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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用詞與圖形說明

2.1  儀器一般用詞

傾斜儀（Inclinometer）雖在國內廣泛使
用，但因是翻譯名詞，很多不同的名稱，分

別為測傾儀、傾度儀、地中傾斜計，埋設的

傾斜管（casing）也有稱為測傾管、傾度管、
傾斜探管等等。本文採用的中譯名詞為傾斜

儀及傾斜管，進入傾斜管測讀資料的為探測

器（probe），內含雙軸感應器（sensor），介
於上下兩組轉輪（wheels）之間的距離為測
量區間（measurement interval，公制單位為
0.5m），以纜線（cable）將訊號傳輸至資料
記錄器（data mate）儲存。探測器、傾斜
管、纜線及資料記錄器為組成傾斜儀的四大

主要組件。

目前市面常用的探測器均配備雙軸感應

器，其方向的設定以探測器直立狀態而言，如

圖 1(a)，上下兩組轉輪，往上傾斜的轉輪（高
輪）所指的方向稱為 A+（或 A0），反之往下
傾斜的轉輪（低輪）所指的方向稱為 A-（或
A180）。從另一個角度由上往下俯視探測器，
如圖 1(b)，A+的方向順時針往右轉 90度即為
B+（或 B0）方向，B+反向 180度為 B-（或
B180）方向。讀值的正負號與探測器傾斜方向
有關，若往 A+方向傾斜則 A軸的讀值為正，
逆向往 A-方向傾斜則讀值為負，如圖 1(c)。
同樣的，往 B+方向傾斜則 B軸的讀值為正，
往 B-方向傾斜則讀值為負。測量時，將轉輪
順著傾斜管 A方向溝槽中移動，即可同時取得
A軸與 B軸兩個方向的讀值。習慣上是第一趟
測量將探測器之高輪朝向 A+（一般為往下邊
坡之預期滑動方向），置入溝槽，如圖 1(d)，
讀取 A+向與 B+向之資料，第二趟將高輪朝
A-方向，讀取 A-向與 B-向之資料。這樣不同
方 向 重 複 兩 次 的 數 據（doubly redundant 
dataset），對稍後要介紹的誤差判釋及計算具相
當大的效用

2.2  原理與計算

如圖 2，位於探測器內的感應器依傾斜角
度 θ，透過纜線傳輸，將數值呈現於資料紀錄

器。不同廠商有不同的數值呈現方式，以 Slope 
Indicator公司的產品為例，紀錄器顯示的數字
稱為讀值（reading），其值既非角度也不是偏
差，而是 sin θ×K，K = 25000（公制）。

