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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頻電磁波探勘原理---遵循大地截頻定律，遵守電磁場的能量衰減模式

f0 : 截止頻率
H: 某深度岩體
തρ: 平均電磁電阻率
𝛔𝟐 : 相對地應力
A為野外測試(280)常數
K為常數(9.4*105)

 以截頻方式截取由地下反射上來的某一頻段的電磁波，

解算的是截止頻率與能量的換算關係(E=hν)

 不同深度會反射與輻射特定頻段電磁波

 電位差、反射係數、視電阻率等參數代表著某一深度的

地下物性綜合結果

 可由視電阻率→轉換→相對地應力:用以描繪物體應力應

變分佈的分佈情形(光彈效應)。光彈性法對於描繪複雜

幾何結構以及複雜載荷下的物體的應力應變尤其有效，

即使對於(地質體)材料的斷裂處如落盤、隧道變形等現

地測量(in situ)也能夠評估相對準確的應力分佈圖像。

ഥ𝛒 𝛔(視電阻率) (相對地應力)↹

一、地勘理論



物質的電性多解性



多←------------ H2O%   -------------→少

1. 判釋方法(逐步收斂、確認)
電阻率區間分類

(管線物性-電阻大包絡電組小)

影像過濾
(形狀-管徑)

建立探測範圍之
兩垂直剖面電性圖

管內
2. 物質的多解性(1種量值-可能對應-多種物質)

 一根砂岩岩心在自然實體的認知是砂岩，但若因含水%、受壓
的差異，則電阻率就不盡唯一，而是一範圍的值域

 同樣的，管壁與周圍回填土體的電性物理性質接近，亦會造成
多解性的混淆、困擾，需藉由經驗判是協助判斷埋深、管徑大
小等等合理之邏輯來確認。



低頻電磁波探勘儀器有別於傳統技術

被動源法，工作頻段低，穿透性高

儀器遮罩效果佳、方向性穩定

非破壞式，不受人為結構及地形影響

速度快、成本低，有效篩選熱點區

提交報告週期短

可執行大範圍前導型快篩-細部加密

探勘-週期性監測與檢核資訊建立



二、地勘技術應用

在台灣已有探勘經驗

1.地下管線

2.地下水

3.地下地質結構

4.地下廢棄物掩埋

5.土壤與道路含水量

6.坑洞探測

7.崩坍滑動面

8.水下探測

正在測試的地勘項目
1.建物健檢

大陸已探勘項目
1.礦物探測

有潛力發展的探勘項目
1.考古探測
2.隧道地質探測
3.寶藏探測
4.沈船



探勘的實務計畫

a) 2017-2018，臺北市地下管線探勘。與道路下陷探勘

b) 2018，水利署彰化縣地層下陷、礁溪溫泉探勘

c) 2017，水利署伏流水、與越域引水到隧道探勘

d) 2017-2018，六都中的高雄、台南、台中市的地下管線探勘（試探）

e) 2018，工業局、台電、公路總局地下管線探勘

f) 2018，臺北市自來水處的自來水管線（漏水）探勘

g) 2017，臺北市大地工程處崩坍探勘

h) 2017，環保署高雄旗山爐渣廢棄掩埋探勘



i) 2017，臺北市捷運漏水探勘

j) 2017，台鐵截彎取直地質探勘

k) 2017，台水基隆水下管線探勘

l) 桂林探勘500公頃園區地下水與溶洞

m) 台台鐵鐵路蓋到煤礦區探勘

n) 2015-2018，各地區溫泉探勘



三.礦產探勘的程序



過去探勘成功機率很小，成功探勘的費用很昂貴
發現礦床之機率只有 1/10-1/100
全球最大的 24 個採礦公司約用了陸億陸仟伍佰萬美元
於探勘及探礦費用上,相當於每個重要礦體之探勘費用
為兩億玖仟萬美元

 找尋礦床有如在稻草堆中找根針一般，其成功的機率很小。基本來說礦物、礦床是
地質異常現象，而礦體更是自然界中稀有之現象。在西加拿大從礦床演變成礦場的
機率為 1000 分之一, 而每個礦床之發現所需的經費約為參仟萬美元左右。 Kruger 

