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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室內實驗和現場模擬方式研究土石流之黏滯係數 

李咸亨[1*]  Budijanto Widjaja [2]  曹家文[3]  謝宗榮[4] 

摘  要 為探討黏滯係數對於土石流之影響，本研究選擇南投縣豐丘村和神木村土石流案例，進行

田野調查、土壤取樣、一般試驗、流變試驗以及數值分析，然後與前人成果比較。以豐丘村土石流為

例，試驗源頭土壤時得知，液性限度(含水量)=38.64%，體積濃度 Cv=48.8%，黏滯係數=0.06 (Pa.s)。

田野調查時，村民表示土石流大約在 10分鐘後到達平原村落處。然後，以前述基本參數為基礎之數值

模擬分析，直到符合颱風時土石流現況行為為止。另外，阿太堡試驗方式所定義的土壤液性限度(LL)

雖然用處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國內外學者質疑該液性限度值之準確性不佳。故本文將利用流變盒試驗

所得到的黏滯係數大小變化趨勢，以定義土樣從塑性狀態進入液性狀態之臨界點，並探究阿太堡試驗

的可靠度。 

 

關鍵詞：土石流、黏滯係數、液性限度、阿太堡試驗、田野調查。 

The Viscosity of Mudflow Studied by Simulation 
Cases and Laboratory Tests 

Hsien-Heng Lee[1*]  Budijanto Widjaja [2]  Gia-Wen Tsau [3]  Tzung-Jung Hsieh [4] 

ABSTRACT To study the viscosity of a mudflow, some research works such as field investigation, soil 

sampling, rheological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performed in both Foun-Chou and Sen-Mu 

villages. In the initiation place of Foun-Chou mudflow, the Liquid Limit (LL) obtained through Atterberg 

test is 38.64%, together with concentration by volume (Cv) 48.8% and viscosity 0.06 (Pa.s).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most Foun-Chou residents remember that the mudflow rushed to the flat plane in about 

ten minutes. The follow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under adequate controlling of initial flow rate and 

viscosity to repeat the behavior of mudflow in a way the same as that disaster day. Another topic is 

that the accuracy of Atterberg test results in obtaining the liquid limi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scholars before, although there are other scholars supported this method.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cosity and water content obtained by Flow Box Test will be used to 

examine the boundary between plastic phase and liquid phase of a mud. The definition of 

liquid limit from Atterberg test will then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Mudflow, Viscosity, Liquid Limit, Atterberg Test, Field Investigation. 

一、前  言 

民國 85 年賀伯颱風在豐丘村造成土石流災害後，「土石流」在台灣已經是人人耳熟能詳的名詞。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統計資料顯示[1]，台灣是個震多雨多的地方，十七年來土石流潛勢溪流由 485條迅速

暴增至 1664 條，可謂其來有自。依據水土保持手冊定義(1992) [2]：「土石流係由泥、砂、礫石等

物質與水混合後受重力作用而產生之流動體，是一種土砂礫漿流化之現象，具有集體搬運，直線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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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衝擊力大之特性。粒徑 0.1mm 以下之顆粒含量在 50%以上之土石漿體，稱為泥流型土石流。」本

文以此型土石流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使用賓漢流體模式(Bingham Fluid Model) 分析其黏滯性

流體行為是適宜的。 

阿太堡試驗(Atterberg test)[3]所定義之液性限度(Liquid Limit, LL)被廣泛引用為細顆粒土壤之分類

指標，也獲得 Casagrande[4]等學者的支持和接續研究，但是，也有不少國內外學者質疑本方法之精

確度和準確性。因此，本研究乃使用前期設計的流變盒試驗法(Flow Box Test, FBT)[5]進行一系列試

驗，冀望比較兩種試驗方法獲得的液性限度(LL)之異同，並探究其背景和意義。流變盒試驗法以檢驗

土壤由塑性狀態到液性狀態的每一時刻之黏滯係數(Viscosity)的大小，本文將利用不同含水量對應之

黏滯係數大小變化趨勢，找出該塑性狀態進入液性狀態之臨界點，此即液性限度(LL)之定義值所在。 

二、研究案例和試驗規畫 

2.1 田野調查 

本研究團隊於 2013 年親赴豐丘村進行田野調查[6]，得知 1996 年賀伯颱風造成的土石流在豐丘村民

感覺有異後大約 10 分鐘到達平原村落處，並選取一張較清楚的現場照片描繪出堆積範圍(如圖 1)，以

作為土石流模擬結果之比較。神木國小老師們在 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則感覺，山崩巨響與振動後，

