980)，此反應漿體的
坍落率 Hr 與坍流延展率 Rr 的關係密切。
比較粗顆粒濃度 25 %與 35 %之結果 (濃度差異 60 %)，
坍落高度分別為 14.6 cm 及 11.5 cm，差異 21.2 %；坍流直徑
分別為 54.1 cm 及 16.1 cm，差異 70.2 %。由此可知坍流直徑
的變化明顯高於坍落高度。

圖 5 高嶺土漿體賓漢屈服應力與濃度之關係
Fig.5 Bingham yield stress vs. concentration of kaolin
slurries

圖 6 高嶺土漿體賓漢黏滯係數與濃度之關係

a. 濃度Cvf = 25 %

b. 濃度Cvf = 27.5 %

c. 濃度Cvf = 30 %

d. 濃度Cvf = 32.5 %

Fig.6 Bingham viscosity vs. concentration of kaolin slurries

2. 高嶺土漿體坍度試驗結果
每組高嶺土漿體流變量測試驗完成之後，緊接著進行坍度
試驗，量測其坍落高度及坍流直徑。如本文第 2 節所述，本研
究所使用的坍落試驗筒其頂端直徑為 5 cm，底端直徑為 10 cm，
高度為 15 cm。圖 7 顯示 5 種不同濃度高嶺土漿體坍流後的照
片圖；圖 8 為不同濃度高嶺土漿體坍落後垂直剖面圖，由此可
以計算坍落高度及其對應之坍落率，如表 2 所示。試驗結果顯
示高嶺土漿體的坍度參數與濃度有很密切之關係。濃度愈高，

e. 濃度Cvf = 35 %

圖 7 高嶺土漿體在不同濃度下之坍流直徑
Fig.7 Spreading diameters of kaolin slurrie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漿體愈黏稠，其屈服應力及黏滯度愈大，坍落高度及坍流直徑
愈小，如圖 9 及圖 10 所示。
高嶺土漿體坍落前的高度均為 15 cm。此 5 種漿體之坍落
率 Hr 分別為 0.97、0.94、0.91、0.87 及 0.77，濃度愈高，坍落
率 Hr 愈小。由圖 10 可知對應於濃度 25 %、27.5 %、30 %、
32.5 %及 35 %高嶺土漿體的坍流直徑分別為 54.1 cm、38.8 cm、
32.6 cm、21.3 cm 及 16.1 cm。濃度愈高，漿體愈黏稠，其坍流
直徑愈小。此 5 種濃度漿體的坍流延展率 Rr (坍流直徑 R 和坍
落試驗筒底部直徑 R0 的比值) 依序分別為 4.41、2.88、2.26、
1.13 及 0.61。圖 9 及圖 10 中迴歸公式所對應之決定係數 R2 分
別為 0.92 及 0.97 (相關係數 R 分別為 0.959 及 0.984)，此反應
漿體的坍落率 Hr 與坍流延展率 Rr 和濃度的關係非常密切。圖

圖 8 不同濃度高嶺土漿體坍落後垂直剖面
Fig.8 Vertical cross-section profiles of slumped samples
of kaolin slurries hav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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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嶺土漿體坍落高度及坍流直徑
Table 2
濃度(%)
25.0
27.5
30.0
32.5
35.0

3. 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之關聯性

Slump parameters of kaolin slurries
坍落高度
H (cm)
14.6
14.1
13.7
13.0
11.5

坍落率Hr
0.97
0.94
0.91
0.87
0.77

坍流直徑
R (cm)
54.1
38.8
32.6
21.3
16.1

坍流
延展率Rr
4.41
2.88
2.26
1.13
0.61

為了瞭解是否能利用坍度試驗所獲得之結果推估其對應
之流變參數，因此本研究將兩種試驗分別所獲得的流變參數與
坍度參數加以比較。高嶺土漿體濃度愈高，屈服應力及黏滯度
愈大，坍落高度及坍流直徑愈小。圖 12 及圖 13 顯示在濃度
25 %至 35 %範圍內高嶺土細泥漿體賓漢屈服應力與坍落率及
坍流延展率之關係；圖 14 及圖 15 則顯示高嶺土細泥漿體賓
漢黏滯係數與坍落率及坍流延展率之關係。圖中顯示流變參數
(賓漢屈服應力及黏滯係數) 與坍落參數 (坍落率及坍流延展
率) 之間有非常密切之關係。在本研究試驗的條件下，0.77
≤ H r ≤ 0.97 及 0.61≤ R r ≤ 4.41，賓漢模式流變參數與坍落率之
關係可表示成
τB 126.5 123.9Hr
10.15Hr
B 10.37

(8)
(9)

流變參數與坍流延展率之關係大致可寫成
τB 30.82 6.58Rr
0.57Rr
B 2.60

(10)
(11)

圖 12 至圖 15 中迴歸公式所對應之決定係數 R2 分別為 0.95、
0.95、0.89 及 0.98 (相關係數 R 分別為 0.975、0.975、0.943 及
圖9
Fig.9

高嶺土漿體坍落率與濃度之關係
Slump ratio vs. concentration of kaolin slurries

0.990)。上述分析結果說明高嶺土漿體的流變參數及坍度參數
之間有很密切之關係，因此未來可用漿體坍度試驗的結果來推

屈服應力τB (Pa)