估計每個探勘計劃發現礦床之機率只有 1/10。而 Cook 則認為其機率為 1/100 , 而
且所發現的礦床中, 只有 1/15 成為高利潤之礦場。在 1982 年，全球最大的 24 個
採礦公司約用了陸億陸仟伍佰萬美元於探勘及探礦費用上。而依長期估計, 每年只
有 2.3 個重要非煤礦體之發現。相當於每個重要礦體之探勘費用為兩億玖仟萬美元

 地物探礦方法之及順序,和其適用位置。因此有些適用於探礦(空中、地面), 而有些適
用於探勘(地面或地下)。一般來說,最經濟的方法是同時在空中進行 多種測量, 然後
再於地面上用他種合適的方法進行探礦。遙測(Remote Sensing):可用於空中及地
面,磁力、電磁波及放射性:可用於空中及地面。震測、重力以及電力法:用於地面及
地下。



儀器的信度檢測
同一地點重複不同時間的探勘比對
（具有高相關性）



探勘單點相當於一個鑽孔資料

一系列的探勘點可以形成地質剖面，可用此地電阻判釋地質的組成與結構



規劃探測計畫（設計探測線與測點分佈）
現在uav的自動飛行航線

傳統探勘線



判釋：對照已知鑽井資料可以劃分地層時代與確定岩性層
鑽孔自然電位曲線和SYT探測曲線對比圖



地層內礦床（產狀）的地電阻特徵

（找到石油的地電阻歸屬函數、較一般地層地電阻較低再考慮其他的PATTERN的特徵）



水體單元-水團（可轉化為礦脈單元）

• 顏色相同代表為同一水團，可見大部份的水團分佈
在地表以下30~40m處，應為下雨所致。

• 更深層之地下水為不連續之水體，且水的含量偏少。



判釋：每一條測線分析礦床判釋剖面分佈圖



分析：地應力分析，如，礦床壓裂效果追蹤



偵測各測線計算各礦床含量高低的均數剖面圖



分析繪製探勘礦床剖面分佈圖



驗證：地質鑽探資料驗證物探資料的正確性
誤差在10ｍ之內、平均約在2-3ｍ誤差範圍內



四、礦產探勘的實務案例

（一）礦產探勘

1.煤礦

2.其他金屬礦

3.石油礦

（二）地熱探勘

（三）地下水探勘

（四）地質構造與水土保持探勘

（五）地下坑洞探看（老礦坑）

(六)水下的礦區探勘

（七）山崩與地震前兆偵測（潛在礦災前兆）



（一）礦產探勘

1.煤礦

2.其他金屬礦

3.石油礦



1.煤礦：
北宜直鐵廢棄煤礦探勘，找出工程潛在災害物質---採掘跡



Case B: test group

BH-b

b1b2b3

Depth   Resistivity          RankDepth   Resistivity  Depth   Resistivity  

prospected had done before drilled



b1 b3

b1 b2 b3

？

Surfer mapping showed---Shape + Electric property !!



downward to the 50m depth

Coal-bearing laminations !!



2.其他金屬礦

 1)四川赤鐵礦礦脈

 2)四川磁鐵礦

 3)福建金屬礦體

 4)內蒙金屬礦體(鉛銅)