神木村土石流大約 5 分鐘到達學校附近。但是，神木村土石流來源雖然有三個之多，卻全部進入溪流

中，所以沒有正確的堆積範圍可資比較。 

 

 

 

 

 

 

 

 
 
 
 
 
 

圖 1 豐丘土石流模擬堆積範圍與現地堆積範圍比對圖(以 Google 地圖為底圖) 

Fig.1 Comparison of in-situ composition area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Foun-Chou village 
(based upon Google map) 

2.2 試驗規劃 

除了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如篩分析試驗、阿太堡試驗(含塑性限度(PL)、液性限度(LL))、統體單位重

試驗、比重試驗、體積濃度(Cv) 試驗和直接剪力強度試驗以外，本研究亦進行流變盒試驗法(FBT) [5]，

間接利用土體的位移-時間圖求得土體之黏滯係數(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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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石流模擬 

本文使用 FLO-2D 軟體進行土石流模擬及分析，該程式為 O’Brien and Julien（1988）所研究之流

體分析軟體[7]，利用非牛頓流體模式與中央有限差分法（central finite difference scheme）以求解

運動控制方程式之數值分析程式。本研究所輸入之數值地形模型(DTM)精度為 40m×40m。曼寧係數

(n)與層流阻滯係數(K)是根據 FLO-2D 手冊上建議的表格與現地的狀況對照來選取適當值。豐丘村的

曼寧係數(n)設為 0.02，神木村的曼寧係數(n)設為 0.03。豐丘村與神木村的層流阻滯係數(K)皆選取

2500。豐丘村的崩塌區訂於野溪上游處，堆積區訂於野溪下游的葡萄園農作區。而神木村土石流崩塌

發生區選取出水溪上游距離神木國小最近之一處明顯的崩塌區，堆積區則訂於出水溪下游與陳有蘭溪

上游的第一個交會處。 

三、基本試驗成果和土石流模擬分析討論 

3.1 豐丘村和神木村土石流材料性質 

南投縣豐丘村土石流中不含所推動的大石塊之土壤，取 CNS 386 試驗篩 9.5 以下之粗骨材以外土樣，

其小於 200 號篩(CNS 386 試驗篩 0.075)之細顆粒含量為 53%，黏土含量為 18%，塑性限度(PL) 

23.76%，液性限度(LL) 38.64%，塑性指數(PI) 14.88%，土壤統體單位約 1.75 t/ ，比約為 2.71，

依統一土壤分類法分類屬低塑性黏土(CL)。對應於液性限度之黏滯係數為 0.06 (Pa.s)，體積濃度

Cv=48.8%。南投縣神木村土石流中不含所推動的大石塊之土壤，取 CNS 386 試驗篩 9.5 以下之粗

骨材以外土樣，其小於 200 號篩(CNS 386 試驗篩 0.075)之細顆粒含量為 52%，黏土含量為 19%，

塑性限度(PL) 14.29%，液性限度(LL) 26.01%，塑性指數(PI) 11.72%，土壤統體單位重 2.09 t/ ，

比重為 2.83，依統一土壤分類法分類屬低塑性黏土(CL)，對應於液性限度之黏滯係數為 0.16 (Pa.s) ，

體積濃度 Cv=57.8%。 

3.2 豐丘村土石流模擬分析成果 

民國85年賀伯颱風在豐丘村所造成的土石流有非常明顯的堆積區，所以本研究利用Google地圖做成一

張地形圖，再將照片中的堆積範圍繪製出來(圖1)，用以檢驗分析出來的結果。圖1中黃色點線為模擬

分析結果的堆積範圍，現場堆積範圍則用紅色虛線表示。因此可以看出兩者相當吻合。 

根據訪談豐丘村的居民得知土石流經過豐丘國小附近時，有巨大土石碰撞聲，時間約在 10 分鐘左右，

此時間介於模擬分析中土石流啟動後第 9 分鐘(圖 2 (a))至第 10 分鐘 36 秒(圖 2(b))之間 [6]。因此，

從土石流堆積範圍和土石流動時間，都讓人對於豐丘土石流模擬分析結果具有信心。 

大部分居民都認為土石流到達神木國小周圍的時間大約在 5 分鐘左右，而神木村模擬分析中 LI=1.0、

入流率=6000m3/min 的結果最接近 5 分鐘沖刷至神木國小[6]。 

3.3 黏滯係數成果分析 

黏滯係數 0.06 (Pa.s)和體積濃度(Cv)48.8%，以及黏滯係數 0.16 (Pa.s) 和體積濃度(Cv)57.8%，為

分別對應於前兩節的豐丘村土石流和神木村土石流之最佳模擬分析成果[6]。詹錢登(1997)針對神木村

出水溪土樣的管式流變計試驗，得到黏滯係數 0.008~0.06(Pa.s)和體積濃度(Cv) 2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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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 第 9 分鐘 

Fig. 2(a) at time=9 min. 

