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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PET軟式地工格網與砂頁岩互層之崩積土壤，模擬不同降雨強

度之土壤含水量進行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以及在大型傾斜儀剪力盒

中分別將格網以與剪切面夾角為30°、60°、90°，模擬加勁複合土壤於破壞時

的摩擦角，探討地工格網於不同含水量土壤中之力學行為，並且以穩定分析軟

體STEDwin及MSEW分析其對邊坡穩定安全係數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大型傾斜儀試驗中，當格網與水平夾角為30°時其破壞

角受含水量之影響較小，破壞角介於32°～42.5°，衰減率約5.5%～28.9%；在

地工格網與土壤的介面直剪試驗中，乾土狀況下介面摩擦角δ約為39.5°，隨

土壤含水量增至4%、7%及11%時，δ依序分別衰減為20.5°、23°及26.5°；以

STEDwin作案例穩定分析，含水量對加勁邊坡安全係數之衰減率達6.1%～

32.5%，以MSEW分析，加勁邊坡之水平滑動安全係數衰減率達37%～71.4%。 

 

關鍵字：加勁複合土壤,邊坡穩定,地工格網,大型直剪試驗 

 



 

 II

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ve properties between 
soft PE geo-grid material and the alternative shale deposits under 3 simulated 
rainfall intensities which include w/c=4% (ordinary moisture condition), 7% 
(average rainfall) and 11% (storm condition), with contrast to the dry condition at 
w/c=0%. 
 A large scale inclined direct shear device was used with the geo-grid at the 
angle of 30, 60 and 90 degree with respect to the shear plan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frictional angle at shear failure within the reinforced earth mass under the 3 
selected simulated rainfall intensities.  In addition, a traditional direct shear devic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terface frictional angle between the surface of the 
geo-grid and the reinforced earth.  With the use of the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software STEDwin and MSEW were utiliz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1) the placements of geo-grid at various angles within the soil mass, and 
(2) the simulated rainfall intensities, on the safety factor of stability of shale slopes 
which may be often encountered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reinforced earth with geo-grid at 30 
degree has the internal frictional angle of 32-42.5 degree at shear failure which is 
least influenced by the water content. The internal frictional angles have a 
reduction rate of 5.5%-28.9% for the 3 selected rainfall intensiti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dry condition. In addition, the interface frictional angle between the geo-grid 
and the soil mass is 39.5 degree at dry condition and is decreased to 20.5, 23, and 
26.5 degree for w/c=4,7, and 11% respectively. 
 For the stabil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a reinforced earth slope case study 
revealed that increase of water content from 0% to 11% as simulated may reduce 
the safety factor of the slope stability from 6.1% to 32.5% using the STEDwin 
software, while the safety factor of lateral sliding for the reinforced earth slope may 
be reduced from 37 to 71.4%.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case the reinforced earth with PE geo-grid is used for 
the slopes.  
 
 
 
 
 
Keywords: reinforced earth, slope stability, geo-grid, large scale direct shear test 

 



 

 III

誌      謝 

本論文得以順利付梓，承蒙恩師 張子修博士的悉心指導，多方啟迪；碩

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因工作的關係，難以全心全意精進於課業上，老師多所體

諒，於論文撰寫期間不厭其煩的跟催進度，逐字詳加指正，潤飾文句，修改謬

誤，老師的治學風範，對學生於研究、求學及待人處事上有著多方啟迪與助益，

在此僅致上最高的敬意。 

期間感謝大地實驗室學弟哲翔、惠丞的協助，對論文實驗之規畫及實驗過

程提供協助與建議；同事玄蕙、柏瑋、嘉文及瑞鴻提供分析程式上操作建議，

使此研究能得以順利完成，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謝。 

最後感謝親愛的父母及愛妻秋香的全力支持，使我無後顧之憂，為自己的

理想而努力，僅將本文呈獻給所有曾協助過我，照顧過我的人，共同分享這份

喜悅。 

林佳儀 謹誌 

中華民國97年7月 



 

 IV

目     錄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誌謝……………………………………….…………………………………….III 

目錄……………………………………….……………………………………IV 

表目錄…………………………………….…………………………………..VIII 

圖目錄……………………………………….……………………………………X 

第一章 緒 論………………………………….…………………………………1 

1.1 前言………………………………………………………………………1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1 

1.3 研究方法…………………………………………………………………3 

1.4 研究內容…………………………………………………………………3 

1.5 預期研究成果與實務應用………………………………………………4 

第二章 文獻回顧…………………………………………………………………7 

2.1. 加勁土壤結構簡介………………………………………………………7 

2.1.1 加勁土壤結構基本理論……………………………………………7 

2.1.2 加勁土壤結構分析模式……………………………………………9 

2.1.3 加勁土壤結構破壞機制…………………………………………15 

2.2. 降雨對邊坡穩定之影響………………………………………………21 

2.2.1 降雨入滲之滲流機制……………………………………………22 

2.2.2 降雨入滲之影響範圍……………………………………………23 



 

 V

2.2.3 降雨對邊坡不飽和土壤強度之影響……………………………25 

2.3. 地工合成材料之介紹……………………………………………………28 

2.3.1 地工格網之介……………………………………………………31 

2.3.2 地工格網之種類…………………………………………………31 

2.3.3 地工格網之應用…………………………………………………33 

2.4 土壤與地工格網之互制行為……………………………………………36 

2.5 直剪試驗之力學行為探討………………………………………………37 

2.6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相關研究……………………………………40 

第三章 分析程式介紹…………………………………………………………44 

3.1 程式功能與限制…………………………………………………………44 

3.1.1 設計功能…………………………………………………………44 

3.1.2 分析功能…………………………………………………………44 

3.2 程式特性說明…………………………………………………………45 

3.2.1 幾何形狀與載重說明…………………………………………45 

 3.2.2 土壤、地下水位與邊界說明……………………………………46 

 3.2.3 加勁材料參數設定………………………………………………46 

 3.2.4 地震荷重…………………………………………………………47 

 3.2.5 整體滑動破壞……………………………………………………47 

3.3 程式使用說明……………………………………………………………47 

 3.3.1 執行程式與設定設計者資料……………………………………47 



 

 VI

 3.3.2 分析功能選擇……………………………………………………50 

 3.3.3 執行分析…………………………………………………………56 

 3.3.4 分析成果檔輸出…………………………………………………60 

3.4 結語………………………………………………………………………60 

第四章 試驗儀器設備與試驗方法……………………………………………61 

  4.1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61 

4.1.1 大型傾斜直剪儀之設計原理……………………………………61  

      4.1.2 試驗儀器設備……………………………………………………64 

      4.1.3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步驟操作說明……………………………67 

4.2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73 

    4.2.1 試驗儀器設備……………………………………………………73 

    4.2.2 試驗步驟操作說明………………………………………………74 

第五章 試驗結果討論與邊坡穩定案例分析…………………………………77 

  5.1 土壤試驗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77 

  5.2 地工格網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78 

  5.3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結果分析…………………………………………80 

5.4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結果分析………………………………83 

  5.5 邊坡穩定分析案例探討…………………………………………………84 

  5.6 結語………………………………………………………………………85 



 

 VII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88 

  6.1 結論………………………………………………………………………88 

  6.2 建議………………………………………………………………………89 

    6.2.1. 工程實務建議………………………………………………………89 

     6.2.2. 後續研究建議………………………………………………………89 

參考文獻…………………………………………………………………………91 

 



 

 VIII

表 目 錄  

表5.1  土壤試樣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77 

表5.2  篩分析─砂性土壤累積停留及通過百分比………………………...78 

表5.3  地工格網（100*50）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79 

表5.4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求得土體破壞角度（安息角）ψ……………….81 

表5.5  地工格網與不同含水量之土壤介面摩擦角δ………………………..83 

表5.6  加勁複合土中不同含水量對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的影響………86 

表5.7  土體中不同含水量對其基礎水平抗滑安全係數之影響………….87 

 

 



 

 IX

圖目錄 

圖 1.1  中國漢長城遺跡………………………………………………………….5 

圖 1.2  研究流程圖…………………………………….………………………..6 

圖 2.1  天然土壤與加勁土壤比較示意圖……………………………………..7 

圖 2.2  加勁材提供圍壓之原理………………………………………………….8 

圖 2.3  加勁材土體破壞面………………………………………………….……9 

圖 2.4  分解土壤-加勁材模型圖………………………………………………..14 

圖 2.5  正交彈性加勁土壤複合模型圖……………………………………….14 

圖 2.6  加勁擋土結構之內穩定破壞示意圖…………………………………..17 

圖 2.7  加勁擋土結構之外穩定破壞示意圖…………………………………18 

圖 2.8  加勁邊坡破壞模式………………………………………..…………….19 

圖 2.9  加勁擋土結構之複合型破壞及結構功能運作破壞示意圖………….20 

圖 2.10 棲止水變化導致之邊坡淺層破壞……………………………………..22 

圖 2.11 降雨引致之飽和度、負值孔隙水壓與地下水位之變化……………...25 

圖 2.12 基質吸力降低而導致修正凝聚力之折減…………………………….26 

圖 2.13 紅土無圍壓縮強度與飽和度之關係…………………………………..28 

圖 2.14 地工合成材料…………………………………………………………..30 

圖 2.15 地工合成材料七大功能………………………………………………31 

圖 2.16 國內常見地工格網之樣品種類………………………………………33 

圖 2.17 水土保持工程應用實例………………………………………………...34 



 

 X

圖 2.18 道路工程應用實例……………………………………………………..34 

圖 2.19 水利工程應用實例……………………………………………….…….35 

圖 2.20 加勁工法其他應用……………………………………………….…….35 

圖 2.21 土壤與地工格網間之互鎖作用………………………………………..36 

圖 2.22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裝置圖……………………………..…………39 

圖 2.23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摩擦阻抗與側向位移圖……………………..39 

圖 2.24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莫爾庫倫包絡線示意圖…………………….39 

圖 2.25 直剪試驗儀…………………………………………………………….40 

圖 2.26 礫石本身和礫石與地工織物之試驗結果…………………………….41 

圖 2.27 直剪試驗儀示意圖…………………………………………………….42 

圖 2.28 剪應力與位移關係圖…………………………………………………43 

圖 3.1  開啟新檔之專案畫面…………………………………………………..48 

圖 3.2  修改專案資料…………………………………………………………..48 

圖 3.3  設計及分析功能選擇…………………………………………………..49 

圖 3.4  功能畫面切換…………………………………………………………...49 

圖 3.5  MSEW 主畫面…………………………………………………………50 

圖 3.9  集中荷重輸入參數畫面………………………………………………51 

圖 3.10 地形、土層、地下水設定…………………………………………….52 

圖 3.11 面板的設定…………………………………………………………….52 

圖 3.12 土壤及地震參數設定………………………………………………….55 



 

 XI

圖 3.13 土壤參數設定………………………………………………………….55 

圖 3.14 基礎土壤承載力設定………………………………………………….56 

圖 3.15 檢視MSEW 程式結果………………………………………………...56 

圖 3.16 內外穩定分析結果……………………………………………………..57 

圖 3.17 檢視內外穩定分析詳細結果…………………………………………..58 

圖 3.18 傾倒分析………………………………………………………………..58 

圖 3.19 傾倒安全係數…………………………………………………………58 

圖 3.20 整體滑動分析…………………………………………………………59 

圖 3.21 整體滑動搜尋網格設定………………………………………………59 

圖 3.22 結果輸出之畫面……………………………………………………….60 

圖 4.1  水平式與傾斜式之剪應力與正向應力關係圖………………………62 

圖 4.2  ji
∧∧

, 與 ',' ji
∧∧

座標系……………………………………………………..63 

圖 4.3  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64 

圖 4.4  傾斜平台正面示意圖…………………………………………………65 

圖 4.5  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之剪力盒和儲水盒內部………………………66 

圖 4.6  傾斜平台平面示意圖…………………………………………………67 

圖 4.7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流程圖…………………………………………….68 

圖 4.8  試驗土壤及埋設地工格網示意圖……………………………………69 

圖 4.9  地工格網試片………………………………………………………..70 

圖 4.10 測微器監測砂土滑動破壞之位移情形………………………………71 



 

 XII

圖 4.11 測定儀（量角器）………………………………………………………71 

圖 4.12 傾斜儀抬升示意圖…………………………………………………….72 

圖 4.13 土壤直剪試驗儀………………………………………………………73 

圖 4.14 上下直剪盒……………………………………………………………73 

圖 4.15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流程圖………………………………74 

圖 4.16 試驗儀器架設完成後………………………………………………….76 

圖 4.17 試驗完成後上剪力盒取出之地工格網………………………………76 

圖 5.1 崩積土壤篩分析曲線圖………………………………………………..78 

圖 5.2  本試驗所採用之加勁格網……………………………………………..79 

圖 5.3  安息角、含水量及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關係…………………………82 

圖 5.4  土壤中不同含水量對凝聚力及摩擦角關係圖………………………84 

圖 5.5  STEDwin分析加勁複合土體邊坡整體穩定範例……………………86 

 

 

 

 
 
 
 

 



 