 5)內蒙錫林浩特鉛鋅礦

 6)湖南黃貓頭金礦

 7)河北豐寧縣金礦

 8)磁鐵礦中探測含金礦脈



找礦的兩個判釋條件

歸納礦脈的地電阻的值域範圍與特徵

各種礦是不同的礦物與圍岩形成地電阻的特殊值域（要產
生大數據來歸納，需要在實驗室中取得數據、或實證探勘
中取的數據）、與PATTERN



2.礦脈的存在

有時礦脈會分岔

連接所有的可能礦測點的連線，形成脈狀則可能是礦脈。礦物：在地表附近的氧化帶中，
礦脈因受風化作用，脈石常分解生成許多黏土及其他次生礦物，形成黏土脈

若高密度探勘，則可你連接STANDS來判定形狀是否為狹長型的STANDS則為礦脈，有時
礦脈會分岔



金瓜石的金礦是以淺溫熱水裂縫填充礦體，
多呈現脈狀、金銅礦礦筒」以及「金包

 熱水礦液在金瓜石地區所形成的礦體可以分為三種：
「金（銅）礦礦脈」、「金銅礦礦筒」以及「金包」

 金（銅）礦礦脈指的是呈「脈型」的片狀礦體，簡稱
「金脈」。九份－金瓜石地區大部份的金礦礦體都屬於
此型。以下將細分為「脈型金礦體」和「脈型金銅礦
體」，●分佈：九份潛伏安山岩體、新山安出岩體以及
武丹山石英安山岩體的中間或其周圍的沈積岩中。因此
有些學者又將其細分為「九份系礦體」、「新山系礦體」
與「武丹山系礦體」。

 ●成因：全都屬於「淺溫熱水裂縫填充礦體」，是
較低溫的熱水礦液沿斷層或裂隙流動，黃金及伴生的礦
物沈澱充填其中而形成的脈狀礦體。

 ●規模大小：礦體呈脈型，礦脈的大小變化甚大，
厚者1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長者走向可延長達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

 ●黃金的產狀：以出產自然金或銀金為主。金的顆
粒粗大，一般以肉眼即可辨



 本山礦脈是金瓜石地區最大的脈
型金銅礦體，南北長二公里，垂
直延伸也有700公尺以上



脈型金銅礦體
約10公尺，平均寬約2至3公尺
礦體最寬處可達百米以上。脈長最長者可達二公里多

 ●分佈：在本山石英安山岩及其附近的沈積岩中。

 ●成因：也是類似脈狀金礦體的熱水裂隙充填礦體。但此型礦體在礦脈旁的岩石，也常受礦液滲
透而沈澱出有足夠開採價值的黃金，形成所謂「浸染型礦石」。此型礦體的生成溫度一般相信較脈型
金礦體來的高，大約可達中溫甚而深溫礦床的溫度，即攝氏500度左右。

 ●規模大小：礦體也是呈脈狀，但是規模一般較九份等地的金脈要大。中心裂縫填充的部份最寬
約10公尺，平均寬約2至3公尺，而礦體中心附近通常具有明顯的矽化帶，外圍則有黏土化帶。

 這些矽化或黏土化的圍岩也經常浸染了足夠經濟開採品位的黃金，將它們計算在內的話，則礦體
最寬處可達百米以上。脈長最長者可達二公里多，短的也多在數百公尺左右。

 「本山本脈」是此型礦體中最大者，它的垂直分佈從以前海拔600餘公尺大金瓜頂，延伸到海平
面以下130公尺仍未終止，越過700公尺。

 ●黃金的產狀：各處含金量比較均勻，但不見有如上述脈型金礦體之大塊自然金，其產狀及性質
顯然不同。



角礫岩礦筒
直徑約數公尺至20公尺左右
長度約30至130公尺，寬度約5至50公尺

 分佈：金瓜石礦區東邊發育有許多重要的角礫岩礦筒，大約呈北10度東之帶狀分佈，
主要賦生在南港層之砂、頁岩中。

 ●成因：角礫岩礦筒是由地下高溫熱液所產生的壓力向上爆破岩層形成的（詳
細成因請見本期第四篇），因此內部主要有破碎的岩石角礫，通常也受到強烈的矽
化作用。

 ●規模大小：礦筒本身垂直高度從200至700公尺都有，直徑約數公尺至20公尺
左右。礦筒及其邊緣之礦化帶常形成南北向長橢圓狀，長度約30至130公尺，寬度
約5至50公尺。

 ●黃金的產狀：以自然金產出，顆粒通常非常細小，主要浸染在岩石中或含在
其他礦物中。



金包
金瓜石有許多金礦體都是以「富礦體」產出，俗「金包」直徑一
般只有幾公尺，長度也只有十餘公尺至數十公尺

 規模大小：金包的礦體體積很小，直徑一般只有幾公尺，長度也只有十餘公尺至數
十公尺。

 ●黃金的產狀；比起其他礦體，金包礦體體積雖然很小，其含金品位卻極高。
據許多資深礦工描述，富者在一碗礦砂中便可洗出近半碗的黃金，一個「金包」通
常便可生產一噸或更多的金子。

