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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雨是诱发坡地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 因此掌握降雨的趋势与分布规律, 可有效地用于坡地灾害预警, 但由

于降雨预测精度、灾害资料统计的不足与坡地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 实际应用降雨预警基准仍存在许多困难。通过

分析台风诱发坡地地质灾害的降雨特性, 来说明降雨预警基准在防灾减灾工作上应用的条件与限制。结果表明, 对

于不同类型之坡地灾害与降雨分布特性, 需采用不同的雨量预警基准。唯有通过岩土力学、工程地质学与气象学的

整合研究, 才能有效提高降雨预警基准预测的准确率, 因此各学科的整合是未来防灾减灾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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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地质灾害主要包括崩塌、滑坡与泥石流, 这些灾害本是自然演化的现象,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这

些自然现象逐渐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并进而形成灾害。造成坡地地质灾害的原因主要有暴雨、地震与人为的

不当开发, 这些原因往往又互相影响。如何减少这些灾害对社会与经济的危害, 是各国政府所关心的重要课

题。然而坡地地质灾害的范围相当广泛, 各国政府不可能投入巨资来全面有效地治理地质灾害, 而且也不可

行, 因此分区重点防治并结合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是未来处理坡地地质灾害问题的主要途径。

降雨是造成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掌握降雨的趋势与分布规律, 可有效地用于坡地灾害预警。随着气

象预报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如台风等大、中尺度天气系统的预测精度已可达到实用的阶段, 这使得现阶段利用

气象科学与岩土工程学的结合来作为坡地灾害预警的尝试成为可能, 因此开展通过降雨监测来预警坡地地质灾

害的发生之研究并逐渐应用在防灾减灾工作上已成为发展趋势。

尽管降雨预警对于大范围或潜在灾害区数量较多的地区有其便利性、实用性及经济性等优点, 但由于降雨

预测精度、灾害资料统计的不足与坡地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 实际应用降雨预警基准仍存在许多困难, 唯有了

解降雨预警基准建立的条件与限制, 才能有效地将其应用在实际的防灾减灾工作。

1 坡地地质灾害发生时的降雨特性

降雨预警基准的建立需从了解灾害发生时的降雨特性开始, 通过灾害发生与降雨特性的分析, 来选择合适

的降雨参数, 不同的降雨参数制订的基准代表不同的适用范围, 本文通过 2001年侵袭台湾的 2次台风 桃

芝(Toraji)与纳莉(Nari)来加以说明。

桃芝台风于 2001年 7月 30日登陆台湾花莲, 滞留台湾中部及中部山区 10 h, 造成大规模的泥石流灾情,

通过现场勘察有明确发生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点, 并对比发生时的降雨分布情形(如图 1所示,其中 07/ 30/ 00所

计算的时雨量值为 7月 30日 0时~ 7月 31日 1时内的降雨量, 泥石流发生时间在 7月 30日 0时~ 7月 31日 1

第 17 卷 第 4 期

2006年 7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Vol 17, No 4

Jul. , 2006



时内, 并以此类推。) , 可以看出台风引致泥石流发生的空间分布特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 1) 发生泥石流灾害的位置与台风路径有高度的一致性。

( 2) 泥石流发生时皆位于高强度降雨的雨带中。

事实上这两种现象均代表强降雨的分布位置, 这样的结果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利用降雨作为泥石流灾害的预

警基准, 也有助于应用到实际的防灾减灾工作中。

图 1 泥石流发生时的台风中心位置与时雨量分布情形

Fig 1 Relationship among the location of typhoon, hourly rainfall int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ebris flow

因此如能有效掌握台风的强降雨特性, 将有助于做到提早预警及事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简单来说, 若

能于台风登陆前, 较准确地预估强降雨区, 即可将泥石流高潜势区的居民先行撤离至安全处; 或于台风登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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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受地形、气候的影响, 预估强降雨区的位置, 并配合现场实际降雨强度的发展趋势, 将地质灾害高潜势区

内居民进行紧急避难。互相配合, 以有效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前面提到台湾泥石流灾害与高强度降雨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从纳莉台风诱发台北市崩塌与滑坡案例来看(图2) ,

有为数不少的灾害案例(在55个灾害点中有22例, 约占40 0%), 其前1 h的降雨很小或没有降雨( < 10mm), 但累积雨

量已超过 400mm, 因此尽管降雨强度是诱发坡地灾害的重要原因, 但累积雨量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1]。