依上述的現場重複兩次但不同方向的測量

後，理論上應得到兩組數值相同而正負號相反

的數據，後續計算將同深度的兩組數據，以加

法及減法的簡單算數方式得到以下數值（以

SINCO公司產品為例）：

各別偏差（incremental deviation）
= L×(A0讀值 −  A180讀值）/ 2K 

檢查總和（checksum）
　　　　=（A0讀值 + A180讀值） 

各別位移（incremental displacement）
　　　　= 本次測讀偏差 −初始測讀偏差

1讀值單位 = 500×(1 − (−1)) / (2×25000) 
　= 0.01mm，即顯示器 1個單位代表 0.01mm

一、前言

最早的傾斜儀出現在 1950年代的美國哈
佛大學，不過外形比較笨重，應該只能算目前

常見型式的前身。1954年在美國加州安裝了第
一支有溝槽的測斜管。1959年，黃銅防水雙軸
探測器正式量產，此時傾斜管安裝深度已可達

150米。1962年，Slope Indicator公司製造出
堅固耐用的移動式探測器，1969年，利用飛彈
導引系統的雙軸力平衡式加速度器，開發出被

稱為 Digitilt®的小直徑探測器，便於攜帶至現
場工作並兼具測讀穩定性，至今都還是市場上

主流的傾斜儀探測器型式。

從傾斜儀開發到商業量產，近幾十年幾乎

已成為測量地表下（或結構物）變形的唯一選

項，也因為現場操作或室內資料處理簡單就能

上手，所以通常只需短時間學習訓練後就能熟

練工作流程，完成內含數據列表及各種圖形的

監測報告。然而，以探測器深入傾斜管測讀的

這種方法，只要有使用過的人都知道存在不少

缺點，包括儀器的成本高（而且探測器有卡在

管裡，拉不上來的風險），現場操作傾斜儀費

時、費力（含纜線的話，整組重量其實還不

輕）且容易出錯（測讀時精神力要集中，不然

可能操作錯誤），僅能夠容忍小的位移量（大

約與傾斜管徑相同，滑動量稍大感應器就可能

無法通過，這支傾斜管就故障報廢）等等。但

不可否認的，若能克服或忍受上述那些缺點，

傾斜儀在調查位移的位置及位移量等，仍具相

當的成效與功用。所以，既然現在監測工作仍

這麼依賴傾斜儀，我們何不好好地發揮它的長

處，將現場情況準確地以測量數據呈現出來，

本篇文章要討論的誤差與修正，是比較少人注

意到但實際上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正因為傾斜儀從現場測讀到室內完成報告

的工作，幾乎有標準流程可遵循，甚至近年來

在套裝軟體的協助下，對傾斜儀構造及分析原

理不太熟悉的人都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工作。看

到如教科書裡的標準位移線型，當然就大筆一

揮，找到滑動面；但若出現一些散亂或不合理

的線形，其中隱含的意義，要說出一番解釋可

就不是人人都會。結果就是常看到與現地實際

狀況相違背的移動變形圖，很明顯的內含未修

正誤差的數據，但仍以此作出錯誤的分析與結

論建議，這樣不僅徒勞與浪費後續的工程手

段，更糟糕的是不能反映出真正位移位置與位

移量，後果自然相當嚴重。這跟上一段說的缺

點比起來，誤差的分析與修正，顯然更加重

要。

本 文 參 照 Mikkelsen（2003） 及 Slope 
Indicator公司網站的內容，從傾斜儀數據的
各種計算方式與圖形，介紹誤差種類及修正

方法，希望能讓相關工作人員，對傾斜儀更

進一步的認識，盡量避免錯誤研判分析的發

生。

傾斜儀的誤差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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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傾斜儀探測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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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 2，經計算過的偏差 = L*sin θ，為當
個測量區間在上、下轉輪之間的水平距離，將

個別偏差持續往上加總計算，最後得到傾斜管

頂部的側向位移距離，即累積偏差（cumulative 
deviation）。將每一個測量區間的累積偏差對應
其所在深度繪出圖形，所得到的圖形稱之為傾

斜管的輪廓（Profile）圖，若感應器軸的調準
（alignment）為絕對垂直，此圖就是傾斜管在
地下實際的外觀形狀。

2.3  傾斜儀偏斜

說到感應器的軸原本是否完全垂直，就必

需先了解甚麼是偏斜（Bias）?把傾斜儀探測器
擺成絕對垂直狀態，此時發現紀錄器的讀值若

不是零，這個數值就是偏斜。探測器的偏斜一

般在剛出廠都能調準至最低，但交到使用者手

中後，因機械或其他因素，偏斜必定會後隨時

間持續或正或負的轉變，直到儀器報廢不用。

一般情況下偏斜均維持固定值，可經由兩次測

讀值相減而刪除，不會對測讀成果產生影響。

但偏斜轉變（bias shift）若發生在同一孔測量
之間，即偏斜值不能維持固定，發生就有可能

造成偏斜無法消除而造成誤差。

檢查總和就是一個很好檢驗偏斜是否發生

轉變的工具，依前面提過的計算式，檢查總合

為同一深度 A0及 A180方向讀值的加總，理
想狀況下（感應軸完全垂直）值應為 0，若有
偏斜存則檢查總和不為 0，但至少維持固定的
值。實際上因傾斜管內 A0及 A180溝槽差異
或探測器在傾斜管中的位置等影響，可能多少

會有些差異，正常範圍大約維持在一個標準偏

差之內（一般狀況下，A軸不超過 10，B軸不
超過 20）。檢查總和與平均值差異太大的讀
值，代表資料品質不良（如圖 3之圓圈記號位
置），如兩趟測讀的深度不同與感應器尚未穩

