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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延續前期研究結果，本研究以麓山帶
軟弱砂岩為樣本空間，探討微組構性質與
岩石力學特性之關係。首先將砂岩岩象影
像資料數位化，配合電腦影像辨識分析，
以精確定量化求出岩石之礦物組成因子及
顆粒幾何因子，建立客觀的判斷標準，改
善以往由於人工計數，可能流於個人主觀
或無法定量之缺點。在獲得砂岩之微組構
因子及由基本物性實驗求得物性因子後，
採用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逐一釐清影響岩
石乾燥單壓強度(UCS)及濕乾強度比(R)之
物性及微組構因子，由分析結果可知，影
響乾燥單壓強度之主要因子為孔隙率，次
要因子為顆粒面積比(GAR)，兩者皆與單壓
強度呈負相關；影響濕乾強度比之主要因
子為顆粒面積比，次要因子為孔隙率，前
者與濕乾強度比呈正相關，後者則與濕乾
強度比負相關。依據迴歸分析結果，本研
究提出一套砂岩力學特性分類，以孔隙率
及顆粒面積比為分類指標，在考慮單壓強
度及濕乾強度比兩項力學性質下，將砂岩
力學特性分為 8 類。藉由此分類方法初步
評估砂岩力學性質，可獲致不錯之結果。 
關鍵詞：軟弱砂岩、岩象因子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correlation of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micro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sandstone was accessed.  
Sandstone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petrographic analysis and nine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mathematical 

functions were developed for estimating 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strength (UCS) and the 
ratio (R) of saturated strength to dry strength 
from the petrographic and petrophysical 
indexes.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the major 
influence factor of UCS is porosity and the 
minor factor is grain area ratio (GAR). 
Otherwise, the major influence factor of R is 
GAR and the minor factor is poros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 mechanical 
classification of foothill sandstone was 
proposed, and sandstones were classified into 
eight kinds based on two index, porosity and 
GAR. 
Keywords: weak sandstone, petrographic 

factors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麓山帶砂岩由於成岩作用時間

短，岩石之膠結及壓密程度不佳，故大部

分強度不高且容易風化。復以台灣多雨

水，既溫且濕的氣候環境，使得風化作用

快速進行，形成大地工程自然之不利因

素。歸納其力學特性包括：(1) 遇水後強

度大幅弱化、(2) 剪應力引致大量體積膨

脹行為以及(3) 顯著的潛變特性。 

對於岩石工程而言，岩石之力學性質

為其主要考慮因素，然而測定岩石之力學

性質常需花大量時間、金錢，且往往由於

實驗樣本不足或不可得，使其力學性質付

之闕如。基於此種理由，若能藉由岩石樣

本之觀察比較，歸納出同類且具有相似力

學性質之岩石，求得其代表性指標，進一

步建立其分類標準，將有助於相關工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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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判斷其力學性質，進而可做為工程施作

應變處置的參考標準。 

鑑於上述原因，本研究嘗試以麓山帶

砂岩為樣本空間，選擇砂岩之基本物理性

質、微組構性質與力學性質進行? 歸分

析，以歸納出影響其力學性質之代表性指

標，並進而建立砂岩力學特性分類。在所

建立之分類中，須注意所採用之指標不可

過於繁複，因為當求取指標之試驗比直接

測定力學性質複雜時，此分類即已喪失其

價值。 
為建立砂岩力學特性分類，首先須釐

清何項微組構性質為岩石力學特性之主要
影響因子，然而目前對於主要影響因子之
選定尚未有定論。以單壓強度為例，根據
以往眾多學者(Bell，1978；Dorbereiner & De 
freitas，1986； Bell et al.，1993；Ulusay et 
al.，1994 及 Bell et al. 1998)對於微組構與砂
岩單壓強度關係之研究，對於何項微組構
性質可作為指標因子尚未有共識。究其原
因可能在於控制岩石力學特性的因子並非
單一，而是由多變因共同影響，因此欲找
出單一因子作為分類指標極為困難。在此
前提下，本研究採用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
逐一釐清影響岩石力學性質之主要因子、
次要因子…，藉由多變量迴歸分析所得結
果，再進一步界定出力學特性分類準則。 
 