 1

第一章 緒 論 

1.1. 前言 

臺灣地狹人稠，隨著經濟的高度發展，對於土地的需求日益迫切，且

目前之建設多朝向山坡地發展，因此對於坡地的開發勢在必行，而伴隨著

坡地開發的另一重要課題便是擋土設施。近年來製程技術的進步、材質穩

定性的提升以及學界相關性質之研究，使得地工格網加勁土壤在邊坡穩定

工程之應用範疇更加廣泛。 

土壤加勁之觀念其實在古中國即已萌芽，遠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

時期即已存在（中國建築簡史，1962）；又在玉門一帶利用紅柳、蘆葦

混合砂礫構築而成的漢長城，雖歷經了二千年之風砂，某些地段卻仍高

達數米（結合景觀及生態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與施工規範，2004，見圖

1.1）。1963 年，法國工程師兼建築師 Henri Vidal，因觀察鳥類利用泥和

草築巢的過程中，啟發了加勁土壤結構的概念，經過不斷的研究與發展，

提出以鋼片及砂質土壤結合混凝土面版建造加勁式擋土牆，正式將加勁

土壤系統推展開來而逐漸被大地工程界所重視。加勁擋土結構

（Reinforced Soil Structures 或稱 Mechanically Stabilized Earth Walls）於

1980 年代後期引進台灣，各式加勁擋土結構系統及加勁材料就如雨後春

筍般蓬勃發展，其應用不僅可大量減少施工經費、縮短工期、達成土方

平衡、容許結構物較大變形及美觀等，且在地震頻繁的台灣，如能利用

加勁擋土結構本身所具有的柔性，更能發揮其耐震特性。台灣中部 1999

年之 921 集集大地震中，除位於震央附近的部份加勁擋土結構因設計不

當有損壞外，大部份加勁擋土結構均表現良好。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使用加勁擋土結構之工程實績己逾數千件，相關工程經驗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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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漸趨成熟。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生態工法之作為，益使加勁擋土結構

之應用愈趨普遍。眾多坡地設施之開發、山區道路之闢建與災修均以加勁

擋土結構為首要考量工法之一，惟因此亦導致其破壞發生率相對隨之顯著

增加，輕者變形、沉陷，重者開裂、坍滑，除直接危害其相關設施之安全

及營運外，亦間接降低相關單位對於加勁擋土結構之安全信心與使用意

願，嚴重阻礙此一優良工法之推廣與發展。 

依據加勁破壞案例探討（唐玄蕙，2006年）案例破壞分析與探討之結

果，降雨造成加勁擋土結構之破壞與雨水入滲浸潤作用導致填築土料產生

強度折減之現象具有極密切之關聯。目前國內關於邊坡暴雨分析之模擬

多以地下水位上升之方式為之，然降雨於邊坡強度之影響而言，此種

假設與實際狀況並不相符。降雨時地下水之動態變化實係先由地表逕

流藉重力而下滲至地層中，逐漸抵達地下水位面，長期影響下造成地

下水位之上升（Abramson, et al., 2002 ）。在此過程中，地表逕流之滲

水短期內首先將於不飽和之地層內形成飽和浸潤帶，從而引致不飽和

土壤抗剪強度之立即折減，因此暴雨分析除應考量長期狀態地下水位

之上升外，另應計算因地表逕流滲水所形成之飽和浸潤帶深度及其因

此對土壤不飽和強度參數所造成之短期狀態折減（周南山等人，2004；

范嘉程、馮道偉，2003）。由於降雨所引致之邊坡破壞多為平行坡面之

淺層坍滑，顯示對於不飽和土壤而言，此種短期狀態之強度折減實為

多數邊坡於暴雨後破壞之主因（Abramson et al., 2002; Cho and Lee, 

2002）。 

工程設計上常以直剪及拉出試驗結果作為柔性擋土牆滑動及拉出設計

參數，但此兩種試驗並不相同。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加勁土壤結構與土壤

含水量作更進一步之探討，經由室內試驗探討與分析了解加勁土壤中不同

含水量對剪力強度及邊坡穩定之影響，以供相關工程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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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為評估土壤含水量與地工格網間之介面摩擦角δ之性質，在實驗室

中，除以直剪試驗予以評估格網與土壤之介面摩擦角δ外，本研究亦採用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儀，採用土壤（砂頁岩互層崩積土）相對密度約73%以及

地工格網（縱向及橫向強度各為100及50kN/m，間距15cm）試驗條件，分

別以不同土壤含水量0%（乾土）、4%（自然含水）、7%（中雨）及11%

（暴雨）來進行加勁土體抗剪試驗，針對此一試驗機制所得之加勁土壤安

息角數據ψ，作一分析比較，實驗結果並提供邊坡工程分析實務應用，本

研究研究流程圖如圖1.2。 

1.4. 研究內容及論文架構 

本論文主要分為六個章節，其內容如下所示： 

第1 章 緒論：敘述本研究之主題、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論文架構。 

第2 章 文獻回顧：敘述加勁土壤、地工合成材及地工格網、降雨的入滲機

制及對邊坡土壤強度的影響、土壤與地工格網之互制行為、直剪試

驗之力學行為探討、及並將直剪試驗之前人研究成果作一介紹與回

顧。 

第3 章 分析程式介紹：本章將介紹MSEW分析軟體的程式功能、軟體特性

及操作說明作一概要介紹。 

第4 章 試驗儀器及試驗方法：將本研究所使用之主要儀器設備，諸如：大

型頃斜直剪試驗儀器、直剪儀，依其規格與性能作一概要介紹並敘

述其試驗原理及操作步驟。 

第5 章 試驗結果討論與邊坡穩定分析：依序針對土壤及地工格網之基本物

理性質試驗、直剪試驗結果分析並以實際案例將試驗所得之參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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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穩定分析程式MSEW及STEDwin探討邊坡之安全係數。 

第6 章 結論與建議：針對本研究試驗結果提出結論，並提供建議供後續研

究。 

1.5 預期研究成果與工程實務應用 

 1.5.1 預期成果 

1.土壤剪力強度參數主要為C、ψ值，在邊坡穩定分析中為滑動阻抗之來

源，亦是滑動型態的主要控制因素，本研究可提供地工格網與不同含

水量之土壤間的介面摩擦角δ。 

2.天然土壤中加入加勁材料可以提高土壤力學性質，唯所提高的程度在

邊坡穩定分析時僅憑工程師經驗輸入概略數值，不同工程師操作所得

之安全係數值差異甚大，本研究可提供在地工格網間距15公分的條件

下，不同格網與剪切面夾角（30°、60°、90°）及不同含水量4％、7％、

11%條件下之加勁土壤整體安息角ψ，供工程界實務參考應用。 

3.本研究透過室內試驗的方法探討含水量對於土壤強度的影響，並將試

驗數據透過MSEW及SETDwin穩定分析軟體探討邊坡的安全係數，作

為工程界邊坡穩定分析時之參考。 

 1.5.2. 工程實務應用 

1.加勁土壤結構中，加勁材料與土壤間的互制作用會隨含水量增加而降

低，進而造成加勁結構破壞的主要原因，本研究利用室內實驗可找出

不同土壤含水量對加勁土壤強度之影響。 

2.藉由直剪試驗探討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摩擦角δ在不同土壤含水量之

折減情況，並進一步瞭解其對加勁結構水平抗滑安全係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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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之大型傾斜儀試驗可瞭解地工格網在土壤中的鋪設角度對土壤

破壞角（安息角ψ）之影響，可為工程界設計時之參考。 

 

圖 1.1 中國漢長城遺跡（取自『結合景觀及生態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

與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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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圖 

 

前言 

文獻回顧 

邊坡穩定分析軟體介紹 

實驗儀器說明、土壤、地工格網基本物理性質試驗 

大型傾斜直剪及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 

試驗結果與邊坡穩定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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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節將針對加勁結構、地工合成材作簡介，並將前人對於降雨的入滲

機制及對邊坡土壤強度的影響稍作探討，再根據本研究所採用的地工格網

的種類、應用、工程特性作說明。然後介紹直剪試驗分析理論，最後將前

人有關地工合成材料之直剪試驗做一回顧探討。 

2.1 加勁土壤結構簡介 

加勁土壤由來已久，主要觀念是利用土壤中添加加勁材，藉由加勁材

與土體間之互制能力，以提供土壤所需之張力強度，達到土體穩定之功效

（圖2.1）。 

      

 圖2.1天然土壤與加勁土壤比較示意圖 

2.1.1 加勁土壤結構基本理論 

“加勁土壤結構＂，由法國工程師兼建築師Henri Vidal 於西元1966年

首先提出，在其理論中指出，當土壤受到垂直方向荷重時，若於土壤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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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勁材，藉由土壤與加勁材間摩擦力之互制能力的發揮，可以有效限制

土體之側向變形，此作用相對增加土體之有效圍壓，提高土壤之剪力強度，

其方式為利用條狀金屬加勁材分層埋置於土壤中，並配合預鑄混凝土面版

來構築加勁擋土牆，其成效良好。由於土壤與加勁材的結合，使得原本可

視為均質等向性材質的土壤結構成為一種均質而異向性之複合材料，其理

論可分為下列幾項： 

1. Vidal（1978）44& Yang（1972） 指出，土壤結構經加勁材提供側向圍

束力後如圖2.2 所示，使得土壤受壓後不產生側向位移，明顯地提高加

勁土壤的強度。此種強度之增加可視為一外加之視凝聚力。 

2. Bassett & Last（1978） 加勁擋土結構可能之破壞面係自牆角起約45°，伸

張至某一高度後，因加勁材束制土體變形，使得土體內部應力與應變分

佈狀態改變（Schlosser & Buhan, 1990），導致加勁土壤破壞面有向上垂

直發展之趨勢，且加勁材主要於加勁方向，提供土壤變形之異向性束制。

導致主應力面及主應變方向之旋轉，因此增加加勁土壤複合體之剪力強

度，如圖2.3 所示。 

 

圖2.2 加勁材提供圍壓之原理（地工技術雜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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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加勁材土體破壞面（Bassett, 1978） 

2.1.2 加勁土壤結構分析模式 

加勁土壤結構分析方法，一般以極限平衡法和數值分析法為主要的分

析方法，而其中以極限平衡法使用最為簡單方便，故一般最常使用此方法。 

1. 加勁土體極限平衡分析法 

加勁土體的設計理論，乃是將加勁土體從外部到內部，做一穩定性的

檢核。內部穩定性主要檢核土體是否能維持完整的塊體，不至於產生內部

破壞，使土體一分為二，進而造成加勁材料的斷裂或拉出破壞。外部穩定

則是將土體視為一個重力式結構，亦即將整個土體視為一個剛性的物體，

在外力作用下是否產生滑動、傾倒、支承力不足等破壞模式。極限平衡法，

乃是考慮加勁土壤結構物，在剛開始破壞時的穩定性。考慮內部材料（土

壤、加勁材）的強度是否在允許範圍內，以及加勁土體本身是否能夠抵抗

外力作用，於破壞趨勢下能維持平衡。從靜力學的觀念，檢核作用力與力

矩的平衡。該分析法計算清晰簡便為最主要之優點，但仍有若干缺點： 

 

（a） 未加勁土體之可能破壞面 

 

（b） 具加勁材土體之可能破壞面 

加勁材 

可能坡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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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極限平衡法無法考慮土壤、加勁材和面版間複雜的互制行為。 

（2） 土體的側向位移及沉陷量，無法由極限平衡法直接計算得知。 

（3） 面版的剛度及土體的施工程序皆無法考慮。在極限平衡法中土壓力

一般均假設由加勁材承受。然而，事實上面版的整體性剛度及面版底

部的反力均可以提供相當的抵抗力，故實際上極限平衡法較保守。 

（4） 基礎部分的不均勻沉陷造成的影響無法考慮。 

（5） 目前的分析方法均假設背填土為砂質土壤，對於粘質土壤無法分析。 

雖然有以上的缺點，但是因為使用上方便簡單，業界大多以極限平衡

法作為加勁擋土結構之破壞分析之方法。目前皆由電腦程式進行分析，採

用極限破壞時之安全係數作為設計之控制要素。較通用的電腦程式包括

MSEW、ReSLOPE、ReSSA、SLOPE/W、PCSTABL6、STEDwin、TALREN

及UTEXAS3等，功能考量、價格高低不一互有利弊。國內使用者以

PCSTABL6及STEDwin較為普遍，本研究將以STEDwin及MSEW程式進行實

驗結果的穩定分析探討。 

對於相同幾何與材料強度之邊坡，若採用不同之分析方法，其所得的

安全係數與臨界破壞面均有相當程度的差異，通常對於高 C 值低ψ值之黏

土邊坡，則多產生深層滑動破壞，在分析時須針對不同的地質構造或土壤

組成，選擇適當的分析方法。 

一般而言，對於均質之土壤邊坡，邊坡破壞近於圓弧破壞，可利用圓

弧分析法進行分析，但對於有弱面或岩盤存在之邊坡，則須利用塊狀滑動

分析。影響邊坡穩定的因素很多，如地形、地質構造、土壤強度參數...等。  

極限平衡法的設計步驟及方法，目前已有十餘種而且每一種都不盡相

同，但是在設計的理念上差異並不大。因此，僅就美國聯邦公路局（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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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 Administration 1995，簡稱 FHWA）的設計步驟及考量做簡單的敘