定即按下輸入鍵等，所以檢查總合為初步評估

量測值品質與隨機錯誤大小的快速方法，應善

加利用。

圖 3  檢查總和應用於資料校核圖 2  傾斜儀組件與計算方式

(a) 累積位移圖  (b) 個別位移圖

圖 4  傾斜儀標準圖形與診斷圖形

(c) 累積位移歷時圖

（f） 檢查總和及檢查總和差異圖(d) 累積偏差圖 （e） 個別偏差圖

將檢查總和統計分析，若平均值發生漂

移，即表示這趟測量（A0或 A180）中間發生
偏斜轉變，而大於正常值的檢查總和，表示偏

斜轉變可能發生 A0和 A180兩次測量之間。
所以一孔的測量分 A0與 A180作兩次，有三
點好處：第一，消除感應器偏斜，第二經由檢

查總和的平均值發現錯誤讀值，第三將隨機誤

差平滑化的功能。

2.4  圖形說明

一般傾斜移監測報告最常見的就是累積位

移（cumulative displacement）圖，為假設傾斜管
最底部為不動參考點（位移值 = 0），然後將個別
位移往上加總所得到。但其實傾斜儀測讀原始資

料或經計算後，至少可繪出 6種以上圖形，如圖
4所示，包含位移分析及研判使用之 3種標準圖
形，誤差分析及修正使用之 3種診斷圖形兩類：

標準圖形： 

 1. 累積位移圖（Cumulative Displacement plot）

 2. 個別位移圖（Incremental Displacement）

 3. 累積位移歷時圖（Cumulative Displacement 
vs Time）

診斷圖形： 

 1. 累積偏差圖（Cumulative Deviation）

 2. 個別偏差圖（Incremental Deviation）

 3. 檢查總和及檢查總和差異（Checksum and 
Difference Checksum）

這裡要特別推薦圖 4(c)的累積位移歷時
圖，相信做過此圖的人都曾遇過，當監測資料

隨時間增加之後，不可能再用累積位移圖將每

一次的監測數據都呈現出來，最多 10次測量之
後，圖面就雜亂不清，甚至連圖例都不知道還

能選甚麼。此時選取具代表深度的累積位移量

對時間作圖，如最大位移的深度或孔口位置

等，也可一張圖同時呈現數條不同深度位置做

比較，無論時間多久，測量數據多少，搭配原

來的累積位移圖（只標出 5條左右即可），即能
清楚的表現出累積位移的位置和量的歷時變化。

三、傾斜儀精度與誤差來源

傾斜儀測讀過程是由許多組件合

力完成的，其中任一環節出現瑕疵，

即有可能造成不良品質的資料。誤差

的可能原因列於表 1，大致上可分為
隨機誤差與系統誤差兩種。隨機誤差

指的是人為或現場狀況不可預期的行

為所造成的誤差，系統誤差則為機械

或現場有規律或常態性出現的誤差。

系統誤差若能找出其變化規律性，可

以使用數學方式將數據修正，但隨機

誤差大概只能靠測讀過程的謹慎操作

與多次測讀後取平均值來降低。

Slope Indicator公司統計 1970年代
中期的大量數據，得出 30公尺傾斜管
（每隔 0.5m測量一次，共 60個讀值）
的保守估計誤差，如圖 5。根據檢查總
和的分布情形，每次測讀的隨機誤差

基本上不會超過±0.16mm，累積的速

表 1   傾斜儀誤差原因

伺服加速器 感應器及轉輪 傳輸纜線 資料紀錄器 傾斜管

1. 偏斜
2. 機械調準

1. 接頭
2. 機械調準
（如導輪轉動靈敏度、
彈簧撐開不無完全等）

1. 標記
2. 空間方位
改變

3. 人為操控

1. 校正
2. 溫度效應

1. 傾斜方向角度
2. 溝槽不平行
3. 彎曲度
4. 回填狀況
5. 接頭狀況
6. 碎屑
7. 位移
8. 溝槽寬度
9. 頂部參考點

圖 5 傾斜儀的整體及隨機誤差（隨機誤差代表最佳準確
度，系統誤差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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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約為測讀次數開根號，意思是隨機誤差並

不是逐次均值的累加，而會隨測讀次數增加而

誤差值逐漸減少。另一方面，系統誤差則會依

次累加，若每一次測讀的系統誤差為 0.11mm，
根據經驗，30m深傾斜管的整體誤差為：

整體誤差 =隨機誤差 +系統誤差

= 0.016* + 0.011*60
= 0.124 + 0.66
= 0.78公分

由圖 5顯示，系統誤差可能會隨測讀次數
增加而變大，但隨機誤差在測讀次數增加後，比

較不受影響而接近固定的值，因此在隨機誤差無

法完全排除的情況下，如何將系統誤差降低就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若能排除全部系統誤差，僅