三、岩石微觀組構之鑑定與統計 
 

本研究以台灣麓山帶之砂岩為主要對
象，所研究之試體，含括 8 地層 15 種不同
岩性之砂岩(見表一)，岩性包括粗顆粒石英
砂岩、中顆粒石英砂岩、細顆粒雜砂岩及
細顆粒石灰質砂岩，年代涵蓋範圍由漸新
世至上新世。 

針對岩石微觀組構方析，採用偏光顯

微鏡，觀察岩石光學薄片（岩象分析）是

專為礦物鑑定與岩象觀察所發展之傳統方

法，其實用性廣泛、方法簡單、效率高，

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是各項岩石學及礦物學

研究之主要方法之一。然而以往透過岩石

光學薄片觀察礦物組成與堆疊組構，多藉

由肉眼配合計數器與微尺完成量測。此方

法往往流於個人主觀，計數結果亦有所偏

頗。因此為建立客觀標準，在本研究中將

岩象之影像資料數位化，配合電腦影像辨

識分析，以精確定量化求出岩石之礦物組

成、基質含量、顆粒排列及顆粒粒徑分佈。

其分析流程包括以下7個步驟，分別敘述如

下： 

1. 影像擷取：針對本研究每種砂岩，各製

作一光學薄片，之後在每片薄片中選取

5 個位置各拍攝一組影像，一組影像包

含四張影像（如圖一），分別為平行偏

光（open nicols）、正交偏光（cross 
nicols）、加λ波板及反射光影像。 

2. 測量單位定義：本分析流程中，以一微

尺（1mm）影像作為基本測量單位。 

3. 影像增強：此階段中可進行影像疊合

（overlay）步驟，以便後續分析。在這

裏提到的影像疊合（overlay），是指將

平行偏光影像與正交偏光影像（或加λ

波板影像）以半透明疊合。如此可凸顯

正交偏光影像中消光部份之邊緣，有助

於顆粒邊界之判斷。 

4. 物件選取：係將原始影像之像素（pixel）
解析為 RGB 三類組成色，每一顏色再

細分為 256 色階。如此即可對於影像中

相同色階組成之像素進行歸類，來篩選

物件，因此使用者可根據待測物之色彩

特性，來定義物件。 

5. 影像分析與計算：物件選取之後，下一

步驟即是選定所欲求得之物理量，如面

積、周長，角度等。 

6. 數據及圖表輸出：影像處理完成後，所

得之數據可輸出至其他試算表軟體。 

7. 資料分析與統計：輸出資料中之物件，

首先被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完整顆粒、

不完整顆粒、及孔隙三大項。接下來針

對前兩項，即顆粒部份，進行石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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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岩屑、雲母、方解石、不透光礦物

及其他礦物的面積統計，得到岩石之礦

物組成含量，本研究所得之各砂岩礦物

含量如表二所示。 
 
四、砂岩力學特性與物性及微組構因子關
係探討 
 

迴歸分析之目的在於利用一數學函數

來表示獨立變數和依變數間之關係，獨立

變數在本研究中可視為物性、微組構性質

等因子，而依變數所指即為待預測之力學

性質。首先由基本物理性質及微組構性質

中選定數個常用或較易評估之因子，在基

本物性因子部份，選取乾密度、比重(Gs)
及孔隙率(n)三因子；在礦物組成因子中選

定石英(quartz)含量、長石(feldspar)含量及

岩屑(rock fragment)含量等因子；最後在顆

粒幾何因子部份，選定顆粒面積比

(GAR)、平均粒徑(dmean)及形狀參數(FF)等
因子。 

本研究中選擇乾燥單壓強度(UCSdry)
與溼乾強度比(R)二項力學性質作為被預

測之指標。由於岩石在工程應用上的分

類，以岩石材料之單壓強度最為普遍並廣

為接受。以往諸多研究亦常建立岩石單壓

強度與其他力學性質之關係，如基礎承載

力、摩擦角、凝聚力、岩爆發生與否指標

以至於節理面強度等。因此若能建立單壓

強度與物性及微組構因子之關係，將可進

一步應用於更多層面。對於溼乾強度比而

言，其反應遇水弱化之程度，根據前人研

究成果可知，台灣砂岩遇水弱化程度較國

外砂岩更為嚴重，值得工程上注意。以下

為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流程。 

 
4.1 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流程 

本研究所採之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方

法，係參考林銘郎等人(2000)之研究，其

流程圖參見圖二，茲將分析流程敘述如

下，： 

(1) 假設欲探討之力學性質 F 為一多變數

函數，其函數形式表示如下： 

 
       nn xfxfxfxAfF 332211  (1) 