林朝棨和譚立平教授都曾指出金瓜石的金礦可能有四分之三是由這種富礦體生
產的。然而這種「金包」由於體積很小，且生成地點較不規則，因此非常不容易探
勘，以前找到的「金包」大都是挖礦中「不小心」碰到的



在磁鐵礦中探測含金礦脈的埋深與厚度





在四川打鑽驗證的赤鐵礦礦脈充分說明物探成果與鑽探的相似性



在東北探測有一定傾角磁鐵礦體剖面圖



在東北探測磁鐵礦體剖面圖



在福建探測金屬礦體剖面圖



在內蒙探測金屬礦(鉛銅)剖面圖



在內蒙錫林浩特探測鉛鋅礦的過程和驗證情況



湖南黃貓頭礦SYT法探測可疑含金礦化異
常帶經打鑽驗證剖面圖



在承德探測金礦的剖面圖



3.石油
(探勘的實務案例)

1.中原油田

2.大慶採油七探測

3.陝北勞山-川口探區

4.子長油礦舊井油層

5.子北油礦2013油井

6.大港油田

7.南黃海0-3360m深度段



台灣油氣田

 台灣油氣探勘始於清朝時期，日本人據台時期，為其戰爭的需求，認真在台灣西部經營，生產天然氣，
但氣量不大。台灣光復後，中油公司除了發現鐵砧山氣田外，經多年努力在台灣中、北部地區先後鑽
獲錦水及出磺坑兩個舊有油氣田的深層油氣，並發現鐵砧山、青草湖、崎頂、寶山、白沙屯、永和山、
八掌溪、新營，以及新竹海域長康、高雄外海F構造等油氣田，成果輝煌

 經過逾半世紀油氣探勘與開發，中油於國內陸上鑽探了四百多口井，最深的是1983年寶山11號井，
鑽達地面下5,863公尺。探勘成果以天然氣為主，伴生凝結油，原油甚少。目前陸上生產中的油氣田
有錦水、鐵砧山、出磺坑、青草湖、永和山、新營、八掌溪、白沙屯等，都分布在台灣島的西部，其
中以苗栗的鐵砧山、出磺坑兩氣田最為重要，自1959年起到2016年中，累計自產天然氣逾500億立
方公尺及凝結油約500萬公秉。

 中油公司油氣生產全盛期最高日產天然氣達五百餘萬立方公尺，年產量接近20億立方公尺。

 台灣現有的陸上油氣井及生產設備分布於新竹的青草湖、苗栗的鐵砧山、錦水（含永和山）、出磺坑
（含新隆、北寮），以及台南的官田等油氣田，目前年產天然氣近4億立方公尺，伴產凝結油近萬公
秉。

 台灣海域方面，自1970年開始探勘新竹外海長康油氣田，1987投入生產，至1995年結束，總共生產
天然氣逾8億立方公尺，伴產凝結油逾30萬公秉。另於高雄外海F構造探勘發現油氣，等待開發生產
中



鑽探鐵砧山1號井，井深4,241公尺，

 苗栗鐵砧山由北端的通霄背斜與南面的鐵砧山背斜構造所組成。日本人曾在通霄背
斜構造鑽探R−1及R−2兩井，都因在構造低處，未獲油氣。中油公司於1956年鑽探
通霄1號井，鑽深2,330公尺，未獲油氣。接著於1962年，鑽探鐵砧山1號井，井深
4,241公尺，鑽達木山層頂部，共鑽遇10層具有徵兆的油氣層，其中打鹿頁岩的鐵通
一層獲大量油氣生產



開鑽R−3號井，深達998.70公尺，於600公尺深
度遇氣層
日本礦業會社先後共鑽井7口，深度970～1,300

公尺，
 嘉義凍子腳 1911年日本人松岡富雄獲得礦權；1933年7月日本礦業會社決定共同投

資開採。1935年開鑽深度達583.9公尺時鑽遇油氣層，即噴出原油及天然氣。1937

年開鑽R−3號井，深達998.70公尺，於600公尺深度遇氣層，日產天然氣約5,700立
方公尺，是這氣田的第1口成功井。自1935～1941年間，日本礦業會社先後共鑽井7