述： 

（1） 確立設計之範圍、目的、外在荷重 

（a） 加勁土體的幾何形狀。 

（b） 荷重的大小、形式及作用位置。 

（c） 加勁材的設計間距。 

（d） 設計年限、環境因素等等其他因素。 

（2） 決定土壤的工程性質 

（a） 基礎土壤的地質分佈及工程性質必須經過審慎的調查及試驗，

尤其是地下水位的位置要仔細的確立用以提供排水設施的設置。 

（b） 決定背填土或現地回填土的工程性質。 

（3） 決定設計的安全係數與其他要求 

（a） 外部穩定 

就外部穩定部份而言，安全係數要求如下： 

水平滑動：F.S≧1.5 

支承破壞：F.S≧2.0 

傾倒：F.S≧2.0 

圓弧滑動：F.S≧1.5 

地震破壞：安全係數不得小於靜態安全係數之75 % 

沈陷量：依工程要求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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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依工程要求訂定 

（b） 內部穩定 

就內部穩定部份而言，需要決定加勁材長期允許設計強度Ta，

並且Ta 不應大於加勁材設計應變所對應之抗張強度T5%。長期允許

設計強度Ta 以及設計應變所對應之抗張強度T5%，將於下節詳加以

說明。 

（4） 決定土體側向土壓力及基礎垂直應力分佈 

（5） 檢核加勁土體外部穩定 

計算滑動、傾倒、支承力不足等各破壞項目之作用項與抵抗項，求其

安全係數（FS=抵抗項/作用項）。所得之安全係數不應小於前述規定

之安全係數。 

（6） 檢核加勁土體內部穩定 

（a） 根據土壓力分佈沿破壞面計算各層加勁材所分擔之水平力，水

平力應當小於或等於加勁材長期允許設計強度或加勁材設計應變

所對應之抗拉強度。倘若大於，則應重新設計，縮小設計間距。 

（b） 決定加勁材鋪設長度 

至於5%的來源，則是在地工合成材料加勁應用早期萌芽階段，經過經

驗及相關試驗的印證下，認定10%的應變是穩定的土體最大可以容許的變形

量。而10%應變於破壞面左右均分，則可以得到5 %的允許應變。因此在做

材料設計時，必須以5%應變作為材料模數的設計準則。 

一般而言，5%的設計應變主要是針對一般工程應用；若是用於重大公

共建設，則要求的設計應變，應更詳細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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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勁土壤結構數值分析模式 

針對加勁土壤之材料及不同材料間之介面，發展數值分析模式是工作

應力分析中很重要之部份。分析加勁土壤之方法有二：一為土壤與加勁材

分解模型，一為土壤與加勁材複合模型。圖2.3 及圖2.4 所示即為描述此兩

種分析模型所需之材料特性。分解元素模型考慮加勁土壤個別結構元素及

不同材料間之介面，而複合元素模型則將加勁土壤視為一均質但非等向性

之材料元素。下述部份將此兩種分析模型，作一簡單之描述與討論。 

（1） 土壤與加勁材分解模型 

分解元素模型係分析加勁土壤個別結構元素及不同材料間之介面關

係，如圖2.4 所示。使用土壤—加勁材分解法之優點是可由此模型定義個別

結構元素之應力分佈。尤其是對節塊式加勁擋土牆，使用此法可以推估介

面元素與回填土間之摩擦力及加勁材銜接處之應力等重要之設計資訊。而

此法之缺點如下（Rowe and Ho, 1986；Bathurst and Koerner, 1988；

Lee,2000）： 

（a） 於研發數值分析模式有困難 

依據此模型研發數值分析模型時，通常會有許多不同的材料元素

介面元素代表不同的材料及介面。 

（b） 很難描繪土壤材料、加勁材料及其他結構元素間相互作用之特

性在此系統中要決定輸入之不同材料間介面特性是很困難的。 

（c） 數值分析需要很長的計算時間 

數值分析模式以此方法為基礎時，通常需要數量極大之計算單元

或元素，並且以數值分析模式分析介面之相互作用亦需相當長之

時間。到目前為止，大部份已完成之加勁擋土牆工作應力分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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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土壤與加勁材分解系統進行分析。 

 

 

圖2.4 分解土壤-加勁材模型圖（Lee, 2000） 

 

圖2.5 正交彈性加勁土壤複合模型圖（Lee, 2000） 

（2） 土壤與加勁材複合模型 

加勁土壤複合元素模型係將加勁土壤視為一均質但非等向之材料，如

圖2.4 所示。使用加勁土壤複合材料元素模型之優點如下： 

（a） 發展數值分析模式較為容易 



 

 15

藉由使用加勁土壤複合材料概念，於數值分析模型中只需使用加勁土

壤之複合元素即可。故數值分析模式結構較分離元素者容易。 

（b） 重新復述之時間較少 

藉由於數值分析模式中使用複合材料元素取代不同材料及介面元

素，可使數值分析模式之計算單元大幅地減少。並且在模擬同一件

事物時，其預期需要之重新復述時間較分解元素模型較少。 

雖然複合元素模型方法提供了簡單及節省時間之數值分析模式，但

是其仍有以下之缺點（Rowe and Ho, 1986；Lee, 2000）： 

（a） 無法由模型中得知結構材料之個別應力分佈模型中內部之應力應

變分佈是以複合材料之觀念呈現的。 

（b） 不同材料間之相互作用無法由複合元素模型模擬 

複合元素模型係假設加勁土壤結構中土壤與加勁材介面之鍵結是很優

良的，加勁土壤中內層移動之滑動量是無法模擬的。使用複合材料元素數

值分析模型主要困難是如何求得加勁土壤複合材料特性。在目前之研究

中，複合材料之特性通常是由個別材料使用彈性理論模型分析求得之特性

來定義。 

而無論使用上述何種分析模式均需考慮地工加勁材材料模數與現地之

符合性，因此必須針對地工加勁材進行模擬現地變形速率之低應變率試

驗，以推估符合現地加勁結構之材料模數，使加勁結構之分析模式更趨完

善，並使加勁擋土結構之設計方法更加完備。 

2.1.3 加勁土壤結構破壞機制 

加勁土壤結構於穩定邊坡方面可分為加勁擋土牆和加勁邊坡，其中傾

角大於70°者為加勁擋土牆，反之則屬加勁邊坡。一般而言，加勁土壤依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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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模式而言，可分為外部破壞與內部破壞，外部破壞為整個土體維持完全

的塊體，整體在外力作用下是否發生滑動、傾倒、支承力不足等破壞模式。

內部破壞為加勁材料強度不足或者與土壤互制能力不足之情形下，致使加

勁土體未能維持完整的塊體一分為二。茲就加勁土壤結構此兩種破壞機制

說明如下： 

1. 內穩定破壞： 

內穩定破壞係指破壞面通過加勁區者，其力學機制影響因素主要為加

勁材料之強度及加勁材料與填築土料間之互制，其可能之型式如圖 2.6 所

示，包括拉斷破壞、拉出破壞、牆面接點（facing connection）、面牆破壞

（rupture of facing elements）、牆頂破壞（crest toppling）、層間側向破壞（block 

silding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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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拉斷破壞 （b）拉出破壞 

（c）牆面接點破壞 （d）面牆破壞 

  

（e）牆頂破壞 （f）層間側向破壞 

圖 2.6 加勁擋土結構之內穩定破壞示意圖 （GE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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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穩定破壞： 

外穩定破壞係指破壞面通過加勁區外部者，其力學分析機制則係將加

勁區視為一剛性體（rigid body），再考量區外土壤行為變化對其穩定性之影

響。如圖 2.7 所示，加勁擋土結構一般發生之外穩定破壞型式包括整體滑

動、水平滑動、傾倒破壞及承載力不足。 

周志剛、鄭健龍（2001）則說明加勁邊坡之外部破壞型式如圖 2.8，包

括基底滑動破壞、深層整體滑動、局部承載能力不足，以及過度沉陷。 

  

（a）整體滑動破壞 （b）水平滑動破壞 

  

（c）傾倒破壞 （d）承載力不足破壞 

圖 2.7 加勁擋土結構之外穩定破壞示意圖（GE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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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合型破壞： 

複合型破壞係指破壞面通過加勁區及非加勁區者。如圖 2.9（a）~圖 2.9

（c）所示，其破壞模式為由內、外穩定破壞相互引發或同時發生所形成。 

 

圖 2.8 加勁邊坡破壞模式（周志剛、鄭健龍，2001） 

4.結構運作功能（Serviceability）劣化： 

結構運作功能之檢核主要為考量加勁擋土結構體因各類型變形或材料

因素而引致之服務功能劣化可能性。常見之破壞型式如圖 2.9（d）~圖 2.9

（f）所示，包括基礎整體沉陷或差異沉陷、加勁體之沉陷、超額加載、加

勁材料潛變或劣化等（GE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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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加勁擋土結構之複合型破壞及結構功能運作破壞示意圖（GEO, 2002） 

（a）拉斷、拉出破壞 （d）整體沉陷 

（b）加勁層間滑動破壞 （e）牆面變形 

（c）加勁層面滑動破壞 （f）牆體移動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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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山（2000）統計 8 起加勁擋土結構之破壞模式。案例包括高雄中

山大學前十八王公廟、暨大、五股、三芝、中和、高雄某大學、林口某社

區等案。結果顯示大部份加勁擋土結構之破壞模式皆為外穩定破壞的邊坡

滑動。而破壞亦可能部份穿過加勁土體，形成複合式破壞。 

Zornberg et al.（1998）以離心機觀察加勁邊坡之破壞機制並考量不同

加勁材間距、加勁材強度及土壤剪力強度對破壞之影響。試驗結果亦與極

限平衡法之預測分析加以比較，用以驗証極限平衡法之正確性。研究結果

顯示，在不同之試驗條件下，所有加勁邊坡模型均產生通過坡趾之明顯破

壞面，其形狀可用圓弧、對數螺線或雙線性予以配適（fitting），與使用極

限平衡法之分析結果近似。所不同者在於離心模型之破壞起始於破壞面之

中點而非極限平衡法所預測之坡趾。試驗結果亦顯示加勁材之間距對破壞

面之位置並無影響，且不論填築土料之密度及加勁材之強度，破壞面之位

置均差異不大。破壞時坡頂產生之沈陷則係由填築土料之性質控制，與加

勁材之間距及強度無關。 

2.2 降雨對邊坡穩定之影響 

長久以來世界各地均曾因降雨引致之邊坡破壞造成嚴重財損及民生安

全威脅（Ng and Pang, 2000; Cho and Lee, 2002; Pando et al., 2005）。相關研

究指出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危險坡地之人為開發或林區破壞，以及

全球暖化造成之異常降雨（Abramson et al., 2002）。臺灣雨多不均，坡地管

理不善，故因降雨而導致之邊坡破壞更屬罄竹難書，位於山坡地之加勁擋

土結構自亦不易倖免。前人研究結果顯示，無論國內外，眾多邊坡或加勁

擋土結構之破壞皆與降雨有關（周南山，2000；范嘉程、馮道偉，2003；

Huang, 1994）。本節依據國內外文獻針對降雨於邊坡破壞之影響及分析模式

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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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降雨入滲之滲流機制（Seepage Flow Mechanism） 

降雨時地下水之動態變化係先由地表逕流藉重力而下滲至地層中，逐

漸抵達地下位面或棲止於阻水層（aquiclude）之上形成局部飽和區，長期影

響下造成地下水位之上升（Abramson et al., 2002）。 

如圖 2.10 所示，邊坡地層中若存在阻水層，則隨著暴雨降雨量之增加

及入滲，不飽和土壤可迅速趨近飽和，平行於地層地下水之累積，可造成

孔隙水壓之突然增加，降低土壤剪力強度，使邊坡產生淺層失穩之現象

（Abramson et al., 2002）。前人研究顯示，滲流可因地層性質之變化影響而

集中於邊坡中任何地點，進而導致邊坡之破壞。影響因素包括岩土界面形

狀、邊坡地形起伏、岩土滲透係數之變化，以及邊坡之人為變更等。邊坡

包含特殊地層如崩積層時必須考量其所可能產生之引水或排水作用，以及

因此而引致之邊坡後續穩定影響。地面乾濕交替產生之收縮裂縫，以及局

部低滲透性地層阻水效應引致之棲止水（perched water）變化等均為導致淺

層邊坡破壞之主要因素（Day, 1996;  Abramson et al., 2002）。 

 

圖 2.10 棲止水變化導致之邊坡淺層破壞 （Abramson et al., 2002） 

呂明杰（2004）以有限元素程式 SEEP/W 模擬探討均勻細砂、砂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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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粉土質粘土及龍潭紅土等四種未飽和土壤邊坡之降雨入滲行為。分