通过灾害发生时间与降雨雨峰出现时间的间隔(降雨中雨峰出现的时间差)和所对应的灾害发生案例数的比

较, 以期能将高强度降雨与高累积雨量对崩塌滑坡的影响区别出来, 其结果如图 3所示。从图 3可以看出在整

场降雨期间内都可能会发生崩塌与滑坡灾害, 若以雨峰时间差 4 h作为分界, 初步认为雨峰时间差在 4 h以内

的崩塌滑坡案例与高强度降雨的关系较为密切, 而 4 h以上则与累积雨量关系较为密切, 可以看出对小规模灾

害(崩塌滑坡面积在 1 500m2 以下) , 4 h前后的灾害案例比例为19 19,而对大规模灾害(崩塌滑坡面积在 1500m2

以上)则为 6 11, 因此随着灾害规模越大其与累积雨量的关系也越密切。

图 4 泥石流溪流的粒径分布曲线

Fig 4 Distribution curves of debris flow grain size

图 3 灾害发生案例数与雨峰时差

Fig 3 Statistic on landslide magnitude and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dslides initiating and peak rainfall intensity

图 2 崩塌滑坡案例之时雨量与累积雨量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rly rainfall intensity and cumulative

rainfall of landslides caused by typhoon nari

这些统计资料说明了从降雨入渗到边坡失稳破坏的过程相当复杂, 仅靠简单的降雨资料进行崩塌滑坡灾害

的预警仍相当困难, 需通过力学理论分析、工程地质调查, 将坡地地质灾害的问题加以分类与简化, 并从灾害

风险管理的角度着手, 才能有效地将雨量预警基准应用于防灾减灾工作上。

2 雨量预警基准的限制

尽管台湾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和高强度降雨的关系相当密切, 但必须说明的是, 由于泥石流与其发生机理特

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类, 在台湾所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多属

水石流与稀性泥石流, 以图 4所示的 3条泥石流其溪流下游

堆积区的粒径级配曲线(通过明坑开挖取得) , 可以看出粒径

小于 0 1 mm 所占比例约在 10% 以下, 粘性土含量相当

少[ 2~ 4] , 由丁伯欣( 1999)整理的南投丰丘明坑采样结果, 可以

看出渗透系数(由 CD试验求得, 围压 4 9 kPa, 以等量替代法

制样)约在 7 20 ! 10
- 5

~ 7 55 ! 10
- 5

m/ s, 而饱和密度约 2 13

t /m3(干密度为 1 79 t/ m3) [ 2] , 高渗透性意味着可以由高强度

降雨来较快地产生孔隙水压, 高饱和密度则说明了泥石流搬

运巨砾的能力。

也就是说, 单纯利用降雨强度来进行雨量预警只适用于

高渗透性的泥石流溪流, 对不同类型的泥石流溪流要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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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雨量预警基准。

此外, 从历史台风的降雨资料, 可以整理出雨峰与均布降雨两种类型的雨型如图 5所示, 图中箭头所指的

数字表示此雨量站附近的泥石流潜势溪流在该时间内发生泥石流灾情的案例数, 这两种不同的雨型也代表激发

泥石流不同的机理, 与崩塌滑坡案例一样, 一种是高雨强诱发, 另一种则是低雨强高累积雨量诱发。因此必须

从岩土力学、泥沙运动学、工程地质学与水力学等学科着手, 再配合气象学的预报技术, 才能较好地解释和预

测泥石流的发生, 并有效应用在防灾减灾工作上。

表 1 雨量预警基准的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rainfall warning criteria

灾害类别 规模 危害度 预计阈值 说明

相同发生潜势之

崩塌、滑坡、泥

石流灾害

小

大

低 -

高 阈值低

低 阈值高

高 阈值低

针对不同的灾害

与降雨特性制定

不同的预警基准

通过对这两种雨型分析可知, 对尖峰雨型利

用雨强来控制雨量预警基准可能是较合适的, 而

对于均布雨型则采用等效雨强、平均雨强或累积

雨量较好。表 1说明雨量预警基准建立的简单分

类, 即通过岩土力学、工程地质学与社会经济学

等学科之整合研究建立坡地灾害的分级(即发生

潜势与危害度之分区划定) , 并针对降雨特性、灾害规模大小、灾害发生机理来建立不同的预警基准。一般来

说, 就相同发生潜势的灾害分区而言, 发生较小规模的灾害其雨量阈值也较低, 而大规模灾害的雨量阈值较

高, 但对可能诱发大规模灾害且危害度高的地区, 尽管实际建立的雨量阈值较高, 但由于灾害发生后, 对社会

经济的冲击较大, 因此在实际防灾工作中会把雨量阈值适度的降低, 并通过疏散避难规划以减少人员伤亡。而

对低发生潜势的分区, 其雨量阈值通常较高, 且发生的灾害规模通常也较小。

图 5 台风降雨主要的二种雨型

Fig 5 Main pattern of rainfall in typhoon

3 坡地地质灾害之减灾策略

预警基准是坡地地质灾害减灾策略的一环, 其目的是作为人员疏散避难的参考依据, 准确率的高低直接影

响防救灾资源经济、合理的利用。较低的基准所造成的高误报率, 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会使人民失去防灾的