 
其中 A 為一常數，x1…xn 為各物性及微

組構因子。 
(2) 根據上述假設，將蒐集得之砂岩物性及

微組構資料，逐一對所要求之力學性質

F(如單壓強度、變形模數等)進行函數

迴歸，找出相關性最高之因子(相關係

數平方 r2 最大)及函數，此因子及函數

稱為第一級因子 x1 及函數 f1(x1)。 
(3) 以第一級函數 f1(x1)對力學性質 F 進行

正規化後，再以砂岩之物性及微組構資

料，逐一對 F/f1(x1)進行函數迴歸，找

出第二級因子 x2 及函數 f2(x2)。 
(4) 以第二級函數 f2(x2)對力學性質 F 進行

正規化後，重新進行第一級因子 x1 與

力學性質 F 之迴歸，以修正第一級函

數 f1(x1)，並依步驟(2)修正第二級函數

f2(x2)。重覆修正函數 f1(x1)及 f2(x2)，直

至其符合迴歸要求(相關係數平方 r2 趨

於穩定)。 
(5) 依上述步驟，依序求得第 n 級因子 xn

及函數 fn(xn)。經重覆修正函數 f1(x1)…
至 fn(xn)符合迴歸要求後，即完成迴歸

分析。 

 
4.2 砂岩資料之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 

根據上節分析流程，以下首先針對乾

燥單壓強度(UCSdry)，進行多變量階段迴

歸，分析結果顯示乾燥單壓強度(UCSdry)
與孔隙率 (n)及顆粒面積比(GAR)密切相

關。其中孔隙率(n)為主要影響因子，顆粒

面積比(GAR)則為次要影響因子，兩者均

與強度呈一負相關。乾燥單壓強度(UCSdry)
可表示為孔隙率(n)及顆粒面積比(GAR)之
二變數函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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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9119516.3             1065.0

21  (2) 

 
上式A為常數，本研究A =3.516 MPa，

孔隙率(n)範圍介於5.0~25.0%，顆粒面積比

(GAR)範圍介於20~70%間。 
將各組試驗資料之n與GAR代入式(2)

中即可得到回歸之強度。進一步繪製以孔

隙率(n)、顆粒面積比(GAR)及乾燥強度為

座標之三維空間關係（如圖三所示），可

以看出此回歸關係之三維曲面分佈情形。 
如同乾燥單壓強度之多變量階段分析

一般，溼乾強度比(R)與物性及微組構因子

之分析結果如式(3)所示： 

 

GAR
e.

UCSUCSR
n

drysat 




9.119
 050 0159.

 (3) 

