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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橋梁工程師，承包商和橋管單位而言，發展未知橋梁下部結構的合適且

有效檢測模式，是當前橋梁維護管理的關鍵議題。在本文中，引入基礎檢測策

略，檢測感潮河段橋梁基礎深度，地電阻影像可先提供廣域之地質與基礎電阻分

布資料，接續使用超震法檢測較精確估算基礎深度，當該兩種檢測技術協力應用

於橋梁基礎檢測，利用個別檢測的特性與優勢，可達成截長補短之功效。感潮河

段河床土壤中鹽度相對較高，削弱水上地電阻影像判釋能力，對於橋幅較窄的橋

梁影響明顯，需審慎使用水上地電阻影像技術 

 

Abstract 

Developing an appropriate and efficient inspection pattern on the unknown bridge 

substructure information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bridge engineers, contractors, and bridge 

agencies. In this paper, an inspection strategy wa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the foundation 

depths of two in-service bridges crossing a tidal reach river. 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inspection provided the overall interface between bridge substructure and 

surrounding soft soils. The ultra-seismic inspection provided more inform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depths of the substructures. The entire set of investigations presented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conclusiveness in determining the foundation depths when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testing methods are corroborated with appropriate analysis. The 

ability of 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with salinity in 

the riverbed on narrow bridge widths. 

 

壹、前言 

橋梁安全與管理和維護狀況密切相關。臺灣橋梁管理資訊系統(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TBMS)提供橋管單位橋梁管理系統，納入橋梁基本資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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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檢測評估，維修紀錄等橋梁資訊。中央單位因經費、人力與素質較為充裕，轄

屬橋梁資料在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較為完備，而地方政府所屬橋梁計有1萬7千餘

座，橋數佔全國總橋數達6成以上，然地方政府轄管橋梁年代多較久遠、設計資

料遺失或未存檔，橋梁基本資料並不完善，橋梁上部結構系統可由定期或特別檢

測補齊，然而下部結構系統基礎資料卻常呈現空缺狀態；益以橋梁設計標準與施

工品質參差不齊，可預期老舊橋梁在耐震或耐洪之安全疑慮較高；政府對於橋梁

改善的預算分配決策，與了解橋梁現況密切相關，故橋梁下部結構調查與資料補

齊有其必要性。 

數種非破壞檢測或地球物理方法可用於調查於知橋梁基礎[1-4]，相關技術包

括：音波回波法，脈衝反應法，跨孔音波斷面影像法，超震法，平行地震法，井

下透地雷達和地電阻影像等方式。人們可使用不同的檢測方法取得完整的下部結

構資料，然而可能付出極大的成本、人力需求，以及耗時工作量。美國土木工程

師學會大地深基礎委員會(2000)[5]建議：針對基礎進行二次檢測，且兩種檢測方

法也獲得相同的結果，即可確認基礎深度。 

基於此一概念，在實務上已發展出兼顧效率和經濟的檢測策略，並實際應用

於臺灣淺基礎和沈箱基礎橋梁的深度探測，此一基礎檢測策略包括：(1)第一階段

應用地電阻影像描繪橋址周遭的地質與基礎電阻分布資料，用以估定大範圍地層

特性，再利用地質材料與橋梁基礎之材料差異，應用電阻率與材料對應關係、幾

何形狀與分布等配搭技術，分辨基礎與地層(黏土/砂土/礫石/岩石等材質)兩類，

可初步辨識基礎型式與深度，取得基礎深度粗估資料；(2)第二階段集中鎖定於橋

梁基礎本身，引入較精細超震法檢測技術，有效提升基礎深度判釋精度。本文係

應用於感潮河段的樁柱式橋梁基礎檢測，需考慮淡鹹水對地電阻影像判釋結果的

影響。 

 