剩±1.24mm的隨機誤差，這就是 30m傾斜管
準確度的極限。傾斜儀測讀的最基本要求，不外

乎就是良好的準確度，而成果品質要準確到什麼

程度，要視實際需求及預算而定。想達到良好精

度，除了多花一些費用與技術將傾斜管安裝至良

好垂直度（沒有過大曲率）及紮實的孔壁與傾斜

管之間回填（避免傾斜管沉陷變形）外，事後將

誤差修正也是一種重要的替代方法。

系統誤差的種類分為偏斜轉變（bias-
shift）、靈敏度漂移（Sensitivity drift） 、旋轉誤
差（rotation error） 及 深 度 定 位 誤 差（depth-
positioning error）四種，其中前兩項與感應器的
校準有關，如圖 6之 b值與 k值，後兩者則和感
應器的深度定位及傾斜管傾斜狀況與曲率比較有

關係。一旦了解這些誤差的性質後，就可以透過

數據分析方法，修正這些系統誤差。以下分別說

明這四種誤差之成因、特徵與修正方式。

四、偏斜轉變誤差

4.1  偏斜轉變誤差與校正

同一數據組（孔）內發生偏斜一次或一次

以上的轉變，就會發生偏斜誤差。其特徵為累

積位移圖的線形以固定值往上增加，也就是呈

線性向外傾斜。圖 7以個別位移和累積位移的
圖形說明偏斜轉變的類型，配合檢查總和的數

值說明如下 :第一型，檢查總和平均值幾乎固
定，最常發生，也比較容易校正。第二型，檢

查總和轉變過一次，然後呈定值。第三型，檢

查總和改變了二次。

偏斜轉變發生的原因

1. 不當使用：感應器最怕的就是垂直向碰撞，
如由高處重墜落至地面，必然會造成偏斜轉

變。但有時連小碰撞也會產生轉變，如操作

者拉感應器往上時碰撞到滑輪組，或是探測

器下放速度過快以致沖擊到傾斜管內之水面

等，這些都要盡量避免。

2. 暖機漂移：Slope Indicator 的手冊寫明了感
應器放到孔底後，須等 5到 10分鐘，直到
感應器隨水溫調整至穩定後才能往上拉開始

測量。若忽略這個暖機過程，在 5到 10分
鐘內偏斜值就有可能持續發生轉變，繪成圖

形，將看到傾斜管的底部呈現因偏斜轉變產

生的失真位移。

偏斜轉變實例與校正

系統性的偏斜轉變（固定增量）比較容易

校正，依圖形目視校正誤差量（如底部有確定

的不動點，偏差值即為誤差量），或經由位移

值計算出校正值亦可，需注意因 A軸及 B軸
因所屬加速度儀不同，所以校正值也會有所不

同。另外，如果是上述提到因暖機過程（溫度

平衡）造成的偏斜轉變，特別是傾斜管沒有水

的狀況下，轉變的過程屬漸變式，所產生的誤

差值並不固定以致不容易修正。建議這組數據

就直接捨棄不用，因為這不僅需相當多的時間

利用其他數據修正，而且也不一定能將數據修

正成功。

圖 8之監測為期 6年，傾斜管在邊坡破壞
後裝設於海崖後方，圖 8(a)顯示到 1998年之
孔口位移為 20mm，但方向為負，也就是逐漸
往崖的後方移動。因安裝時已知傾斜管底部

（深度 25m以下） 比破壞面深度還要深，確定
進入穩定岩盤區域。很明顯地，圖形位移的方

向與實際情況不吻合，且深度由上到下幾乎呈

直線分布，此穩定岩盤都有位移發生的不合理

成果，需要進一步的檢討。

由 4次測讀之檢查合計分別與初始值比
較，如圖 8(b)之平均值分布，可以明顯的看出

曾經發生過偏斜轉變，利用試誤法修正 -22個
單位，將 25m（已知為穩定）以下的直線位移
消除，得到圖 8(c)之結果。相較於修正前之累
積位移圖形，修正後之成果較能讓一般人接