 
圖 2(b) 第 10 分鐘 36 秒 

Fig. 2(b) at time=10 min. 36 sec. 

圖 2 豐丘流況-剖面圖(LI=1.0 入流時間=15 分鐘) 

Fig. 2 Profile and Location of Mudflow in Foun-Chou Village (at LI=1.0 and Flow-in Time=15 min.) 

O'Brien and Julien (1988) 針對 Colorado 山區土石流的旋轉式流變計成果，得到黏滯係數

0.06~12 (Pa.s)和體積濃度(Cv) 10%~45%[7]。經由以上兩件前人研究成果比對驗證，可見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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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案例之最佳模擬分析成果相當值得信任。 

四、FBT 和 Atterberg Test 之液性限度檢討 

4.1 豐丘土樣的黏滯係數和液性限度之關係 

以含水量(w)定義液性指標 LI=( w - PL)/(LL-PL)時，LI=1.0=100%代表土壤孔隙都填滿水，且達到

Atterberg 定義之液性限度狀態。若以豐丘土石流為例，本文模擬分析數據如圖 3 所示[6]，可見含水

量(w)= 38.64%時，就是豐丘土壤經歷固體和塑體二階段，然後超越 Atterberg 定義之液性限度，進

入液體土壤(亦即土石流)的第三階段。 

圖 3 可看出 LI=100%時豐丘土石流的體積濃度 Cv=48.8%，為 Atterberg 定義之液性限度。但是，

Cv=48.8%至 49.9%時，土壤狀態較偏於液性相位(Liquid Phase)的屬性，剪力強度 =2.92 kPa

也合乎圓錐貫入試驗之研究成果範圍。亦即由本研究流變盒試驗法(FBT)得到的黏滯係數和體積濃度

關係觀之，Cv= 49.9%時，或 LI=90%，或含水量(w)= 37.10%時，土壤好像已經介於液性限度之臨

界點狀態，亦即較 Atterberg 定義之含水量(38.64%)更早進入液相狀態。 

 
圖 3 豐丘土石流模擬分析之黏滯係數和體積濃度之關係 

Fig.3 Viscosity and concentration by volume of Foun-Chou mudflow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4.2 貓空土壤和高嶺土樣的黏滯係數和液性限度之關係 

Widjaja and Lee(2013)設計流變盒試驗(FBT)[5]，藉黏滯流體理論解析該狀態下的「擬黏滯係數」，

並獲得圖 4(原文之圖 8)貓空土壤和高嶺土樣品經由使用流變盒試驗(FBT)和移動球試驗(MBT)獲得之

黏滯係數和液性指標之關係成果。圖 4 和圖 3 一樣成功突破土壤由塑相狀態至液相狀態之試驗，但是，

兩者不一樣的是圖 4 的黏滯係數轉折點在 PI=100%之右，而圖 3 的轉折點在 PI=100%之左，亦即圖

4 的 FBT 之液性限度較 Atterberg 之液性限度偏大，而不是圖 3 的偏小。 

前述液性限度的差異，到底是試驗方法不同之故，或是因為土壤不同而異，目前尚難定論，作者希望

有更多數據和研究來解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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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貓空土壤和高嶺土樣品經由使用流變盒試驗(FBT)和移動球試驗(MBT)獲得之黏滯係數和液性指

標之關係 

五、結  論 

(1). 經由田野調查和現場堆積範圍調查獲得的重要證據，本研究可以再由成功的數值模擬分析得到

土石流啟動時之黏滯係數和體積濃度。 

(2). 本研究獲得豐丘村土石流之黏滯係數為 0.06 (Pa.s)和體積濃度(Cv)為 48.8%，以及神木村土石

流之黏滯係數為 0.16 (Pa.s) 和體積濃度(Cv) 為 57.8%。 

(3). 流變盒試驗(FBT)是可以針對塑相狀態至液相狀態之連續土樣的試驗方法，且獲得成果可以顯示

黏滯係數和液性限度之關係。 

(4). 本研究認為目前尚無法評論阿太堡試驗方法定義之液性限度值是偏大或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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