估其對應之流變參數。

圖 10 高嶺土漿體坍流延展率與濃度之關係
Fig.10

Slump spreading ratio vs. concentration of kaolin
slurries

圖 12 漿體坍落率與屈服應力之關係
Fig.12

Slump ratio vs. yield stress of kaolin slu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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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高嶺土漿體坍落率與坍流延展率之關係
Fig.11

Slump ratio vs. spreading ratio of kaolin slurries

圖 13 漿體坍流延展率與屈服應力之關係
Fig.13

Slump spreading ratio vs. yield stress of kaolin
slu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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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38 Pa·s。自然界土石流的濃度介於 25 %

~ 80 %之間 (詹錢登，2000)；王裕宜等人 (2001) 將土石流區
分為稀性、亞黏性、黏性及高黏性土石流四大類，就本研究的
濃度及流變參數特性而言大約介於亞黏性及黏性土石流的範
圍。
另外，標準坍度試驗設備適用骨料粒徑有其上限 (4 cm)，
當應用於現地土石流之特性測量時，對於大於上限粒徑的粗粒
料無法直接納入量測，需另外考量其他方法去推估。

四、結

1. 本研究試驗條件下 (濃度 25~35 %，剪切率 0.5~ 20 1/s)，流

圖 14 漿體坍落率與黏滯係數之關係
Fig.14

論

Slump ratio vs. viscosity of kaolin slu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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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試驗結果顯示在高嶺土漿體的流變特性大致符合賓漢流
體模式，其流變參數 (賓漢屈服應力及黏滯係數) 與漿體含
沙濃度有密切關係，而且濃度愈高流變參數值愈大。此結果
與詹錢登等人 (2009) 量測 Carbopol (丙烯酸聚合物) 粉末
漿體(具賓漢流體特性)的結果相似。
2.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嶺土漿體流變參數 (賓漢屈服應力及黏
滯係數) 與坍度參數 (坍流直徑與坍落高度) 之間具有高
度相關性，並建立了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 [坍流直徑 (坍流
延展率) 與坍落高度 (坍落率)] 的關係式，如方程式 (8)
至 (11) 所示。藉由此關係式可利用坍度試驗結果推估對應
之高嶺土漿體流變參數。
3. 坍度試驗結果顯示坍流直徑 (坍流延展率) 與坍落高度
(坍落率) 之間有非常好的正相關。當坍落率大時，坍流延

圖 15 漿體坍流延展率與黏滯係數之關係

展率也比較大。由於坍流直徑的變化 (坍流延展率) 比坍落

Fig.15

高度的變化 (坍落率) 在數值上較為明顯些，建議未來在應

Spreading ratio vs. viscosity of kaolin slurries

4. 討論

用坍度試驗結果推估流變參數時，可優先考量使用坍流延
展率推估對應之流變參數。

由於坍度試驗的簡便性，在應用方面，未來若能建立土石

4. 由於坍度試驗的操作較為簡便，除了在試驗室之外，在現

流體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之關聯性，則可在土石流潛勢溪流以

場也可以比較容易直接操作，因此在應用方面，未來若能建

坍度試驗方式推估土石流體的流變參數，有利於瞭解土石流之

立土石流體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之關係式，則可在土石流

流動特性。

潛勢溪流現場以坍度試驗方式快速掌握土石流體的流變參

本研究目前所得結果僅為高嶺土漿體的試驗結果，高嶺土

數及其流動特性。但是目前本研究之成果僅限於細泥漿體

為相當均勻且粒徑極為細小的泥沙，因此本研究現在的成果比

之成果，因此比較適合於泥流分析；未來需要進一步試驗探

較適合於泥流 (不含粗粒料的土石流，或稱以細粒料為主體的

討包含粗顆粒泥沙 (例如礫石、卵石) 的影響，方能將結果

土石流)。對於一般土石流，土石流中包含有大小不一的泥沙

適用於一般土石流之分析。

材料，粗顆粒的存在對於流變參數與坍度參數的影響有待進一
步的研究。

誌

另外，本研究目前使用高嶺土作為漿體泥沙材料，高嶺土

謝

為相當均勻且粒徑極為細小的泥沙，在進行研究試驗時較為容

本研究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 (MOST 104-2625- M-006-

易掌握漿體的特性。然高嶺土畢竟不是天然土石流中所常見的

001-MY2；106-2625-M-006-018) 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第二

細顆粒泥沙材料 (黏土及粉沙)。為了考量研究成果能夠應用

作者許喬凱先生參與本研究，並將部分成果納入碩士論文。試

於土石流之流變分析，未來試驗細顆粒材料的選擇除了高嶺土

驗研究期間特別感謝王志賢博士、徐郁超博士及楊斯堯博士的

之外，也應該採用溝道中常見的細顆粒泥沙材料 (黏土及粉沙)

協助，謹此致謝。

作為試驗細顆材料。
本研究將高嶺土漿體濃度控制在 25 % ~ 35 %之間，以確
保在此濃度範圍內高嶺土漿體具有顯著的賓漢流體之特性，方
便於流變參數之分析；所得賓漢屈服應力τB = 3.75~29.66 P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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