析結果顯示未飽和土壤邊坡入滲行為受到土壤滲透性之影響，當土壤之滲

透性於未飽和時之滲透係數較高者，則土壤於未飽和狀態下之入滲速度較

快，使得降雨入滲之影響區域較大。若土壤之滲透性於未飽和時之滲透係

數較低者，則結果相反。 

探討坡面降雨入滲之行為，呂明杰（2004）指出土壤於未飽和時所對

應之滲透係數較高者如砂土質壤土，坡面入滲水流會影響坡頂處之滲入水

流，使坡頂接近坡面處之向下入滲水流受到一側向力而改變其滲流方向，

形成部份水流向遠離坡面方向流動。由此可知，當土壤於未飽和狀態時其

滲透性較佳者，坡面入滲對於邊坡整體入滲具有重要之影響。 

呂明杰（2004）亦發現不同滲透性之土壤邊坡其滲流速度均隨降雨強

度之增加而增加，惟當降雨強度大於土壤之飽和滲透係數時，不同降雨強

度於相同時間所得到之滲流速度皆相同。由此可知，當土壤邊坡承受之降

雨強度大於其飽和滲透係數時，邊坡表面入滲行為即由飽和滲透係數控

制，使其滲流速度不受降雨強度變化之影響，惟其分析之邊坡皆假設為均

質狀況，未進行互層土層之分析，此與實際自然狀態下土壤邊坡之情形未

盡相同。 

王瀚衛（2004）以有限元素程式 SEEP/W 及 SLOPE/W 探討降雨及入滲

對均質邊坡穩定之效應，結論說明雨水入滲時，低滲透性土坡之穩定幾無

影響，對中滲透性土坡，則可在表層形成一浸潤層，而使安全係數大幅降

低，且其趨勢並未隨時間停止。對高滲透性土坡而言，安全係數隨著降雨

之發生而下降，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安全係數即趨近定值不再下降。 

2.2.2 降雨入滲之影響範圍 

由於降雨入滲可導致不飽和土壤剪力強度之折減，因此探討降雨入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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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首要者即為決定其所產生之浸潤帶（wetting band）深度。前人研究

建議浸潤帶深度可使用 Lumb（1975）提出之公式（范嘉程、馮道偉，2003；

林湧群，2004）： 

)(
)( 5.0

if SSn
ktDth
−

+= ………………………………………………….（2-1） 

上式中 D 為土壤擴散參數（diffusivity parameter），t 為降雨延時，n 為

土壤孔隙率，Si 為降雨前土層之初始飽和度，Sf 為降雨後土層之最終飽和

度。考量長期或大量降雨之情形，表層土壤可接近飽和狀態，則上式可修

正為： 

)( if SSn
kth
−

= …………………………………………………………（2-2） 

上式雖可簡化浸潤帶深度之計算，然而該公式使用過多假設亦導致其

計算結果無法適用許多實際邊坡之狀況。例如傾斜地面、下坡水流

（downslope flow）、含水層之差異性等（Abramson et al., 2002）。 

呂明杰（2004）比較式 2-2 與數值分析計算結果，發現兩者存在極大差

異。砂土質壤土及龍潭紅土於六種降雨強度作用下，數值分析所得浸潤深

度於坡頂及坡面最大均可達約 6m 深之地下水位面。而使用式 2-2 則僅為

1.05m，因此，使用 Lumb 公式計算降雨引致之浸潤帶深度時，仍必須進一

步修正才能更趨完整。 

如圖 2.11 所示，當雨水入滲至邊坡地層時，土壤之飽和度隨之增加，

負值孔隙水壓隨之下降，而地下水位則隨之上升，其隨深度之分佈與變化

與地層之種類與性質具有密切關聯（見 Abramson et al., 2002，引自 GCO,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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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降雨引致之飽和度、負值孔隙水壓與地下水位之變化 
（見 Abramson et al., 2002，引自 GCO, 1984） 

范嘉程與馮道偉（2003）建議考量降雨與地下水位之關係時，可將常

時地下水位深度分為淺地下水位（0~-5m）、中地下水位（-5~-10m）及深地

下水位（<-10m）等三種情況，作為暴雨時邊坡穩定分析之依據。應用此種

分類可依不同常時地下水位深度，將邊坡土層於降雨時之飽和度分佈由地

表依次分為飽和浸潤帶、僅含水量增加之未飽和入滲帶與非入滲帶等，合

理簡化邊坡穩定分析時降雨、浸潤帶深度，以及地下水位之間的複雜關係。 

2.2.3 降雨對邊坡不飽和土壤強度之影響 

Fredlund and Rahardjo （1993）  建議不飽和土壤之強度可參考

Mohr-Coulomb 破壞準則使用下式計算： 

b
waa uuucs φφσ tan)('tan)(' −+−+= …………………………………….（2-3） 

上式中 c’為有效凝聚力，φ’為（σ - ua）引起之有效抗剪角，ua為孔隙

氣壓，uw為孔隙水壓，φb為因基質吸力（ua - uw）而對應增加之不飽和土壤

抗剪角。不飽和土壤之基質吸力可以考量成為土壤凝聚力值之增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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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3 可以修正為： 

'tan)(]tan)('[ φσφ a
b

wa uuucs −+−+= …………………………………….（2-4） 

'tan)(* φσ aucs −+= ……………………………………………………（2-5） 

上式中 c*代表修正凝聚力值用以使得不飽和土壤之強度可與一般土壤

相同以 Mohr-Coulomb 破壞準則加以表示。 

應用式 2-5 可合理解釋不飽和土壤邊坡因強度折減而產生之破壞規

律。如圖 2.12 所示，不飽和土壤之修正凝聚力隨著降雨入滲造成基質吸力

之降低而產生折減，終致於破壞之發生（Abramson et al., 2002）。 

 

圖 2.12 基質吸力降低而導致修正凝聚力之折減（Fredlund and Rahardjo, 

1993） 

Abramson et al. （2002）說明降雨造成邊坡破壞之原因係由於地表逕流

之沖刷、侵蝕、地下水浸潤所增加土體之自重與飽和度，以及孔隙水壓上

升或滲流壓力增加等作用所降低之土壤剪力強度。此種影響尤以不飽和土

壤邊坡發生破壞之機率為最，因此降雨所產生之入滲對於不飽和土坡穩定

之力學與物理行為之影響均已引起廣泛的探討（Ng and Pang, 2000）。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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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邊坡於降雨時之穩定與環境變化具有密切互動關聯，其中不飽

和土壤即為邊坡與環境互動之界面。邊坡穩定分析必須將飽和與不飽和土

壤作一整體分析方可了解其正確之安全性（Rahardjo, 2003）。 

降雨入滲之過程中，地表逕流之滲水短期內首先將於不飽和之地層內

形成飽和浸潤帶，從而引致不飽和土壤抗剪強度之立即折減，因此暴雨分

析除應考量長期狀態地下水位之上升外，另應計算因地表逕流滲水所形成

之飽和浸潤帶深度及其因此對土壤不飽和強度參數所造成之短期狀態折減

（周南山等人，2004；Cho and Lee, 2002；Abramson et al., 2002）。 

范嘉程與馮道偉（2003）綜合前人之研究指出，隨含水量或飽和度之

增加，土壤之凝聚力會大幅降低。降低之程度應與土壤之基本性質有關，

如塑性指數、粒徑，以及初始含水量等。如缺乏土壤試驗資料，則建議採

用 20%~30%之凝聚力。此外，土壤飽和度之增加對土壤之摩擦角亦略有影

響，惟其折減程度尚待進一步探討，目前初步建議暫可忽略摩擦角因飽和

度而產生之變化。 

圖 2.13 說明紅土之無圍壓縮強度與飽和度具有密切之關係。馮道偉等

人（2003）之觀察結果顯示，紅土飽和度之變化歷史為影響強度之關鍵因

素。當飽和度先降後增，可使無圍壓縮強度折減至原始值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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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紅土無圍壓縮強度與飽和度之關係（馮道偉等人，2003） 

陳爾義（2001）以三軸壓密不排水試驗推求崩積土飽和剪力強度與浸

潤時間之關係。試驗發現，崩積土試體在浸水一段時間後，產生有效摩擦

角下降而有效凝聚力則上升之趨勢，且細料含量愈少者，其變化幅度愈大。

上述試驗結果與范嘉程、馮道偉（2003）之建議不同，由此顯示試驗條件

與試體飽和度影響強度參數之變化至鉅。 

葉信富（2004）針對地下水位、土壤單位重、土壤凝聚力、土壤摩擦

角及邊坡坡度等邊坡性質因降雨之影響可能造成之不穩定因子，利用邊坡

穩定分析程式 STEDwin 進行敏感度分析，探討各因素對邊坡穩定性之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土壤內摩擦角之變異性對邊坡穩定影響最大，邊坡坡

度之變異性影響次之，再次為地下水位抬升、土壤凝聚力及土壤單位重。 

2.3 地工合成材料簡介 

地工合成材料根據ASTM D4439-00定義：『一種利用聚合物原料所製

造而成的平面狀產品（planar products），可與土壤、岩石、土地、或其它

大地工程相關的材料配合使用，以形成一種在人工的工程（man-made 

project）、結構物、或系統裡的一個完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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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合成材料由高分子聚合物所製成之新興營建材料，其形狀多為扁

平平面構造，因其多與土壤及岩石共同使用，因而命名為地工合成材料。

其廣泛應用乃為近二十年之事，由於該項材料於製造中易於品管控制，施

工中漸漸取代其它傳統施工材料，對於施工品質及進度之控制均有明顯助

益。 

目前地工合成材料大致可分為八大類（如圖2.14 所示）： 

1.地工織物（Geotextile，GT）  

2.地工格網（Geogrid，GG） 

3.地工排水網（Geonet，GN） 

4.地工止水膜（Geomembrance，GM）  

5.地工粘土毯（Geosynthetic Clay Liner，GCL） 

6.地工排水管（Geopipe，GP） 

7.地工複合材（Geo-composite，GC） 

8.地工泡沫材（Geofoam，GF） 

其應用於工程上通常兼具數項功能包括加勁（Reinforcement）、濾水

（Filtration）、排水（Drainage）、區隔（Separation）、防漏（Liquid Barrier）、

能量吸收（Energy absorber）、蓄水（Container）等七大主要功能（圖2.15）。

這些產品已廣泛應用於大地工程、道路工程、環境工程、海洋工程、水利

工程、水土保持及景觀工程等相關用途（謝啟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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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地工合成材料（Koern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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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地工合成材料七大功能 

2.3.1 地工格網之介紹 

地工格網（Geogrids）為80年代早期問世的地工合成材，最主要的功能

為擋土牆、土堤的加勁作用。根據Koerner（1998） 將地工格網定義如下： 

geogrid, n - a geosynthetic material consisting of connected parallel sets 

oftensile ribs with apertures of sufficient size to allowstrike-through 

of surrounding soil, stone, or other geotechnicalmaterial. 

地工格網為具有開口的網狀地工合成材料，其外觀構造由平行機器製

造方向之縱向肋與垂直機器製造方向的橫向肋條所組成，縱、橫肋條交接

處稱為結點。不同的製造廠商及製造方式其所生產之地工格網的結構形

式、結點形式及開孔大小皆不盡相同。 

2.3.2 地工格網之種類 

國內常見的格網可分成硬式及柔性兩大類，茲說明如下： 

 Separation 

 Reinforcement 

 Drainage 

 Filter 

 Energy absorber 

 Container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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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式地工格網（Stiff geogrids） 

地工格網產品早期是以硬式地工格網為主，其製造過程為在一卷長條

片狀的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薄片上打上規律形狀的網孔，然後加

熱，再將塑膠片拉長成型。加熱拉伸的過程使得原來呈現散亂狀的分子結

構被拉成有次序的排列狀態，此過程增加了強度及勁度。 

硬式地工格網又可分為單軸及雙軸兩種形式，當地工格網進行薄膜拉

伸成型時，於單一方向拉伸即形成單軸地工格網；雙向拉伸則形成雙軸地

工格網。近年來硬式地工格網的材質多採用高密度聚乙烯（HDPE）。英國

Netion 公司或美國Tensar EarthTechnologies 所生產之Tensar geogrid 為硬

式地工格網之著名代表產品。 

2. 柔性地工格網（Flexible geogrids） 

柔性地工格網以編織成型的方式製造。其主要原料為聚酯纖維（PET），

聚酯將纖維紗線捆紮成束後，再以織造機將其編結成格網形狀，浸以保護

膜漆料為包覆材（Coating）後進行烘乾處理。 

柔性地工格網屬於編織式地工格網，其製造加工技術重點在於紗線及

披覆原料之選擇，紗線方面需考量其材質之強度、延伸率、楊氏係數、潛

變、熱收縮性等，高強力聚酯長絲為目前最廣泛使用的紗線材料；而披覆

原料需考量其耐候性、耐酸鹼性、抗生物分解性，是否具有毒性、處理溫

度、與纖維之接著性等，目前披覆原料主要為聚氯乙烯（PVC），其他亦

有使用乳膠、壓克力、瀝青等（吳建德等人，2003）。 

柔性地工格網依其編織的方式又可區分為平織及針織兩種形式，平織

式為橫向肋條以織布的編織方式和縱向肋條交錯編結；針織式則為橫向肋

條以縫紉的編織方式交錯編結於縱向肋條。如圖2.16 地工格網之樣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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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硬式格網 （b） 柔性格網 

圖2.16 國內常見地工格網之樣品種類 

2.3.3 地工格網之應用 

地工格網最主要功能一般為加勁，而加勁功能的優劣則由地工格網本

身的開孔率及加勁材之物理性質及抗拉強度等因素來決定。 

地工格網多以加勁為主，Koerner（1998）遂將地工格網應用於加勁之

範圍分以下幾大方向，分別為：道路路基加勁、道路面層加勁、未封層道

路加勁、堤防加勁、牆體加勁、基層加勁防止差異沉陷、坡面土壤加勁等

七大方向詳述加勁效能。張達德等人（1990）於地工技術雜誌中提到，地

工格網之主要功能為加勁土體，其應用範圍可分以下數種： 

1. 水土保持工程：此類工程為加勁擋土牆及加勁邊坡等，乃利用地工加勁

材之拉力強度與分層填土夯實來提高軟弱土層扺抗側向位移之能力（如

圖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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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加勁邊坡 校區加勁邊坡 