貳、檢測技術概述 

一、地電阻影像 

地電阻影像通常用於識別地層、斷層、地下污染物、洞穴、礦藏、埋藏層或

滑坡滑動面。探測方式係由一對電流電極在目標區域周圍形成人工電場，另一對

電極用於測量地電位差。由黏土、砂土和岩石組成的沉積物，相對具較高的電阻

率；水、污染物或金屬通常形成低電阻率區域。最常用的陣列配置是三極法或雙

偶極法。 

圖1顯示典型的地電阻影像圖，其電阻率值在未知橋基礎周圍從500變化至小

於1歐姆×公尺，由礫石和岩石組成的沉積物對應於較高的電阻率值(大於150歐姆×

公尺)，通常以暖色系的粉紅色，紅色，橙色或黃色區域呈現；橋梁基礎內含鋼筋，

通常形成相對低電阻率區域，通常以寒色系的淺藍色和灰色陰影呈現。在該二維

地電阻影像剖面中，基礎類型被識別為淺基礎，其深度達至地表下6.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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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未知橋梁基礎檢測的地電阻影像圖 

 

表1為岩石、土壤和水的典型電阻率範圍，其中岩石通常具有相對較高的電阻

率，土壤隨含水量的變化有較寬的電阻率範圍，淡水的電阻率範圍通常與土壤的

電阻率範圍重疊。而海水為一更良好的傳導介質，與土壤和岩石的電阻率相比，

顯示出更低的電阻率。此外，現地視電阻率受礦物組成、粒度、礦物型式、含水

量、離子濃度，以及異狀(例如：管線，地下結構，橋梁基礎或空洞)[6]影響甚

鉅。 

 

表 1  一般岩石、土壤和水的典型電阻率範圍[6] 

材料 電阻率 (歐姆×公尺) 

岩石  

花崗岩 5×10
3
–10

6
 

板岩 6×10
2
–4×10

7
 

大理岩 10
2
–2.5×10

8
 

砂岩 8–4×10
3
 

頁岩 20–2×10
3
 

石灰岩 50–4×10
2
 

土壤  

黏土 5×10
3
–2×10

4
 

砂土(乾) 2×10
2
–10

3
 

砂土(飽和) 2×10
4
–8×10

4
 

礫石(乾) 1–100 

礫石(飽和) 10
3
–5×10

3
 

沉積層 10–800 

水  

地下水(淡水) 10–100 

海水 0.2 

 

地電阻影像的探測深度和解析度取決於電極間距和佈線長度。電極間距越

小，影像解析度越高，但探測深度越淺；反之，電極間距越大，影像解析度越

低，但探測深度更深。探測深度和現場特性決定可選擇的電極間距。若是現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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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許可，建議最佳佈線長度為基礎深度的1.5~2倍。 

對比其他相關檢測技術在水上檢測的不便與限制，地電阻影像技術可進行水

下結構探測，調查者透過水面擺設電極棒，所涉及的工作量相對較小，可更靈活

地取得水下結構物狀態。有兩種水上地電阻影像檢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調查者

將電極棒依間距綁於電纜線上，一端由橋面版下懸至水面，並將電纜線一端固定

於河岸或河道的竹竿，地電阻設備置放於橋面版上，進行水上地電阻影像的量

測；第二種方式為調查者和地電阻設備置放於檢測船上，並在上游側拖曳裝設電

極棒的電纜線，進行水上地電阻影像的量測。 

 

二、超震法檢測 

超震法檢測通常於外露橋墩或橋台側邊，依線型垂直佈設多個等間距的接收

器，通常擺設間距多在0.2~0.5公尺之間，再利用重鎚錘擊於橋墩表面(圖2)，錘擊

震源點可選擇於待測基礎的頂部或底部，產生小型的人造震波，震波集錄系統以

多波道、三個方向(垂直及二個水平方向)受波器為佳，可同時集錄縱波、剪力

波，以及表面波等波列；當震波向外傳遞，應力波於橋梁基礎材料(通常為鋼筋混

凝土)與地層(砂土/黏土/礫石/岩盤等)界面，因材料音阻抗不同，產生反射波列計

算傳遞波速，並辨識直達波列與反射波列，以推算反射波列起始位置，藉此推估

橋梁基礎深度。與地電阻影像方法相比，超震法檢測顯示相對較好的基礎深度解

析度。 

 
圖 2超震法檢測基礎深度示意圖 

 