受，位移為正方向（朝向海崖）的 5mm，岩層
變位量集中在 25m以上之深度。

單只看數據分布型態也能看出一些偏斜轉

變造成失真位移的端倪，若實際發生位移，相

反方向測讀的兩個值，其絕對值都應逐漸增

大，並不會只有單方向變大或減少。根據統

計，個別測量區間的偏斜轉變不會太大，一般

小於 25個單位（0.25mm）。誤差大小與傾斜管
深度的關係函數如圖 9。

4.2  靈敏度漂移

靈敏度漂移發生的機會比較罕見，通常因

為感應器的運算擴大器（op-amp，operational 
amplifier）漂移。一般而言，只有工廠校準才
能發現這個問題，並沒有辦法由儀器外觀或測

讀資料發現，因此使用期間需定期送回原廠校

準（建議每年需校準一次）。靈敏度漂移之誤差

大小正比於讀值大小，也就是傾度越大，誤差

也就會越大，以往經驗曾有誤差達到 1至 2%
的案例，例如 1公尺長的傾斜管，2%漂移就代

圖 6  傾斜儀感應器校準。俯角±30 度範圍內接近似直線 圖 7  偏斜轉變之個別位移與累積位移示意圖 圖 9  因偏斜轉變導致之誤差大小圖 8  發生偏斜轉變未修正圖形，檢查總和及修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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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從垂直算起往測向有 20mm的誤差，對精度
影響相當大，因此定期送驗是相當重要的。

4.3  旋轉誤差與校正

旋轉誤差發生的原因

按照原廠設定的調準，A軸加速器主要在
於測量 A平面的傾斜，但如果 B平面的傾斜量
太大以至於影響到 A軸的測讀，則 A軸所產生
的失真位移即為旋轉誤差。旋轉（rotation）這
裡指的是探測器軸調準（alignment）的改變，
一般雖小於 1度，但已足夠造成明顯的誤差。
如圖 10(a)，旋轉誤差識別的特徵有三項：第一
為累積位移圖形為向上彎曲的線型；第二為交

叉軸（cross-axis，例如量測 A軸，B軸方向為
交叉軸）的累積偏差圖（外觀輪廓圖）呈現明

顯傾斜 8(b)；第三是上述兩個圖形有類似的外
型，表示 A軸的測讀確實受到 B方向傾斜的影
響而產生誤差，如圖 10(a)及圖 10(b)。

旋轉誤差的發生有二個條件，一是傾斜管

安裝時垂直度不佳，往交叉軸方向過度傾斜。

二為初始值建立後感應器軸的調準改變，發生

原因很多，但多數可在平常操作謹慎小心避

免，包括 :轉輪輪軛和軸承磨損（會同時影響
到 A軸與 B軸的讀值）；加速器規受撞擊後
（A軸與 B軸的讀值可能不會同時或等量受影
響）；探測器內部的加速器套件調準改變（例

圖 11以 3-D圖形說明如何利用傾斜管全
長（圖 8之數據）的位移誤差及從垂直算起之
偏差，計算旋轉誤差角（或角度正弦）。經過

計算及修正後，圖 10(a) 3組數據的旋轉誤差，
得到的相對偏心 sin0.45° = 0.0078及 sin1.05° = 
0.0184，修正後得到圖 8(c)。

圖 12為各種俯角及旋轉誤差之量化關係
圖，值得注意的是，調準轉變或旋轉的量都小

於 1度（sin1° = 0.0175），這也說明了當交叉
軸傾斜程度過大，即使是加速器軸旋轉改變的

非常小，都可能受到交叉軸傾斜的影響而產生

明顯的誤差。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知道，傾斜過大的傾斜

管發生旋轉誤差的機率相當高，因此在做資料

分析時若發現出現不合理的累積變位量，就應

該注意到是否有旋轉誤差發生，比對交叉軸之

輪廓圖再做修正。另外，執行相關計畫的傾斜

管都使用同一組儀器測讀，對減少旋轉誤差有

一定的功效。

4.4  深度誤差與校正

深度誤差發生的原因

測讀時的感應器垂直位置若無法每次都固

定在同一點（變動位置大於 6mm，Slope 
Indicator 公司建議值），就會產生深度誤差。圖
13為深度定位誤差圖形的特徵，最後一次的圖
形的位移模式明顯與前幾次不同，且出現垂直