圖2.17 水土保持工程應用實例 

2. 道路工程：可分加勁路堤、加勁橋台、公路與鐵路之路基加勁等，藉由

地工加勁材使路堤及橋台提升側向位移扺抗能力，於路基加勁時可隔離

路基土壤與級配料，避免路基土壤與級配料混合，而失去級配料原本設

計之能力，並可束制基礎土壤位移，提供道路承載能力（如圖2.18）。 

高速鐵路路基加勁 山區道路路基加勁 

圖2.18 道路工程應用實例 

3. 水利工程：例如加勁海堤、防波堤、碼頭及護岸等。加勁護岸方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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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洪水位低、沖蝕力小、流速低之溪流河岸。結構本質上屬柔性，對於

地質條件不佳、易產生不均勻沉陷之河岸或有地震顧慮之地區可考量採

用加勁工法（如圖2.19）。 

河川加勁堤防 海上機場軟弱基礎改良 

圖2.19 水利工程應用實例 

4. 其他：加勁土壤應用範圍廣泛，除了上述幾類，還可應用於加勁防爆牆

及隔音牆等特殊工程中（圖2.20）。 

落石防護牆 隔音牆 

圖2.20 加勁工法其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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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與地工格網之互制行為 

工程設計中，由於土壤無法承受張力，此時藉由置於土壤中的地工格網

與土壤產生之互鎖作用（interlock），如圖2-21 所示，使土壤所承受之張力

轉換成土壤可承受之剪應力。 

 

圖2.21 土壤與地工格網間之互鎖作用（Tensar） 

土壤的張力強度，於一般的工程設計中，通常忽略不計，因為對於加勁

土壤結構而言，地工格網的功能便是將加勁材所受之張力轉換成為土壤可

承受之剪應力模式。舉例來說，地工格網與土壤間互制能力的發揮，主要

是因為當土壤受力欲產生變形時，土壤周遭之格網肋條適時發揮其高強

度，束制土壤變形，增加整體強度。地工合成材料埋置於土壤中做為加勁

材料，加勁結構在外加載重及自重作用下產生變形時，土壤與加勁材會沿

其界面產生互制作用，其主要是由：土壤與加勁材料間之相互摩擦阻抗及

加勁材料於土壤中被拉出，這兩種摩擦形式。 

直剪試驗及拉出試驗為目前量測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間之摩擦特性所

採用的試驗方式。地工格網應用時多埋設於土石之中，決定其於土石中拉

出所需之拉力乃為其應用上主要性能之一。加勁材料應力傳遞之機制基於

加勁材料之幾何構狀而產生土壤與加勁材之間摩擦力及加勁材的被動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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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土壤及加勁材表面的相對剪力位移與剪應力產生摩擦力，而加勁材料

的種類，如加勁鋼條、鋼筋格網、地工織物及地工加勁格網等，及其與加

勁土壤相對移動方向有密切之關係，摩擦力之量測是由實驗室內進行拉出

試驗來進行評估，目前ASTM 於1998 年對於地工合成材料之大型直剪試驗

定出標準規範為 ASTM  D5321；而被動阻抗的產生是加勁材表面的正向

應力移轉到加勁土壤相對移動方向的一種應力承載形式，被動阻抗通常被

視為地工格網、加勁鋼筋網等加勁材之主要交互作用。 

2.5 直剪試驗之力學行為探討 

各種不同材質的地工合成材料已被廣泛地應用在大地工程施工中，當

地工合成材料鋪設於邊坡上時，其穩定性乃依賴地工合成材料與其相鄰土

壤界面間摩擦阻抗之大小而定，一般而言在分析及推估地工合成材料與土

壤界面間摩擦阻抗時，學者常用直接剪力試驗去得到其間的摩擦角以供工

程師做為設計之參考。圖2.22 所示為修改傳統直接剪力試驗儀做為量測地

工合成材料與土壤間摩擦阻抗行為之裝置（Koerner, 1998），如圖所示下剪

力盒內填實土壤，並在受剪土體上覆以一層地工合成材料，同時在上盒頂

端施加正向應力以壓實下剪力盒內之土壤，然後延其橫軸方向施以側向拉

力，迫使上、下剪力盒間產生相對位移，而使地工合成材料與下盒土壤產

生摩擦阻抗，並於試驗過程中對摩擦阻抗與側向位移變化情形，如圖2.23 所

示，進行觀測直到側向拉力趨向於定值為止，如此重覆上述步驟分別施以

不同正向應力之後，再根據莫爾-庫倫破壞準則即可畫出地工合成材料與土

壤間摩擦角之關係圖，如圖2.24 所示。 

一般而言，在繪製莫爾-庫倫破壞包絡線時，常以尖峰剪應力（peak 

shear stress）或最大剪應力（maximum shear stress）對應試驗時所施加的正

向應力繪製在正向應力-剪應力圖上，並以直線去模擬破壞包絡線，此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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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垂直軸（剪應力）的截距即為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界面間的附著力Ca

（adhesion），而此直線與水平線的夾角即為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間的摩擦

角δ（friction angle），同時可以用下列函數表示此破壞包絡線之正向應力

與剪應力關係： 

τGM = C a+ σn × tan δ……………………………………………. （2-6） 

其中τGM ：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界面間的剪力強度 

σn ：剪力作用平面上的有效正向應力 

Ca ：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界面間的凝聚力 

δ ：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界面間的摩擦角 

為了瞭解地工合成材料與土壤界面之剪力強度參數（Ca，δ）與土壤本

身的剪力強度參數（C，φ ）做比較，學者乃建議二個有效率來表示： 

Ec  = （C a / C） ……………………………………………………… （2-7） 

Eφ = （tanδ/tanφ） ………………………………………………. （2-8） 

其中  EC：凝聚強度有效係數， 

Eψ：摩擦角有效係數 （Koern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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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裝置圖（Koerner, 1998） 

 

 

圖2.23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摩擦阻抗與側向位移圖（Koerner, 1998） 

 

圖2.24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莫爾庫倫包絡線示意圖（Koern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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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相關研究 

Sarsby（1985）學者進行土壤粒徑/網目尺寸對加勁格網抵抗之影響，試

驗儀器，採用45 cm× 45 cm 大小之直剪盒，土壤分類為SW 土壤，兩種不

同網目之硬式格網，試驗中土壤相對密度為90%。試驗結果顯示，土壤摩擦

角為44°，凝聚力=0 kPa；土壤粒徑/網目尺寸對摩擦力有很大之影響，當格

網網目最小邊長>3.5 土壤平均粒徑時，為最理想之比值，可得到較高剪應

力。Eugeniusz et al.（1991）等學者將大型直剪試驗儀修改為上剪力盒固定

而下剪力盒以滾輪帶動，藉此避免傳統直剪儀側向變位之缺點，進行砂、

礫石與兩種地工織物的直剪試驗，採用25 cm× 40 cm大小之剪力盒，其試

驗裝置如圖2.25 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地工織物之有效開孔徑、土壤顆粒大

小、正向壓應力及土壤鬆緊度為土壤與地工織物摩擦阻抗之重要參數，且

如圖2.26所示，礫石本身的摩擦角比地工織物與礫石間摩擦角為大。 

 

 

圖2.25 直剪試驗儀（Eugeniusz et 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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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6 礫石本身和礫石與地工織物之試驗結果（Eugeniusz et al. 1991） 

Bergado（1993）等人認為傳統大型直剪儀施加正向應力之方式多以點

承載施加載重於剛性鈑上，再將應力傳遞至土壤，但若土壤表面不平時則

可能產生應力分佈不均勻之現象，故採用氣囊作為均勻傳遞載重之輔助工

具，裝置詳見圖2.27，採用剪力盒尺寸94 cm× 58 cm× 56 cm及127 cm× 76 

cm× 51cm，剪動速率為1 mm/min。該試驗採用三種地工加勁材料（Steel 

Grid、Tensor Grid、Bamboo Grid），試驗土壤之含水量為43.66%、塑性指

數（PI）為48.68、最大乾密度為16 kN/m3 其試驗結果得知，加勁材料會受

其材料本身開口徑之影響，網格與土壤間之摩擦阻抗比土壤本身之阻抗為

大。 

 



 

 42

 

圖2.27 直剪試驗儀示意圖（Bergado et al., 1993） 

Bakeer（1998）進行加勁格網於輕質粒料之拉出與直剪試驗研究，採用

由土壤顆粒加工而成，多角類似自然粒狀泥土的輕質料料，地工格網為針

織編織，再批覆高密度聚乙烯或聚氯乙烯而成，土壤分類得知此材料屬於

（GP）均勻分佈礫石，其氣乾之單位重約0.930 kg/cm2～0.978kg/cm2，相對

密度   γd min 、γd max  分別為0.759 kg/cm2 和0.824 kg/cm2，內摩擦角ψ

約為52°，正向力之土壤厚度分別為5 ft、10 ft、20 ft。試驗結果顯示，土壤

與格網介面直剪試驗其摩擦角δ約為48°，摩擦角有效係數Eφ= tanδ/ tanψ 

= 86.8 % 。 

Lee and Manjunath（2000）以不同之地工合成物配合大型修正直剪試驗

儀器施作一連串之直剪試驗，以比較修正之直剪試驗儀器與傳統小型直剪

盒及各種不同之地工合成材料間介面行為之差別。由試驗結果知不論土壤

加勁與否，傳統小型之直剪盒土壤介面間之剪力勁度皆比修正直剪盒所得

之值小。由此Lee and Manjunath 認為傳統之直剪盒有應力集中及側向擾動

之缺陷。 

陳建宏（2002）研究地工合成材直剪與拉出試驗對界面摩擦行為之比

較，主要材料有地工織布（81.60 kN/m）及地工格網（165.66 kN/m）兩種，

土壤有石英砂及里港砂兩種，粒徑D10 分別為0.7 mm、0.18 mm，均勻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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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1.15、2.89，相對密度分別為60%及85%兩種。試驗結果顯示在不同種

類土壤的直剪試驗中，在相對密度為60%時，石英砂與地工格網之摩擦角有

效係數約為0.727~0.810，而里港砂與地工格網之係數約為0.828~0.879，所

以採用里港砂進行直剪試驗時，其係數值約能提昇0.06~0.1 左右。在不同

種類地工合成材料直剪試驗中，相對密度為60%時，採用地工格網比地工織

布之係數值約能提昇0.05~0.13 左右﹔在相對密度為85%時，其係數值約能

提昇0.06~0.09 左右。 

Aydogmus（2006）等學者研究PVA 格網於黏性土壤直剪與拉出試驗

之特性評估，主要材料為黏性土壤和PVA 格網兩種，黏性土壤是土壤本身

在加上些許的水泥或石灰而成，而此試驗所添加之水泥或石灰量以3％、6

％、9％三種為主，最大乾密度為1.695 kN/m3，經試驗結果比較以添加6%

時其剪應力或拉應力為最高，所以以添加6%水泥或石灰之黏性土壤作代

表，格網單肋強度大於750 kN/m，延伸率小於6%。試驗結果顯示，如圖2.28 

所示當正向應力為200 kN / m2 時之剪應力與位移關係圖，得知格網與黏性

土壤尖峰剪應力值均比土壤本身高，其中最高尖峰剪應力是添加6%水泥之

黏性土壤，其次是添加6%石灰之黏性土壤，最後才是土壤與格網。由此可

知有添加水泥或石灰均能提高格網與黏性土壤間的剪應力或拉出阻抗。 

 

 

 

 

 

圖2.28 剪應力與位移關係圖 （Aydogmu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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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程式介紹 

    加勁邊坡之穩定性分析方法可依照極限平衡法（考慮加勁材所能提供

之張力及抵抗力矩）方式進行，極限平衡分析法係考慮極限破壞時之安全

係數作為設計之控制要素，本章節將針對國內常用的加勁結構分析軟體

MSEW程式做簡單介紹。 

MSEW（2.0）程式係由ADAMA Engineering 公司所發行之軟體，此程

式以人機介面提供力學穩定平衡式擋土牆（加勁擋土牆，MSE Walls）之設

計及分析。此軟體係依據Demonstartion Project 82：No. FHWA-SA-96-07 及

No. FHWA-NHI-00-043及NCMA No. TR 127A（Design Manual forSegmental 

Retaining Walls），TR 160（Segmental Retaining Walls – Seismic 

DesignManual）文件。 

MSEW Version 2.0 係為ADAMA公司修改提供給FHWA獨家使用之程

式，並於程式當中增加及改善許多計算內容，如活載重、內外穩定分析之

Coulomb 側向土壓力計算、使用者可自建立材料資料庫、改善邊坡穩定分

析之輸出結果、輸出圖形與AutoCAD®之連結等更多功能。 

3.1 程式功能與限制 

3.1.1. 設計功能 

MSEW 不僅僅是分析軟體，更是一套設計軟體，過去工程師係利用經

驗值進行設計後，再以其他軟體或是自行撰寫之程式進行內外穩定分析；

而MSEW可以協助經驗不足之工程師，或是希望能設計出最經濟斷面之設

計案例，提供合理之加勁擋土牆設計結果。 

3.1.2 分析功能 

每個程式都有使用上的限制，MSEW（2.0）也不例外，目前其僅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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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階之加勁擋土牆，加勁格網總層數為100 層；且雙階之加勁擋牆僅能以