參、案例分析 

一、雙橋概述 

本案例包括兩座預力混凝土橋(分別稱為甲橋與乙橋)，雙橋皆斜跨於45公尺寬

的感潮帶的排水溝，雙橋位置距離出海口約2公里，其中甲橋位於下游側，為一雙

車道雙跨的產業道路橋，平均橋長51公尺，平均橋寬約8公尺，單墩落於排水溝中

央(如圖3所示)；乙橋位於上游側距甲橋約35公尺，為四車道雙跨的公路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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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寬約34公尺，平均橋長53公尺，亦單墩落於河道中央(如圖4所示)，因河床地層

為軟弱黏土與粉砂質砂土，故雙橋落墩係採用樁柱式基礎設計，墩柱位於感潮河

段，多數時間墩柱本體均沒於水面下，滿潮位僅餘墩帽於水面上，低潮位墩柱僅

些微出露於水面上，滿潮位僅留墩帽於水面上，低潮位墩柱僅些微出露於水面

上，為避免墩柱基礎受到潮水沖刷，於墩柱四周堆放施工棄石。 

 

 
圖 3 甲橋上游側全景照片 

 

 
圖 4 乙橋下游側全景照片 

 

甲橋橋墩為兩根直徑1.5公尺長度31.8公尺的場鑄樁組成，墩帽高度1.8公尺、

厚度2.2公尺；乙橋橋墩設計尺寸：由7根直徑1.5公尺、長度32.32公尺的場鑄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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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樁組成，墩帽高度亦為1.8公尺、厚度2.2公尺。實驗當日潮位接近低潮位，樁柱

出露水面高度約0.6公尺。 

 

二、水上地電阻影像 

圖 5與圖 6為水上地電阻影像量測照片，測線平行於水流方向安放，並儘量與

樁柱距離保持 0.5公尺，總測量長度為 150公尺長，該測線係由兩段電纜線構成，

一條綁附電極棒的電纜線從甲橋橋面版垂放至河道面，以漁船拖至河道下游側，

並將電纜線端固定於竹子上，另一條綁附電極棒的電纜線，亦由甲橋橋面版垂放

至河道面，以漁船穿越乙橋，拖至河道上游側，並將電纜線端固定於竹子上。所

有電極棒均以空塑膠瓶繫住，以保持漂浮在水面附近，電極間距為 3 公尺，兩段

電纜線均連接於甲橋上的地電阻儀器。 

 
圖 5 水上地電阻影像測線穿越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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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水上地電阻影像測線穿越乙橋 

 

圖7為雙橋水上地電阻三極模式檢測影像，圖中標示雙橋位置，可探測深度達

45公尺，影像中可見兩個相當低電阻率的等值線封閉區間，以灰色、深藍色和淺

藍色呈現，位於兩個座過河橋正下方，並標記為虛線矩形，這代表存在相對高含

量的鋼筋位置。從理論上而言，虛線矩形的底部可視為基樁底部。甲橋基樁深度

判釋成10公尺，遠短於其設計長度31.8公尺，此一現象可能受到流動感潮河段鹽分

影響，反覆沖刷和沈積削弱了感潮河道中鹽水，土壤和基樁的界面。在較淺層河

道上含鹽材料，掩蓋了相對較深基樁的電阻特性的探測，導致未能識別甲橋的基

樁深度。乙橋基樁深度判釋為30.0±3.0公尺，與設計長度32.32公尺相近，水上地電

阻影像可明確判釋出基樁深度。 
 

 
圖 7 雙橋水上地電阻影像剖面 

 

綜合水上地電阻影像結果：在感潮河段，甲橋與乙橋的基樁長度約莫相近，

橋址距海口位置亦相仿，甲橋的橋幅約為乙橋的橋幅的25%，此一變化即造成水上

地電阻影像的失真，使得橋幅較窄的橋，因其基樁地電阻特性容易受淺層含鹽材

料所遮蔽，以致電場被侷限於淺層含鹽材料上，無法反映深層低電阻特性，故在

感潮河段，對於橋幅較窄的橋，需審慎考量水上地電阻影像的效能。 

 

三、超震法檢測 

如圖 8與圖 9所示，以墩帽頂部為參考原點，採用互易原理施作改良式超震法

探測，將不同類型之地音器裝設於墩帽頂部，多顆地音器採三軸向量測擺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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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墩帽頂部作業空間過狹，僅能於墩帽側邊，採垂直向每隔 20公分逐點側向