口，深度970～1,300公尺，每井都有油氣徵兆，其中除R−1號井曾產少量原油外，
其餘R−3、R−5及R−6井都以生產天然氣為主



 台灣海域迄今鑽井超過百口，分別在高雄、基隆、澎湖、鹿港、新竹外海及北方海
域鑽探油氣。其中開發位於新竹外海的長康氣田，但在生產數年後，因生產涸竭於
1995年停止生產，2001年報廢並拆除生產平台

 台灣海域探勘始自1970年政府公布我國海域石油探採條例及五大礦區後，以這些法
源開放與外資合作簽訂探勘石油合約，由於兩岸間政治的糾葛，海域探勘僅局限於
鄰近台灣本島的第一、二礦區，其餘第三、四、五礦區都未能實際鑽探



石油探勘—震波

 利用地球物理探勘來尋找油氣的方
法很多，主要有重力、磁力、電磁、
震波測勘等，但各種地球物理探測
方法各有其解析能力和限制，其中
廣為使用的就是反射震測法

 反射震測法簡稱震測，像是為地球
進行電腦斷層掃描的地下照相術，
是利用人工震源發送震波傳入地底，
經地層界面反射返回地表後由接收
器記錄，再透過處理人員分析震波
的傳播時間與波形，得知地底下的
岩層概況。這是目前能提供較精細
地下構造影像且最有效率的方法

 構造解釋是較傳統的震測資料解釋
方法，主要用來尋找以構造封閉為
主的儲油氣層。

 即便發展出各種地質、地球物理、
地球化學測勘技術，地質風險仍然
很高，通常探勘油氣藏圈閉的地質
成功率只有20％



油頁岩

近十多年來頁岩油氣崛起，在
探勘觀念改變、技術提升、可
採資源量及產量大增
頁岩油氣是指蘊藏在頁岩中的
石油及天然氣

充填在圈閉蓋層下地層（常是
砂岩，稱為儲集層）的孔隙空
間，而形成油氣藏。





1.中原油田

在中原油田第一次試驗，3口鑽井孔位分佈圖



SYT法探測測線施工平面圖

鑽井孔位分佈圖



第1測線開始油層判釋圖



第2測線剖面圖



第3測線剖面圖



7口油井找油情況



指導5口油井打鑽先後順序與該井出油率對比情況





鑽孔自然電位曲線和SYT探測曲線對比圖

對照已知鑽井資料可以劃分
地層時代、確定岩性層



鑽孔自然電位曲線和SYT探測曲線對比圖

對照已知鑽井資料可以劃分地層
時代、確定灰岩中裂隙、岩溶發
育帶



2.大慶採油七探測
大慶採油七探測油層試驗驗證結果廠



3.陝北勞山-川口探區

陝北勞山-川口探區石油探測

先物探、後鑽探的驗證效果



4. 子長油礦舊井油層
子長油礦舊井挖潛改造當年產量翻一番，子長油礦舊井油層
橫向追蹤剖面圖



塔里木油田

石油探測成果

對氣層的判斷與鑽孔資料揭露的一致，
5700多m深的奧灰頂介面埋深鑽孔與物探成
果誤差17m。開始儀器設計10000米後來進
入到油田，發現沒有這個深度的鑽孔，從2
型儀器開始將深度改為6100m。



5.子北油礦2013油井

SYT探測在子北礦追蹤含油砂體在橫向上的變化



SYT探測在子北油礦探測砂體壓裂後裂隙的影響範圍



油層壓裂效果追蹤



子北油礦2013油井某一測線均數計算各油層含油性好壞

的剖面圖



6.大港油田在大港油田追蹤含油砂體剖面



在大港油田追蹤含油砂體剖面



7.南黃海0-3360m深度段
南黃海0-3360m深度段內已知鑽孔附近油氣段剖面圖



觀光坑道開發

花蓮七星礦場

台東晶瑩礦場
台灣豐田軟玉

以廢棄的礦坑可以在探勘了解坑道狀態與礦
石的殘留分布
可重新規畫為觀光坑道



花蓮寶石礦-台灣軟玉的“賭石”

未來可以發展小興手持的探勘儀
可以快速方便的檢核賭石
(可透視賭 時的內部成分)

（擦、切、磨）-----透視!?