垂直面板進行分析與設計，而單階面板僅能分析面板坡度20 度內之加勁

“擋土牆＂，若為加勁邊坡，建議使用另一套軟體ReSSA（2.0）進行分析

與設計。其他詳細的功能將於其後進行說明。 

3.2 程式特性說明 

3.2.1 幾何形狀（Geometry）及載重 

MSEW 程式中之幾何形狀可分為兩大部分，分別為單階及雙階，分別

就各幾何形狀使用上之注意事項說明如下： 

1. 單階加勁擋土牆 

單階加勁擋土牆，高度（H）需大於0.3m，小於30m；背填之坡度應介

於0~45 度之間，牆面坡度介於0~20 度之間，另外，此程式亦可考量基礎

埋深部分，程式當中會依據FHWA 的建議提供基礎埋深，設計者亦可針對

建議值進行修改，至於程式當中的呆載重與活載重數值並沒有限制，另外，

尚可輸入不同方式之載方，如點荷重（Point Load）、條形載重（Strip Load）、

獨立載重（Isolate Load）及水平向載重（Horizontal Load）等等。由於此程

式主要分析擋土牆，因此，若輸入數值非介於上述的範圍當中，此程式將

不能繼續執行。 

2. 複合式斷面加勁擋土牆 

MSEW（2.0）當中之雙階載重可分析多種不同模式之加勁擋土牆，如

橋台（Bridge Abutment）、雙階加勁擋土牆（Superimposed wall）、不規則

四邊形加勁擋土牆（Trapezoidal wall）、以及加勁土堤（BACK TO BACK）

等，此功能相當多，唯牆面皆為垂直不可設定坡面坡度為其缺點。詳細的

使用說明將後於後面章節一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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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壤及地下水位參數與邊界 

此程式當中最多可設定五種土層，唯每種土壤之單位重（γ）需介於

1.5~30kN/m3 之間，至於土壤的c、ψ值則沒有相關限制。地下水位亦可進

行設定，而其程式內定之液體即為水，無法分析其他液體；需注意的是，

土層或地下水位的設定，皆為11 個點，無法增加或減少點數。因為數值分

析原因，自然土層之邊界位於回填土層之右側，因此自然土層末端點數（第

11 點）高程需大於回填土層之末點高程。 

除了設定土層之外，尚需設定加勁區、背填區及基礎土壤之參數，如

單位重及c、ψ值。此兩者的差異在於，後者所設定之土壤參數最主要用以

內穩定以及外穩定之水平滑動、承載力及傾倒部分之分析，而前者所設定

之參數，用於外穩定之整體滑動分析之用。 

3.2.3 加勁材料參數設定 

MSEW 並非主要以地工合成材料或是格網作為加勁材料，其提供了地

工織布（Geotextile）、地工格網（Geogrid）、條狀金屬材（Metal Strip）

及金屬網格（MetalMat/Welded Wire Grid）等材料分析之用。程式當中會針

對所選用之材料，輸入相關材料試驗參數，亦可使用MSEW 所內定參數，

諸參數為參考前提設計文件中之建議值，較偏保守、安全，但較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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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地震荷重 

如需要考慮加勁擋土牆受擬靜態地震力之影響時，本程式可以設定最

大水平地表加速度（α0），且α0 之設定需介於0.0001~1 之間。而設計地

表水平最大加速度kh，您可設定kh 為α0，亦可設定kh 為0.5α0，至於地震

與靜態載重下土壤與格網間之摩擦係數Fμ之折減，以使用MSEW 之建議值

80%即可。唯此程式並無法分析垂直向之地震力對加勁擋土牆之影響，另

外，此程式並無法輸入負值，意即此程式僅能分析向左之水平向地震力。 

3.2.5. 整體滑動破壞 

程式當中針對整理滑動破壞部分，有三種圓弧破壞分析方法，分別為

Demo82法、Bishop 簡易法及L（Leshchinsky）Modification Demo 82 法，

但程式無法進行塊狀滑動破壞分析。 

3.3. 程式使用說明 

3.3.1 執行程式與設定設計者資料 

1. 執行MSEW，開啟新檔後，會出現如圖3-1 之專案畫面，使用者一

定要輸入Designer 名字，否則無法繼續執行程式，其他部分，可自由選擇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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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開啟新檔之專案畫面 

 

圖3.2修改專案資料 

2. 繼續執行程式後，出現MSEW 之主畫面，接下來照設計者的需求一

步步設定參數即可；首先，要先選擇您使用MSEW 之功能為設計（Design）

或是分析（Analysis），如圖3-3 所示，綠色棋子所標示之功能即為您所選

用之功能，若您要改變功能則會出現圖3-4 之畫面，按下change 後，即會

切換功能，唯輸入的參數部分需適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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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設計及分析功能選擇 

 

圖3.4 功能畫面切換 

3.  MSEW 中主畫面之功能分別如下，請參考圖3-5 之說明： 

A. 專案管理資料與執行 

B. 幾何資料及荷載輸入 

C. 擋土牆幾何形狀預覽 

D. 土壤及地震參數設定 

E. 加勁材料參數設定 

F. 地形狀況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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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MSEW 主畫面 

3.3.2 分析功能選擇（Analysis） 

首先需決採用AASHTO/FHWA 方法分析，或是NCMA 法分析，一般

而言，建議除了景觀石式加勁擋土牆外，採用AASHTO 即可，因此以下分

析先以AASHTO 法做說明。 

1. 幾何形狀與荷載（Geometry/Surcharge） 

A. 幾何形狀 

MSEW 當中之擋土牆幾何形狀最主要有兩種形式可供選擇，一為簡易

幾何（simple），另一為複合斷面（Complex） 

B. 荷載 

可區分為兩部分，畫面之左側為均佈載重，可同時輸入活載重及呆載

重，單位皆為kPa；右側為集中載重，可為條式荷重（Strip Load）、島式荷

重（Isolated Load）、點荷重（Point Load）及水平向載重（HorizontalLoad），

勾選任一項，即會跳出如圖3-9 系列之畫面，依照載重特性輸入相關參數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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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式荷重） （島式荷重） 

（點荷重） 

 

（水平載重） 

圖3.6集中荷重輸入參數畫面 

2. 地形、土層分布及地下水位 

MSEW 當中的地形（Terrain）、土層（soil strata）地下水（water table）

之設定處如圖3.7 中所圈選紅色的部分。可以選擇希望設定之土壤層數，最

多可設定五種土層。接著設定水平及垂直之距離（即土層範圍），MSEW 預

設值為水平距離100m、垂直距離50m，此數值應視擋土牆之尺寸調整，因

為此數值會影響整體滑動分析之結果，應使滑動分析搜尋範圍恰當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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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形、土層、地下水設定 

3. 面板選擇 

MSEW 當中，可設定您所使用之加勁牆面，選擇牆面不同，將會影響

所需分析的項目及結果，面板的設定部分為圖3.8 所圈選紅色的按鍵。 

 

圖3.8面板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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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按鍵後，即會跳出多種面版可供選用之畫面，共有四種面板可供選擇，

分別為回包式面版（Warp-around facing）、全高式預鑄混凝土面板（Full 

heightprecast concrete panels）、塊狀預鑄混凝土面板（Segmental precast 

concretepanels）、及其他與加勁材料間有摩擦機制之面板，如景觀石及石

籠（Facingenabling frictional connection of reinforcement）等四種。需注意的

是，當加勁材料選用金屬材料時，第四種面板形式則不可使用。 

設定完基本參數後，進入連結點張力強度（To or Tod）的設定，連結

點張力強度會隨著牆高變化，但此數值需要進行試驗後才能求得，若無試

驗資料，則採用MSEW 之預設值即可。 

使用極限強度配合折減因子，需分別設定結點強度之耐久性折減因子

（RFd）、潛變折減因子（RFc）及結點之有效率（CRu），前兩項數值皆

需透過試驗求得相關折減因子，而結點有效率即為結點強度除以極限強度

（單位寬度內），可以都使用MSEW 的內建值，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

MSEW程式多針對國外早期使用之硬式格網，結點有效率較高，但目前國

內主要以生產軟式格網為主，結點強度部分較差，關於結點的有效率，建

議依實際數值輸入。使用長期容許設計強度，只需輸入結點之長期容許設

計強度即可。 

4. 加勁材料參數設定 

MSEW 程式當中，其提供了地工織布（Geotextile）、地工格網

（Geogrid）、條狀金屬材（Metal Strip）及金屬網格（Metal Mat/Welded Wire 

Grid）等材料分析之用。本研究僅就地工格網說明，在進入加勁格網參數設

定畫面，輸入加勁材料之折減因子，當中所需設定的折減因子相當多項，

皆需以進行試驗之項目的折減因子輸入，其他未進行試驗之項目，建議可

以使用MSEW之預設值（偏保守）。設定完成後，按一下save and exit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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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材料資料儲存並結束。 

接下來進入加勁強度與間距資料設定選項（Strength and spacing 

data），首先，必須設定採用的加勁材料種類數量。接著設定材料強度及

折減因子等資料，此處需輸入材料品名（或是強度，與設計圖說相同即可）、

材質、材料極限強度（T-ult）與折減因子（Reduction factor）；亦可點

選最左側之database 鍵，然後由先前所建立的資料將材料強度及折減因子

等相關資料匯入。設定以上參數後，按ok 鍵後，即可進行下一步的設定，

可以設定材料長度（Length）及埋設高程（Height）、及材料種類（Type）

等資料，可按下方按鍵以增加或減少加勁材料層數。 

若欲設定加勁與土壤間之介面參數，可點選I.P.按鍵後進行相關參數

的設定，其中ρ為採直剪試驗所獲得加勁材料與土壤間之摩擦角；Ci 為

Pullout 試驗所得之拉出阻抗係數。 

5. 土壤參數及地震參數 

土壤參數與地震參數之設定畫面如圖3.9 所示，此區土壤參數為設定加

勁區、背填區與基礎區之土壤參數，地震參數的部分為設定最大地表加速

度。點選左邊按鍵後即可進入土壤參數設定，此部分之參數主要用以提供

內外穩定分析之用（除了整體滑動分析外），此項目當中需設定加勁區

（ReinforcedSoil）、背填區（Retained Soil）及基礎區土壤（Foundation Soil）

參數，如單位重（γ）、內摩擦角（ψ）及凝聚力（c）。但在FHWA 中，

加勁區及背填區之土壤假設使用砂土，因此MSEW（2.0）尚無法設定土壤

凝聚力。 

圖3.10 畫面左下方為設定地下水對承載力之影響；第一個選項為設定

地下水位於加勁牆底部，程式會將水對於承載力的影響納入計算當中；第

二為地下水位不影響基礎承載力；第三為基礎承載力為給定數值，若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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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第三項，則會跳出如圖3.11 之畫面，需設定靜態及動態狀況下之基礎土

壤承載力。圖3.10 畫面右下角為承載力分析模式，第一個選項為基礎承載

力由GeneralShear 控制，第二項為承載力由Local Shear 控制；第一選項之

計算方式為牆體之垂直力不超過由Meyerhof 法所求得之基礎土壤承載

力，即為基礎承載力之概念。第二項為考量若基礎為軟弱或鬆散之土壤時，

為了避免擋牆有過大之水平向彎矩產生，則擋牆之高度不可過高，γH 必

需小於基礎土壤之凝聚力的三倍，如果基礎土壤真的過於軟弱，需考量使

用土壤改良。 

圖3.9 土壤及地震參數設定 

 

圖3.10 土壤參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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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基礎土壤承載力設定 

本研究不探討地震之影響，地震參數設定不予贅述。 

3.3.3 執行分析 

當所有參數都設定完畢後，程式立即進行分析計算，您可點選如3-38 畫

面所框選之按鍵檢視分析結果。 

 

圖3.12 檢視MSEW 程式結果 

圖3.13 為內外穩定分析結果，您可於畫面中直接檢視內穩定及外穩定

之安全係數大小（除整體滑動安全係數外），亦可點左畫面左上角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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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穩定：Bearing Capacity、Direct sliding、Eccentricity；內穩定：Strength、

Pullout、Connection等）檢視詳細之穩定分析內容、計算方式、土壓力分布、

安全係數大小等資訊（如圖3.14）。需特別注意的是，外穩定項目當中的傾

倒分析安全係數，並不會出現在結果報告或是畫面上，若是要知道傾倒之

安全係數大小，需點選圖3.15 當中所圈選的部分，進入下一個畫面（圖3.16）

後，即可看到傾倒之安全係數。 

MSEW （ 2.0 ） 亦提供整體滑動分析， 點選圖3-16 畫面左下方之

Compound/Golbal Stability 鍵即可進行潛層及深層圓弧滑動分析。進入整體

滑動破壞後即可見如圖3.17 之畫面，您可設定分析方法、是否需要分析深

層滑動破壞等功能。是否欲分析地震模式最大地表加速度係數設計地表加

速度係數，設定完畢，點選OK 鍵後，需設定穩定分析之圓心搜尋網格範

圍及數量（如圖3.18），程式一般而言會以擋土牆斷面規模大小及地形範圍

等設定預設值，您可以直接使用MSEW 預設值，也可以自行進行修改，不

過由於搜尋網格的範圍大小需有經驗判斷之，否則常會出現不安全之滑動

分析結果，需注意。 

 