敲擊墩帽，直至水面處附近，再利用多波道震波集錄系統加以紀錄敲擊反應。 

 
圖 8 甲橋超震法檢測照片 

 

 
圖 9 乙橋超震法檢測照片 

 

甲橋 P1 墩柱的現地超震法檢測結果，繪成圖 10 的震波序列記錄圖，側向敲

擊於高度 1.8 公尺的墩帽上，每隔 20 公分敲擊一下，計敲擊 10 次，有 10 筆波形

紀錄，其視波速為 1,818 m/sec，由波形序列影像推算，扣除掉墩帽高度，墩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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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含沒水段和入埋段之深度)為 29.9±0.4 公尺，其探知樁柱長度範圍與設計長度

31.8公尺相接近。 

 
圖 10. 甲橋超震法震波序列記錄圖 

 

乙橋 P1 墩柱現地超震法檢測結果，繪成圖 11 的震波序列記錄圖，側向敲擊

於高度 1.8 公尺的墩帽上，每隔 20 公分敲擊一下，計敲擊 10 次，有 10 筆波形紀

錄，其視波速為 1,928 m/sec，由波形序列影像推算(即直達波與反射波 2)，扣除掉

墩帽高度 1.8公尺，墩柱長度(含沒水段和入埋段之深度)為 31.4±0.4公尺，其探知

樁柱長度範圍與設計長度 32.32 公尺相接近。再者，另有一較強反射源(反射波

1)，由波形序列影像推算，其反射深度為 15.3 公尺，若考慮感測器安裝於墩帽，

墩帽長度約 15.5公尺，極可能為墩帽塊體所造成之共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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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乙橋超震法震波序列記錄圖 

 

四、綜合研判 

甲橋 P1墩柱長度之檢測綜合結果如表 2所示，水上地電阻影像因地層受潮汐

海水低電阻率影響，僅能判釋樁長為 10公尺，無法分辨樁柱與地層之分界，基礎

與地層間電性特徵差異不明顯；超震法檢測結果顯示樁長預測平均誤差為 6%。 

 

表 2 甲橋墩柱長度之判釋成果表 

檢測方法 檢測深度(m) 與設計樁長相比 

水上地電阻影像 
<10±3.0 

正確深度無法判釋 

地層受海水低電阻率影響，基礎與地

層間電性特徵差異不明顯 

超震法檢測 29.9±0.4 平均誤差為 6.0% 

 

乙橋 P1墩柱長度之檢測綜合結果如表 3所示，水上地電阻影像與超震法檢測

結果相仿；水上地電阻影像因地層受潮汐海水低電阻率影響，應用等值視電阻線

分辨樁柱與地層之分界，勉為估算樁柱長度，樁長預測平均誤差為 3.8%；超震法

檢測結果顯示樁長預測平均誤差為 3%，略優於水上地電阻影像檢測。 

 

表 3 乙橋墩柱長度之判釋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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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 檢測深度(m) 與設計樁長相比 

水上地電阻影像 30.0±3.0 

地層受海水低電阻率影響，基礎與與地層間

電性特徵差異小(墩帽底部高於水面 0.6 公

尺)，平均誤差為 3.8% 

超震法檢測 31.4±0.4 平均誤差為 3.0% 

 

肆、結論 

應用實務上發展的基礎檢測策略，包括：(1)地電阻影像初步辨識基礎型式與

深度，以及(2)超震法檢測提供相對較好的基礎深度解析度，進行感潮河段的樁柱

式橋梁基礎檢測，並考慮鹹水對地電阻影像判釋結果之影響。檢測結論如下：(1)

整體調查顯示：使用基礎檢測策略，當適當地綜合使用此兩種檢測方法，可有效

地確認基礎深度。(2)感潮河段河床土壤中鹽度相對較高，削弱水上地電阻影像判

釋能力，橋幅較窄的基樁，因其地電阻特性容易受淺層含鹽材料所遮蔽，無法反

映較深層低電阻特性，估計深度短於設計長度，故在感潮河段，對於橋幅較窄的

橋，需審慎使用水上地電阻影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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