（二）地熱探勘

（三）地下水探勘

（四）地質探勘與水保設施探勘

（五）坑洞探勘

（六）未來的山崩與地震前兆偵測



（二）地熱探勘-地熱探勘的程序

1. 確認地熱偵測是否伴隨地下水偵測。

2. 確認地勘範圍、深度、精度、密度、與載具，規劃測線與測點。

3. 蒐集背景資料（地質與地熱）、監測的地徵資料。

4. 進行探勘。

5. 展繪探勘資料。

6. 分析、推算地熱及判釋地下水資料。

7. 驗證地熱與地下水資料。

8. 報告。



溫泉監測井

溫泉監測井
11處-

水文監測井水文監測井

106年溫泉監測年報，水利署

規劃探測計畫（設計探測線與測點分布）試辦區溫泉監測井資
訊



地層內地質地應力強弱推算地下溫度
地應力推算的地溫資料回歸公式



地方控制井調整回歸曲線(位移)



地熱統計（分佈）

相對地應力-在海拔深度20~-100
公尺範圍呈現熱異常曲率大



驗證：地熱監測資料的驗證(監測井資料)

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

編號 NO NAME X67 Y67 井頂M 井深M 監測深度 監測高程
1 JS002 遊客中心 327607 2747494 12.37 151 8 4.37
2 JS003 停車場深 327589 2747218 9.3 100 8 1.3
3 JS003 停車場淺 327589 2747218 9.3 25 5.15 4.15
4 JS003-1 公園 327350 2747258 11.4 100 8 3.4
5 JS007 福崇寺 326960 2747268 15.76 131 井口 井口
6 JS005 香檳 327220 2747320 18 60 6.9 11.1
7 JS011 奇利丹深 328315 2746601 7.6 100 5.17 2.43
8 JS011 奇利丹淺 328315 2746601 7.6 25 5 2.6
9 JS010 大排深 327650 2746950 5.69 80 10 -4.31
10 JS010 大排淺 327650 2746950 5.62 20 5 0.62
11 JS012 新小深 326924 2746361 12.86 80 10 2.86
12 JS012 新小淺 326924 2746361 12.87 20 10 2.87
13 JS015 大忠路 326440 2746750 24.01 60 20 4.01
14 R001 湯圍淺 326999 2747184 12.84 44 9.5 3.34
15 R002 湯圍深 326999 2747184 12.88 83 9.5 3.38
16 R003 太子 327171 2747099 9.18 60 10 -0.82