圖3.13 內外穩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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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檢視內外穩定分析詳細結果（以Pullout 為例） 

 

圖3.15 傾倒分析 

 

圖3.16 傾倒安全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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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整體滑動分析 

 

圖3.18 整體滑動搜尋網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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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分析成果檔輸出 

最後，我們需將內外穩定分析的結果輸出以玆參考。點選圖3.19 中有

一SaveResult as text File 鍵，即可將結果以副檔名txt 的格式輸出；另外亦

可將擋牆斷面以bmp 及CAD 格式dxf 輸出。 

 

圖3.19 結果輸出之畫面 

3.4. 結語 

    MSEW 採用視窗化介面，不管是幾何條件及各種參數的輸入都非常人

性化，使用非常便捷，縱使是初學者也僅需要稍加瞭解加勁結構分析原理

的基本常識就能夠駕輕就熟，唯使用上仍需取得合法版權。本研究第五章

也將實驗結果藉由此分析軟體探討土壤含水量對邊坡安全係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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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試驗儀器設備及試驗方法 

    本章針對不同土壤含水量所埋設之地工格網直剪試驗及大型傾斜儀試

驗，探討地工格網與土壤互制之行為，討論重點著重於土壤含水量、地工

格網鋪設角度對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摩擦力δ與坡壞角ψ（安息角）之影

響，以期能夠對本研究之地工格網直剪試驗於加勁擋土結構應用上提供有

效之設計參數。 

4.1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 

一般剪力儀無法模擬土壤加入地工格網後之複合土體的破壞行為，本

研究設計一套大型傾斜直剪試驗儀，藉由傾斜試驗模擬複合土體的破壞型

態，以使試驗更接近現地破壞之真值。 

4.1.1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儀之設計原理 

    綜合第二章的文獻研究成果及參考文獻回顧，本試驗儀器之設計原理

構想大抵歸納如下： 

 1、一般室內大型直接剪力試驗儀通常只能施以水平之剪力及正向垂直應

力，而若處於明挖或位於自然邊坡處之土壤，其相對之應力狀況應考

慮其傾斜角度並不與實驗室水平式的剪力試驗全然相同，所以本試驗

設計一組傾斜式之剪力試驗儀，以期盼能模擬邊坡土壤之狀態，並求

其相關之剪力參數。 

 2、本儀器之優點與相關理論如下： 

   A.優點： 

（1）可使土體產生自然傾斜破壞，故較能模擬土壤在現地之受力狀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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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當一般之直接剪力儀使用，故可比較不同之受力狀況對於土

壤之力學強度所產生之影響。 

（3）可以於試體傾斜某一角度後再施加剪力，以求得土壤邊坡的殘

餘剪力強度。 

（4）結構簡單、操作容易及迅速。 

   B.相關理論： 

本相關理論因必須考慮側向剪力裝置，所施加之側向剪力，才能探討

直剪試驗之剪應力與正向應力之間應力關係。在本論文研究中主要探討加

勁複合土壤可承受之最大傾斜角（安息角），故本節主要針對水平式與傾斜

式之直接剪力儀，求得相關剪應力與正向應力，如圖 4.1 和圖 4.2 所示。 

 
τx

y

 

圖 4.1 水平式與傾斜式之剪應力與正向應力關係圖 

     ψ=土壤內摩擦角                 σх́=傾斜時正向應力 

     ψ
＇
=傾斜邊坡之殘餘摩擦角         τxý=傾斜時剪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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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傾斜角度                     x,y 直角座標為 i,j 座標系 

     σx=正向應力                    x́,ý直角座標為 í,j ́座標系 

     τхy=剪應力 

      
∧∧∧∧∧
′′+′′=+= jiiA xyxxyx j τστσ …………………………………………（4-1） 

 

圖 4.2  ji
∧∧

, 與 ',' ji
∧∧

座標系 

在 ji, 座標系上分別取 ab、ae 為 1 單位向量 

其中  ab= i
∧

1       ac= 'cos i
∧

θ     cb= 'sin j
∧

− θ  

      ae= j
∧

1       ad= i
∧

− θsin    de= 'cos j
∧

θ  

 Q    ab=ac+cb   ae=ad+de 

 ∴    'sin'cos jii
∧∧∧

−= θθ …………………………………………….……（4-2） 

      'cos'sin jij
∧∧∧

+= θθ ………………………………………………….（4-3） 

將公式 4-2 式及 4-3 式代入 4-1 式中得： 

''''cos'sin'sin'cos jijiji xyxxyx

∧∧∧∧∧∧

+′=⎟⎟
⎠

⎞
⎜⎜
⎝

⎛
++⎟⎟

⎠

⎞
⎜⎜
⎝

⎛
− τσθθτθθ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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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ssin')sincos( jiji xyxxyxxyx

∧∧∧∧

+=+−++ τσθτθσθτθσ ………. ………… （4-5） 

∴ θτθσσ sincos' xyxx += ……………………………………………………（4-6） 

  θσθττ sincos' xxyxy −= ………………………………………………….…（4-7） 

∴傾斜邊坡之殘餘摩擦角 ⎟
⎟
⎠

⎞
⎜
⎜
⎝

⎛

+
−

=⎟⎟
⎠

⎞
⎜⎜
⎝

⎛
= −−

θτθσ
θσθτ

σ
τ

φ
sincos
sincos

tan
'
'

tan' 11

xyx

xxy

x

xy ..………（4-8） 

4.1.2 試驗儀器設備 

    本研究之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之整體設計之示意圖，如圖 4.1~圖 4.6

所示。其針對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之細部構造作一下介紹之： 

  1.傾斜式平台： 

可傾斜角度為大於 45°，由電動馬達控制油壓裝置，施以一抬高平台之

力量，並以固定速率為每秒 0.075°。本直剪儀裝置主要以達到試體，因傾

斜角度變大，而增加滑動力量產生破壞，求其土壤之破壞角度。 

 

圖 4.3 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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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之傾斜平台正面示意圖 

 

圖 4..5 大型室內傾斜直剪儀之剪力盒和儲水盒內部 

須能傾斜至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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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傾斜平台平面示意圖 

    2.剪力盒： 

本剪力盒採用不鏽鋼材料製成，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試驗時，泡水產生

鏽蝕。其內徑長寬皆為 50×50cm，上下剪力盒高度各為 20cm 高，剪力盒厚

度約為 1cm，上剪力盒重約 54kg，下剪力盒重約 70kg。其上下剪力盒，由

四個螺栓固定，上剪力盒底部設計為 4 個可以推動銅製滾動滑輪，以減少

摩擦力，而其摩擦係數為 0.0875。下剪力盒並可利用螺絲固定於傾斜平台

上，並在其大型直剪儀下部設置排水孔，以利排水。 

    3.儲水盒 

本儲水盒採用不鏽鋼材料製作而成，主要避免試驗泡水產生鏽蝕情

形。其內徑長 100cm、寬 80cm、高 60cm，主要功能為以便控制試體浸水

程度，以模擬現地砂性土壤及沉泥處於地下水位或排水不良之情形，其底

部並設有排水孔。 

   4.承重鈑和加載正向應力之鐵鈑 

承重鈑重量約為 13.9kg，其功能使加載正向應力之鐵鈑固定於承重鈑

上，並使載重平均分佈，而加載正向應力之鐵鈑共 12 塊，每塊 60kg，其功



 

 67

能則為控制加載於試體上之重量大小。 

   5.小型電動起重機裝置 

小型電動起重機裝置，其主要功能為能吊起試驗之試體及加載正向應

力之鐵鈑，因試體與加載正向應力之鐵鈑重量過重，一組試體約近 300kg，

所以需靠起重裝置吊放。 

   6.測定儀 

    測定儀又稱量角器，主要功能為量取試體破壞時之角度，其量角器之

型式。 

   7.測微器  

 其主要功能為觀測試體破壞之位移，可觀測最大位移為 5cm，其側向測

微器之型式。 

8.其他相關試驗儀器 

     烘箱、搖篩機、磅秤、比重試驗之相關儀器設備、改良式夯錘等 

4.1.3 大型直接剪力試驗步驟步驟操作說明 

     1.試驗操作步驟 

    利用大型直接剪力試驗儀，針對南投縣仁愛鄉之砂頁岩互層之崩積土

壤，模擬現地之室內試驗，如圖 4.5 為試驗操作步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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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流程圖 

 

 

大型直剪傾斜儀試驗 

置入土壤與地工格網 

步驟一 

第一層填土1/3H，秤土重

w，土壤含水量分別為

4%、7%、11% 

步驟三 

放上60kg承載板，土壤含

水量分別為4%、7%、11% 

置入地工格網與土壤 
（如步驟一、二、三） 

將上下盒頂開約3mm，且在上 
盒頂端放置測微器 

啟動傾斜油壓開關， 
使儀器緩緩抬升 

觀測測微器儀表有位移時，

立即停止抬升 

測得傾斜儀傾斜角度 
即為土壤安息角 

步驟二 

第二層填土1/3H，置入格網，間隔

15cm，角度分別為30°、60 °、90 °

填土含水量為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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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驗步驟說明 

    以上小節之圖 4.5 試驗操作步驟流程圖，作以下步驟說明： 

A.將大型直接剪力試驗儀之內外盒清空，以利放至土壤土樣。 

B.內外剪力盒分成三等分，各分別為 1/3H，置入土壤及埋設地工格網，

如圖 4.8 試驗土壤及埋設地工格網示意圖及圖 4.9。 

C.第一層土壤填土，夯實至中等緊密，稱土壤重量為 sW ，水重為 wW ，含

水量為
s

w

W
W

W = ，求得所需水量，灑入所需的含水量（4%、7%及 11%）。 

D.第二層至入地工格網，間隔為 15cm，與剪切面夾角角度為 30°、60°

及 90°，長度固定為 1/3H，如照片 4.4 所示，同時施行步驟 A。 

E.放置 60kg 之承載版。 

 

圖 4.8 試驗土壤及埋設地工格網示意圖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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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a 鋪設格網之角度 

 
圖 4.9b 鋪設格網角度之顯示於測定儀為 30º 

 

圖 4.9  地工格網試片 

 

F.將上下剪力盒頂開約 3mm 左右，目的在於傾斜試驗時，不至剪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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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榫卡住，不易求得試驗真值，且在上盒頂端放置測微器。而測微計

之功能，觀測測微器儀表之有位移情形時，即表示傾斜滑動破壞， 如

圖 4.10 所示。 

 

圖 4.10 測微器監測砂土滑動破壞之位移情形 

G.一位操作人員啟動傾斜油壓系統，使儀器慢慢抬升，而一位觀測測

微器儀表之有位移情形時，立即停止傾斜油壓系統，另一位人員觀測

測定儀之角度，如圖 4.11 及如圖 4.12 所示。 

 

圖 4.11 測定儀（量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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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傾斜儀抬升示意圖 

H.再將剪切面之破壞土樣，取出約 5KG，至烘箱烘乾土樣，測得其含

水量。 

須能傾斜至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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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 

    本試驗採用一般土壤直剪試驗儀以四種含水量（0%、4%、7%、11%）

之土壤及三種不同的正向力（5kg、10kg、15kg）分別求取格網與土壤間介

面之摩擦角δ。 

4.2.1 試驗儀器設備 

    本試驗採用一般土壤直剪試驗儀如圖 4.13，將地工格網固定於上剪力

盒，下剪力盒置入相對密度為 73%之土壤，如圖 4.14 所示。 

 

圖 4.13土壤直剪試驗儀 

 

圖 4.14 上下直剪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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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試驗步驟操作說明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操作流程如圖4.15所示 

 

圖4.15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流程圖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 

將格網固定於上剪力盒 

下剪力盒填入相對密度為73% 
（含水量為0%、4%、7%、11%)之土壤試樣

將上下剪力盒固定於 
直剪儀 

施加正向載重（5kg、10kg、15kg）

調整並歸零測微器及荷重環

鬆開剪力盒固定螺絲並啟動 
水平剪力裝置（速率1mm/min） 

間隔每30秒紀錄水平測微器及 
荷重環讀數，直到剪力值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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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步驟操作說明 

1.將地工格網裁剪至適當大小固定於剪力盒內。 

2.下剪力盒裝入事先配好含水量為0%的乾燥土樣，控制其相對密度為

73%。 

3.將上下剪力盒結合並鎖上固定螺絲，放置於直剪儀。 

4.加5kg之正向力於剪力盒上方，調整並歸零水平測微器及荷重環。 

5.鬆開剪力盒固定螺絲並啟動水平剪力裝置（速率1mm/min）。 

6.間隔每30秒讀取水平測微器讀數及荷重環讀數，直到剪力值明顯下降

為止。 

7.重複步驟1～6，將正向力改為10kg及15kg，為一含水量直剪試驗循環。 

8.分別將含水量4%、7%、11%之土壤試樣依步驟1~7紀錄試驗數據。 

直剪儀架設後準備讀取數據之狀況如圖 4.16，試驗完成後取出之地工格網

如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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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試驗儀器架設完成後 