式中孔隙率(n)範圍介於 5.0~25.0%，

顆粒面積比(GAR)範圍介於 20~70%間。經

由上述分析可發現溼乾強度比(R)與顆粒面

積比(GAR)及孔隙率(n)密切相關。其中顆

粒面積比(GAR)為主要影響因子，孔隙率(n)
則為次要影響因子，前者與之呈正相關，

後者則呈負相關。繪製以孔隙率(n)、顆粒

面積比(GAR)及溼乾強度比為座標之三維

空間關係，其三維曲面分佈如圖四所示。 
 
五、砂岩力學特性分類 
 

根據上節所得乾燥單壓強度及溼乾強

度比之迴歸關係式，可作為本節砂岩力學

特性分類之基準。首先在單壓強度方面，

將式(2)之迴歸關係式繪於孔隙率(n)及顆

粒面積比 (GAR)等高線平面上如圖五所

示。圖中所示之三曲線分別為25MPa、

50MPa及100MPa之強度等高線，其代表軟

弱岩石 (low strength rock) 與中低岩石

(moderate strength rock)、中低岩石與中強

岩石(medium strength rock)及中強岩石與

強岩石(high strength rock)之界限。由圖中

資料點分佈，可發現大部份均落於分類範

圍中。在溼乾強度比方面，將式(3)之迴歸

關係式繪於孔隙率(n)及顆粒面積比(GAR)
等高線平面上如圖六所示，圖中所示之三

曲線分別為強度比0.5、0.75及1之等高線。

資料點分佈大致符合分類範圍。 
根據上述等高線圖(圖五及圖六)，以

下提出本研究對於麓山帶砂岩之力學特性

分類。根據單壓強度將麓山帶砂岩分為I、

II、III、IV類，其分別代表強岩、中強岩、

中低岩及弱岩。依據溼乾強度比將麓山帶

砂岩分為A及B類，其分界為溼乾強度比為

0.5，其中A類表示遇水弱化不嚴重之岩石

(R>0.5)，B類表示遇水弱化嚴重之岩石

(R<0.5)。若同時考慮單壓強度及濕乾強度

比兩項性質下，可將砂岩力學特性分為8
類(如圖七所示)，圖七中所繪除分類界線

外，尚包含上下限兩線，其中上限界線表

示孔隙加上顆粒含量不得大於100%，下限

界線則表示顆粒含量須大於25%，以茲與

泥岩區分。本研究砂岩試樣之歸類繪於圖

八中。將上述分類結果繪於顆粒-基質-孔
隙三元素圖，如圖九所示。 
 
六、結論 
 

本研究之微組構分析建立了客觀的判

斷標準，改善以往由於人工計數，可能流

於個人主觀或無法定量之缺點。分析結果

並提供豐富的資料，使得後續迴歸分析中

可考量之影響因子更為周延。另外本研究

亦採用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逐一釐清影

響岩石單壓強度及濕乾強度比之物性及微

組構因子。最後則是建立了麓山帶砂岩特

性之分類，以俾工程界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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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研究所探討砂岩及所屬地層 

取樣岩層 砂岩代號 岩 性 

WGS1 粗顆粒白砂岩 五指山層 
(WGS) WGS2 青灰雜砂岩 

MS1 中顆粒白砂岩 

MS2 粗顆粒白砂岩 
木山層 
(MS) 

MS3 細粒砂岩 

TL1 青灰雜砂岩 大寮層 
(TL) TL2 青灰雜砂岩 

石底層 
(ST) ST 青灰雜砂岩 

NK1 石灰質砂岩 

NK2 石灰質砂岩 
南港層 
(NK) 

NK3 青灰雜砂岩 

東坑層 
(TK) TK 黃褐雜砂岩 

SFG1 粗顆粒白砂岩 上福基砂岩 
(SFG) SFG2 白色細粒砂岩 

卓蘭層 
(CL) CL 黃褐雜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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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砂岩之礦物組成統計 

砂岩代號 石 英 長 石 岩 屑 雲 母 方解石 其 他 

WGS1 90.29 0.00 9.71 0.00 0.00 0.00 
WGS2 85.83 0.00 7.18 3.59 0.00 3.40 

MS1 88.02 0.20 10.29 0.56 0.00 0.93 

MS2 90.65 0.24 8.96 0.15 0.00 0.00 

MS3 84.99 2.26 12.23 0.12 0.00 0.40 

TL1 86.47 1.65 9.94 0.27 0.00 1.68 
TL2 87.28 0.72 9.72 0.91 1.00 1.37 

ST 77.68 4.41 12.69 2.58 0.44 2.20 

NK3 90.03 2.31 5.57 0.00 1.03 1.06 

TK 84.54 0.54 12.97 0.61 0.00 1.35 

SFG1 95.59 0.84 2.96 0.20 0.00 0.41 
SFG2 78.41 1.62 8.93 9.63 0.00 1.41 

CL 83.70 1.01 5.53 0.22 8.00 1.53 

 
 

 



 

 
圖二 多變量階段迴歸分析之流程圖 

 

 



 

 

 

 
圖三 孔隙率(n)、顆粒面積比(GAR)及乾燥強度之三維曲面 

 
 
 

 
圖四 孔隙率(n)、顆粒面積比(GAR)及溼乾強度比之三維曲面 



 

 
圖五 孔隙率(n)、顆粒面積比(GAR)及乾燥強度之等高線曲面 

 
 

 
圖六 孔隙率(n)、顆粒面積比(GAR)及溼乾強度比之等高線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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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麓山帶砂岩之力學特性分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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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本研究砂岩之歸類 

 

 
圖九  麓山帶砂岩之力學特性分類(顆粒-基質-孔隙三元素平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