圖 10  不同感應器的旋轉誤差，隔 1小時連續測量所得數據

如常會發生在探測器維修時，將加速器套件拆

除後再重裝）；使用不同支探測器測讀同一傾

斜管也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誤差（因不同探測

器之調準一定不同），如圖 10的試驗。

旋轉誤差實例與修正

圖 10為現場測試的例子，針對同一支位
於地滑區的傾斜管，使用 3支不同的探測器，
間隔 1小時共讀取 3組數據，試驗過程除了感
應器不同，其餘條件相同。第 1支和第 2支分
別對第 3 支比對繪圖，發現最大誤差達
83mm，呈向上彎曲形狀。因為資料在同一天
測讀完成，位移很明顯的都應該是誤差造成

的。而由 B軸的原始剖面線，發現與垂直線偏
離了 4500mm（傾斜管深度 85M）。且從圖形
比對，發現 A軸的位移與 B軸的輪廓圖形非
常相似，旋轉誤差的三個條件都符合，研判發

生旋轉誤差的機率非常高。

傾斜管傾斜和感應器軸旋轉的數學關係，可以

用聯立方程式表示座標的旋轉：

x = x' coxα− y' sinα

y = x' sinα+ y' cosα

x及 y：原座標系統

x'及 y'：旋轉後的座標

α：旋轉角度

圖 11  旋轉誤差為交叉軸傾斜程度的函數 圖 12  旋轉誤差的大小 圖 13  深度誤差的圖形特徵

方向的偏移。深度定位誤差發生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 3點：

1. 纜線參考位置改變，如纜線深度標記移位，
頂部參考點不固定等。

2. 沒有固定使用一條纜線，纜線縮短拉長或經
過維修，使纜線長度改變。

3. 因傾斜管沉陷或底部上浮力所產生的垂直向
彎曲變形（呈波浪狀）

旋轉誤差實例與修正

圖 14(a)舉例說明彎曲率變化大的傾斜管，
因頂部參考點改變所發生誤差的狀況。圖形中，

同一支傾斜管分別測量 3次，每次測 5個讀值，
左邊正常位置，中間測量位置偏低，右邊測量位

置偏高。由圖看出，偏低的位置因為深度往下所

以比正常值產生較多往正方向的位移，偏高的位

置比正常值產生較多往負方向的位移，將偏低與

偏高的位移量累計，繪製成圖 14(b)的累積位移
誤差，可明顯看出深度誤差所造成的位移假象。

而且彎曲度越大的傾斜管，其位移受深度誤差的

影響越大，相對的，比較垂直的傾斜管受影響比

較小。圖 15為 S型的傾斜管（如經過剪裂帶或
傾斜管沉陷） 的深度誤差，但與 J型傾斜管不同
的是，孔口的累積位移回到原點。

深度誤差的識別主要以累積位移圖與個別

偏差圖比對，若這兩幅圖形非常類似，就代表累

積位移可能存在深度誤差。以圖 16(a)為例，數
據來自位於岩石基礎之混凝土壩傾斜管，很明顯

當α很小時，cos α = 1，可簡化方程式。
A軸讀值代表 y，B軸讀值代表 x，

B = B' − A' sinα

A = B' sinα+ A'

重新整理後得到旋轉誤差：

A_軸旋轉誤差 = A' − A = − B' sinαA

B_軸旋轉誤差 = B' − B = A' sinαB

A，B，A'和 B'分別為原始及旋轉後位
置的區間讀值數或是讀值數總和，

sinαA 及 sinαB通常是不太一樣的值，

代表各自加速度器軸的旋轉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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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修正之前的累積位移圖非常不合理，經比對

圖 16(b)，研判其中必定存在深度定位誤差。深
度誤差修正的方法，須利用已知探測器深度位置

的改變，內插得出修正值，關係式如下：

深度定位誤差（depth positioning error，DPE）
= 曲率 *（DPS／測量區間）

曲率（Curvature）：兩個相鄰讀值的差異

DPS = 深度位置改變量 = 與初始深度位置的差
異（正或負）

測量區間 = 0.5m

深度誤差的修正主要依賴曲率與深度位置

改變量兩項參數。曲率指的就是讀值的變化程

度，因為讀值就是代表測量區間的傾斜角度，

也就是曲率越大就表示角度變化越大（如 J型
或 S型傾斜管）。曲率與誤差有直接關係，可
由個別偏差和深度所做之圖觀察，圖 16(b)顯
示傾斜管的曲率隨深度往下而增加，和圖 16(a)
比較，發現這兩幅圖形非常類似，甚至調整比