 

圖 4.17 試驗完成後上剪力盒取出之地工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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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試驗結果討論與邊坡穩定案例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地工格網與不同含水量土壤對直剪行為之影響，採用

長方形開孔之格網，砂頁岩互層之崩積土壤，相對密度為73%，以四種不同

含水量0%（乾土）、4%（自然含水量）、7%（中雨狀況）及11%（暴雨狀

況）之土壤，剪動速率皆為1 mm/min，進行土壤與格網直剪試驗及大型傾

斜直剪試驗。以下將針對各試驗結果加以分析探討，首先介紹土壤及地工

格網物理性質，再探討地工格網直剪及大型傾斜直剪試驗結果，並代入某

一案例之邊坡穩定分析。 

5.1 土壤試樣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 

土壤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如表5.1及表5.2，粒徑分佈曲線如圖5.1 所

示。 

表5.1  土壤試樣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 

測試項目 測試規範 試驗結果 

比重GS ASTM C 127 2.65 

最小乾密度（g/cm3） ASTM D 4253 1.41（e=0.88） 

最大乾密度（g/cm3） ASTM D 4253 2.01（e=0.32） 

相對密度（g/cm3）（73%） -------- 1.8（e=0.47） 

土壤分類 統一土壤分類法 SW-SM 

內摩擦角（W/C=0、4%、

7%、11%）
ASTM D 5321 

39.5°、35° 

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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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篩分析─砂性土壤累積停留及通過百分比 

篩號 孔徑 篩重 
篩重+ 
土重 

停留土重
累積停留
土重 

累積停留
百分比 

累積通過
百分比 

  （mm） （g） （g） （g） （g） （%） （%） 
4 4.76 576 576 0 0 0 100
10 2.00 310  1430 1120 1120 45.42 54.58 
20 0.85 289  735  446  1566 63.50 36.50 
40 0.43 412  762  350  1916 77.70 22.30 
60 0.25 267  394  127  2043 82.85 17.15 
100 0.15 263  397  134  2177 88.28 11.72 
200 0.08 369  493  124  2301 93.31 6.69 
底盤 - 448  613  165  2466 100.00 0.00 

 

圖 5.1 崩積土壤篩分析曲線圖 

5.2 地工格網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 

    本研究採用盟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100kN/m*50 kN/m加勁格

網，由聚酯纖維（PET）編織而成，外包覆之抗紫外線之碳黑色聚氯乙烯

（PVC）如照片5.1，其基本物理性質如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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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本試驗所採用之加勁格網 

 

表5.3 地工格網（100*50）基本物理性質試驗結果 

測試項目 單位 測試規範 檢驗結果 

縱向抗拉強度 kN/m ASTM D6637 118.10 

橫向抗拉強度 kN/m ASTM D6637 66.93 

縱向極限延伸率 ﹪ ASTM D6637 10.08 

縱向 5%應變抗拉強度 kN/m ASTM D6637 70.79 

結點強度 kg GRI GG2 77.70 

網目 mm 游標卡尺 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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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結果 

    土壤加入地工格網成為複合土體，為了模擬現地邊坡土體加入地工格

網之狀況，分別在不同含水量（0%、4%、7%和 11%）的土壤中，以純土

壤及加入不同鋪設角度（30º、60º 和 90º）的地工格網，以大型傾斜儀試驗

複合土體的破壞角，所得如表 5.4，將結果分析討論如下。 

    1.將安息角、含水量及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關係繪製成如圖 5.3 的四種

圖形，圖 5.3a 是土體不同含水量中格網與剪切面夾角對安息角之變化

情形，結果顯示安息角在格網與剪切面夾角為 30°時可得最大安息角

值及土體穩定度。 

2.將所得結果繪製成土壤含水量對安息角ψ的關係圖，如圖 5.3b，不論

土體內有無鋪設地工格網，土體安息角ψ隨含水量增加而折減約

5.6%~37.5%。 

3.格網效益（土壤中有格網之安息角/無格網安息角）對格網與剪切面

夾角之變化如圖 5.3c 所示，格網水平投影面積越大，其土體強度值

越高，格網效益也越高。 

4.格網效益對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變化如圖5.3d所示，在本試驗中土體

內地工格網與剪切面之鋪設夾角小於60°，其效益皆大於1，顯示在土

壤中加入加勁格網可有效提高土壤強度；圖形中剪切面夾角為60°及

90°在含水量11%時，其格網效益值略有上升趨勢，應於後續研究中

加以確認及探討。 

5.由圖5.3c可知格網夾角大於60°，含水量大於10%左右，格網效益均小

於1，在工程設計實務上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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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大型傾斜直剪試驗求得土體破壞角度（安息角）ψ 

對含水量 0%的

折減比例（％）

          含水量（W/C） 

 

格網與剪切面夾角 

0% 4% 7% 11% 

最小值 最大值

無格網 39.5 º 35 º 30.5º 27 º 11.4 31.6 

30º 45 º 42.5 º 35 º 32 º 5.6 28.9 

60º 43º 40 º 31 º 27.5 º 9.1 37.5 

90º 36 º 31 º 28 º 23 º 11.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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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格網效益對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變化 

（不同含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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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格網效益對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變化 

（格網與剪切面不同的夾角） 

圖5.3 安息角、含水量及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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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結果 

    加勁擋土結構基礎底部與原地面土層間的滑動阻抗，常以加勁材料與

土壤介面直剪試驗求取，所得參數為介面摩擦角δ，本實驗以直剪試驗儀

試驗所得數值如表5.5所示。 

    直剪試驗中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摩擦力δ受土壤中含水量之影響甚

大，乾土凝聚力C=0，摩擦角δ=39.5°，當含水量為4%（自然土含水量）、

7%（中雨）、11%（暴雨）時，摩擦角δ分別降為20.5°、23°、26.5°；而凝

聚力C則增至4~7kN/m2不等。 

    將土壤中不同含水量對凝聚力之影響會製成關係圖，如圖5.4a所示，適

當的土壤含水量，可使得土壤凝聚力相對提高，但過多的水分反而會使得

凝聚力值降低，故實務中，在滾壓的土壤中加入適當的水分將有助於提高

土壤凝聚力，增加土體強度。 

   將土壤中不同含水量對介面摩擦角之影響會製成關係圖，如圖5.4b所

示，土壤含水量提高將使得介面摩擦角降低，最大衰減率達48%，是故，加

勁邊坡於降雨後，加勁結構基礎與原地土壤的摩擦阻抗將隨著含水量的提

高而大幅降低，亦是造成加勁結構滑動破壞的主因。 

表5.5 地工格網與不同含水量之土壤介面摩擦角δ 

土壤含水量（%） 凝聚力 C（kN/m2） 介面摩擦角 δ（°） 

0 0 39.5 

4% 6.5 20.5 

7% 7.5 23 

11% 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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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壤含水量對摩擦角之影響 

圖5.4 土壤中不同含水量對凝聚力及摩擦角關係圖 

5.5 邊坡穩定分析案例探討 

   本研究將試驗結果以一加勁邊坡，出土高度5m，基礎入土深度1m，

地工格網水平埋設深為5m，大型直剪試驗結果以加勁複合土概念利用分

析軟體STEDwin比較含水量對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的影響，分析結果檔

如圖5.4，其不同鋪設角度與不同含水量之整體穩定分析值如表5.6所示，由

結果得知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隨著土壤含水量增加而降低，純土壤情況

最大衰減率達37.9%；加入格網後不論鋪設角度，其最大衰減率達32.5%。 

    另外將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摩擦角δ之試驗結果以MSEW分析軟體分

析在同樣幾何條件下的加勁邊坡，探討土體中不同含水量對其基礎水平抗

滑安全係數之影響，其結果如表5.7所示，自然土中含水量4%其抗滑安全

係數，對乾土之抗滑安全係數折減比率為37%；暴雨含水量11%，其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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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高達71.4%。 

5.6 結語 

本章將第四章試驗所得結果以圖表方式進行分析得知： 

1.大型傾斜儀試驗所得之加勁複合土壤安息角ψ與直剪試驗所得之格網

介面摩擦角δ，其值皆隨土壤含水量增加而遞減。  

2.土壤中加入加勁格網，不管其含水量高低，皆可有效提高土壤強度，

在格網夾角小於60°，含水量小於10%左右，其效果尤其顯著。 

3.加勁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與水平抗滑安全係數隨著土壤含水量增加

而降低，對於加勁擋土結構，防止水分進入加勁結構應是必要與需詳

加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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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STEDwin分析加勁複合土體邊坡整體穩定範例 

表5.6 加勁複合土中不同含水量對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的影響(STEDwin) 

對含水量 0%的

折減比率（％）

                 含水量 

邊坡穩定安全係數    （W/C） 

 

格網與剪切面夾角 

0% 4% 7% 11% 
最小值

（4%） 
最大值

(11%) 

無格網 1.45 1.24 1.07 0.9 14.5 37.9 

30º 1.64 1.54 1.30 1.21 6.1 26.2 

60º 1.60 1.47 1.18 1.08 8.1 32.5 

90º 1.33 1.18 1.09 0.96 11.3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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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土體中不同含水量對其基礎水平抗滑安全係數之影響(MSEW) 

土壤含水量 
介面摩擦角δ

（°） 

水平滑動 

安全係數 

對乾土之折減 

比率（%） 

0%（乾土） 39.5 8.93 --- 

4%（自然含水量） 20.5 5.63 37.0 

7%（中雨） 23 3.78 57.7 

11%（暴雨） 26.5 2.55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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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 論 

本研究在直剪試驗及大型傾斜儀試驗分別就土壤中不同含水量進行實

驗，並將實驗結果以分析軟體探討邊坡穩定的安全係數，得到下列結論。 

1. 大型傾斜儀做加勁複合土壤安息角ψ試驗中，對照組為純土壤，乾土

安息角ψ=39.5°，當含水量為4%、7%、11%時，ψ分別降為35°、31°、

27° ，其趨勢大致與格網介面摩擦角δ受含水量之影響一致。 

2. 土壤中加入加勁格網可有效提高土壤強度，當地工格網間距為15公分

時，由實驗結果可知土體破壞角（安息角）ψ隨含水量增加而降低

5.6%~37.5%；而破壞角（安息角）ψ亦隨格網與剪切面之夾角增加而

降低，安息角、含水量及格網與剪切面夾角之關係如圖5.2所示。 

3. 直剪試驗中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摩擦力δ受土壤中含水量之影響甚

大，乾土凝聚力C=0，摩擦角δ=39.5°，當含水量為4%（自然土含水

量）、7%（中雨）、11%（暴雨）時，摩擦角δ分別降為20.5°、23°、

26.5°；而凝聚力C則增至4~7kN/m2不等。 

4. 本研究以一加勁邊坡案例，總高度6m（出露高度5m，基礎1m），將

實驗所得參數代入邊坡穩定分析軟體，得知邊坡整體穩定安全係數隨

著土壤含水量增加而降低，純土壤情況最大衰減率達37.9%；加入格

網後不論鋪設角度，其最大衰減率達32.5%；對水平滑動安全係數檢

核，其最大衰減率更高達71.4%（含水量11%暴雨情況）。 

5. 在天然土壤中加入地工格網，其效果不論從理論或實務皆可證明其優

點，藉由套裝分析軟體的應用更可使工程師在設計上更為便利，使用

上將更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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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 議 

6.2.1. 工程實務建議 

1.土壤含水量會造成土壤參數之折減，工程設計或分析時除依前人將土

壤凝聚力降低20%~30%外，摩擦角應調降約28~38%；地工格網與土

壤間介面摩擦角亦應調降約33%~48%。 

2.由結論可得知土壤含水量對加勁邊坡穩定性影響甚大，設計時應加強

加勁結構週邊排水措施，利用透水材料避免水分進入加勁結構，影

響邊坡安全，在暴雨情況含水量接近飽和時尤須注意。 

3.由本研究結果顯示，不論土壤中含水量之多寡，加入地工格網後之複

合土體其力學性質皆優於天然土壤，且造價與傳統RC結構物便宜許

多，目前多種套裝分析軟體開發已趨成熟，分析及設計也便利許多，

建議在工地有可利用土方處可多加利用此一工法，亦可達節能減碳之

功效。 

4.另由STEDwin及MSEW穩定分析結果顯示，在邊坡土壤中加入地工合

成材料或減少水分入滲至土體中皆能使邊坡的安全係數增加，提高邊

坡的安全性。 

 6.2.2. 後續研究建議 

1.本研究僅就單一土壤及單一地工格網探討含水量對邊坡安全之影

響，台灣地形特殊，土壤種類繁多，建議能就不同種類的加勁格網與

多種土壤進行實驗及研究。 

2.地工格網與土壤介面直剪試驗為考慮格網與剪力盒的尺寸效應，後續

建議可以大型直剪試驗，以避免因尺寸效應產生誤差。 

3.本研究穩定分析方式為極限平衡法，並無法考慮加勁結構的變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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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建議另可將本實驗數據以有限元素法分析程式加以印證比較。 

4.本研究之實驗中，均未考慮地工格網配置方式，諸如間距、長度等對

土壤參數的影響，日後若能在實驗中考慮各種配置方式對土壤參數所

造成之影響，並整理出一套經驗公式或設計準則，將可對工程使用上

有較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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