警觉; 而较高的基准导致的误报率却可能直接造成人员的伤亡, 因此如何提高预警基准的准确率是防灾减灾研

究工作的重点问题。此外, 预警基准的应用还需要灾害风险评价与疏散避难路线规划的配合, 才能有效地使减

灾工作趋于完善。

以雨量预警基准为例, 通过平时灾害风险评估的分析, 规划出灾害高潜势区, 并规划在此潜势区范围内之

村落的疏散避难路线与决定相对应的代表性雨量测站和替代雨量测站 (避免代表性雨量测站临时发生问题) ;

在灾前预估可能的强降雨区及降雨量, 针对可能造成大规模灾害的地区进行灾前疏散; 在灾时则预估降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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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雨量预警基准应用示意图

Fig 6 Application of rainfall warning criteria

可能的变化并监测各潜势区测站的雨量, 当预估雨量可能

持续增大并超过避难预警线, 则对该潜势区的居民进行临

时避难, 雨量预警基准的应用示意图如图6所示。

对整体的坡地地质灾害之减灾策略可简单分为四个阶

段, 即 ∀平时减灾#、∀灾前准备#、∀灾时应变# 与 ∀灾后

复建#, 减灾策略实际应用的示意图如图 7所示, 简单说

明如下:

( 1) 平时减灾 进行平时的灾害预防工作, 如灾害风

险评价、预警基准建立、疏散避难规划与教育训练等。即

通过现有的理论知识, 将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潜势区

分区, 对高风险地区利用工程或其它手段加以整治以降低

风险, 搜集灾害历史资料以建立预警基准, 对高潜势区规

划疏散避难规划与训练并落实防灾减灾教育。

图 7 坡地地质灾害的减灾策略

Fig 7 Mitigation of landslide hazards

( 2) 灾前准备 针对可预期灾害来临前(如台风登陆前) , 将防灾救灾物资、人员加以整合, 并预估可能的

降雨范围与规模, 针对可能造成大规模灾害的地区进行灾前疏散。

( 3) 灾时应变 针对不同的情况下, 采取不同的应变抢险措施, 避免灾情扩大。

( 4) 灾后复建 通过工程或其它手段, 使灾区人民能迅速回复灾前的生活并稳健发展。

需强调的是, 防灾减灾的教育训练是避免灾害损失最重要的工作。以笔者调查台湾南投某泥石流溪流为

例, 该溪流长度约3 km, 因桃芝台风的降雨而爆发泥石流, 大量的土石由上游宣泄而下, 从上游至下游村落仅

15min(泥石流流速约 3~ 5 m/ s) , 只有依靠平时完善的防灾减灾之教育训练与规划, 才能使居民能在短短的 10

~ 15min内迅速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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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通过坡地地质灾害与降雨特性的分析, 可以看出台风引致泥石流的发生与台风路径和高强度降雨的雨带位

置有密切关系, 由于台湾地区的泥石流多属水石流与稀性泥石流, 溪沟堆积的土石材料渗透性较高, 因此高强

度降雨是诱发高渗透性泥石流潜势溪流的重要原因。而对崩塌滑坡灾害, 尽管整场降雨期间都可能发生灾害,

但一般来说, 高强度降雨对小规模灾害的影响较大, 而大规模灾害则与较高的累积雨量关系密切。

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 现阶段利用雨量作为预警基准仍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但由于坡地地质灾害的范

围相当广泛, 因此通过雨量监测网来进行预警, 仍具有便利性、实用性及经济性等优点, 特别是大范围区域内

的预警。唯有通过力学的理论分析、工程地质学的调查与气象学的整合研究, 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坡地灾害建立

不同的雨量预警基准, 才能有效提高雨量预警基准预测的准确率, 因此各学科的整合是未来防灾减灾研究工作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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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Hung chou1, YU Yu zhen1, LI Guang xin1, CHEN Tien chien2

(1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 Tsinghua Univer sity , Beij ing 100084,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Pingtung 912 Taiwan, China)

Abstract: Rainfall is the main factor init iating landslide hazards Be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weather forecast technique

many studies use rainfall warning criteria to prevent landslide hazards Unfortunately, it is hard to use in practice owing to the

inaccuracy of forecast, insuff iciency of hazard historical data and uncertainty of ge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landslid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itable rainfall warning criteria should be devel

oped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landslide hazards and pattern of rainfall Moreover, the integrated studies combining geome

chanics,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meteorology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ainfall warning criteria Consequently, the inte

grated studies about mitigation of hazards are the tendency toward hazar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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