例後圖形幾乎全等，真正的位移圖形絕對不會

發生這種狀況。

最後終於查明原因是纜線變短，比原本長

度 60m的纜線短少 60mm（深度位置改變量）
所造成的深度誤差。深度位置改變量是另一項

修正深度誤差的重要參數，一定需先查明垂直

定位與初始值差距多少，才能做修正，缺少這

項資料可能花很多時間仍徒勞無功。有這兩樣

參數，由過去很多實際案例，經由如 EXCEL
的試算表可完成誤差的偵測和修正。圖 16(c)
為修正完成之圖形，明顯看到原本存在岩石基

礎的錯誤位移已被消除。

另一個深度誤差的例子為圖 17，傾斜管
並非很直，呈 S型，如 15(b)的個別偏差圖。
未修正前和修正後的累積位移量都呈 S型分布
圖 17(a)，修正完後 S型分布往中央線靠緊一
些。原本深度誤差的原因未知，後來由平均深

度的誤差大約為 0.75呎，推測可能是有沒有使
用固定滑輪組的關係。

結語

把上面說的四種系統誤差稍微整理一下，

如表 2，由成因歸類，前兩項的主因在感應器，
所以探測器的妥善使用與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後

兩項牽扯較廣，纜線、探測器及傾斜管都是造成

誤差的重要原因，減少誤差包括避免探測器碰

撞，盡量使用同一支探測器，纜線（含標記）定

期維護，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傾斜管於安裝時盡量

垂直，並且確實回填，避免因孔壁與傾斜管之間

的空隙有機會使傾斜管產生垂直向的變形（波浪

狀），若經費許可的話，以大口徑的鑽機施工比

較不會有偏孔情形，並以皂土水泥漿回填（視需

要二次補漿），將可得到較好的傾斜管安裝。

傾斜儀問世至今超過 50年，但是除了傳輸
與紀錄儀器的進步外，迄今核心的感應器技術並

沒有太多重大的突破。近幾十年來，地面上遙感

探測技術已大幅精進，相形之下，地面下傾斜儀

的資料品質卻仍有許多無法避免的誤差。專精於

研究傾斜儀誤差的 P. Eric Mikkelsen，甚至語出
驚人地說出「誤差發生的可能性大過於真正位移

的可能性」。在還沒有更好的替代儀器可使用之

前，誤差的識別與修正，對需要持續使用傾斜儀

的相關人員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也期望傾斜儀監

測工作能讓真正專業的人員執行，讓不合理的數

據與圖形不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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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S 型傾斜管深度定位誤差圖 14  J 型傾斜管深度定位誤差

誤差種類 圖形特徵 成因 修正方法 修正難易度

1.偏斜轉變
累積位移圖的線形以固定值往上
增加，即從孔底開始呈線性向外
傾斜。

感應器碰撞
利用圖形目視校正誤
差量，或經由位移量
比較計算出校正值

容易，但若轉變值屬
漸變（暖機漂移）或
不固定，建議這組資
料捨棄不用。

2.靈敏度漂
移

沒有明顯特徵 感應器的運算擴大器漂移 定期送回原廠校準 容易

3. 旋轉誤差
與校正

(1) 累積位移圖形為向上彎曲的線
形

(2) 交叉軸的累積偏差圖呈現明顯
傾斜

(3) 上述兩個圖形之外形類似

(1) 傾斜管安裝時垂直度不佳，往交叉軸方向
過度傾斜

(2) 初始值建立後，感應器軸調準的改變
(3) 使用不同探測器

利用傾斜管全長的位
移誤差及從垂直算起
之偏差，計算旋轉誤
差角（或角度正弦）

較困難

4. 深度誤差
與校正

累積位移圖與個別偏差圖之圖形
非常類似

(1) 纜線參考位置改變
(2) 不固定使用同一條纜線，或纜線長度改變
(3) 傾斜管之垂直向彎曲變形

利用曲率與深度位置
改變量之兩項參數

較困難，無深度位置
改變量則建議捨棄這
組資料。

表 2  系統誤差種類、特徵、成因與修正方法整理表

圖 16  深度定位誤差識別及修正（一） 圖 17  深度定位誤差識別及修正（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