相關係數： 0.89459

監測日期 106年10月

最小日平均(m) 11.56

最大日平均(m) 12.61

15號(湯圍溝)溫泉井溫度(106/10)&地應力 溫泉井水位&地電阻



地應力的3D分佈（VOXLER功能）



溫度分佈的3D圖（VOXLER功能）



熱探勘的實務案例

1. 礁溪探勘

2. 宜蘭地熱探勘

3. 清水探勘

4. 大屯山地熱探勘



1.礁溪探勘

DYL相對地應力資料-空間3D內插(不符合地表高程之資料屬於外插)-做為第3階段之地下水溫度試推

DYL.avi
DYL.avi


2.宜蘭地熱探勘

礁溪探勘地下
-100~--300~-500m
建議區之熱分布趨勢



3.清水探勘

CS05-06-07-地應力的垂直剖面與3D圖



4. 大屯山地熱探勘

-100m -300m -500m



5.其他溫泉探勘的地溫推估



（三）地下水探勘
 SYT地堪儀探測與岩心資料對比

 相對地應力—轉換—視電阻率





平均測距約45.2米，測深64米，垂直解析度1米，共137個採樣
點。

*大樹模場-伏流水探勘



旱季、雨季比較

雨季時-35m以上表層相較「富水」、底層相較「乾涸」

旱季時-35m以上表層相較「乾涸」、底層相較「富水」



*水庫漏水探勘-阿公店水庫探測規格

 B測線位於壩體下方之通行道路
 於測線剖面白框處-約30~65m深左右判釋為岩體斷裂處，

造成壩體下方滲水



地下水資源監測與流動模擬-旗山回填場址污染

廢爐渣邊界及地下水探測



含水層與回填物質---界線分析



以8方位流向表示，結果顯示主要流向為由北向南。惟場址中間區位為開挖較低處，因此

有集中並向東側流動之現象。另一次要方向為東南流向西北側

地下水流向之分析
水體分析



（四）地質探勘與水保設施探勘
地質與山坡地崩坍與水保探勘
崩坍、土石流、與水保設施探測
萬芳社區崩坍探測

現地探測前，以測線
的方式，在邊坡的前
方路段(萬和街)作探
測，此目的是為了能
夠確認探測區周圍的
地層樣貌，以及探測
出的地層樣貌是否能
夠與地質資料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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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1

A2-
2

A
3

B
2

B
1

測線規劃與採樣點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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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A1-電性剖面圖

可判釋出岩層的層狀結構(白色虛線)，但岩
層的水平連續性並不佳。地表至深度20至
25公尺處，其含水量均有偏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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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水站

測線A2-1-電性剖面圖

由電性剖面圖可明顯區別出岩層的層狀結構
(白色虛線)，且可以分辨出加壓水站的地下
結構體(黑色虛線)，屬於偏高(咖啡色)的視
電阻值，可推測為水泥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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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A2-2-電性剖面圖

由此電性剖面圖判釋
的岩層(白色虛線)並不
明顯，且有岩層有不
連續性，介於UF35、
UF36與UF37之間；整
段測線由地表至60公
尺深處，均為含水很
高的地區。由以上兩
種原因，推測此駁坎
應為邊坡最不穩定的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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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A3-電性剖面圖

可由電性剖面圖中判釋
出，地下的岩層僅有一
層較為明顯，而岩層周
圍的岩塊，其硬度很高
且含水極少，排列方式
凌亂不規則，代表可能
有受到擾動，或是早期
崩塌下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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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B1-電性剖面圖

可區分出岩層的型態，但
連續性不佳，可能為擾動
或早期崩塌所致。測線上
靠近下邊坡處有階梯狀的
特徵(紅色實線)，介於
UQ41至UQ43，推測為邊
坡下方的社區，在設計開
發時，開挖坡腳所導致的
結果，因此造成此測線的
上邊坡變得相對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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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B2-電性剖面圖

岩層的部分可以被判釋出來，但此測線中的
岩層不連續性更為嚴重，不連續的岩層傾角
已有改變，代表說岩層發生不連續後，其岩
層有持續增加的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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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應力分析圖
將視電阻值轉換成相對地應力值，

以及呈現同樣的六條測線作為代表。
可由相對地應力圖的各剖面中，判釋
結果可分為三層，其說明如下：

 淺層:
地表至地下淺層的範圍內，厚度約
為3至5公尺，其地應力值均為高值，
推測為地表的路基荷重所致。

 中層:
位於地下淺層更深的部分，約20至
80公尺不等的厚度，均有出現低地
應力值，推測為含水最多的區域。
僅有萬芳消防隊前的道路，出現厚
度約100公尺的低地應力值，可能與
排列不規則的岩塊有關。

 深層：
最深層的部分，均為高地應力值，
推測為岩盤或堅硬的岩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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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相對地應力分析圖-同值域等面化

 利用同值域等面化的功能，以值
域14為設定值，其數值代表著含
水量高與低的分界值，將其同樣
含水值的區域以立體方式串聯在
一起，可以更清楚的了解邊坡整
體的弱點區。

 可由等面化的結果中，判釋出含
水較高的範圍，並可區分為五個
較嚴重的區域(A至E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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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塌陷探測

../201701台電南區處/final/地下1m地應力之不均勻分布.avi
../201701台電南區處/final/地下1m地應力之不均勻分布.avi


B測線剖面
地表開挖
區

電阻低
-含水多
-較弱物

質

飽和含
水

電阻高-

含水少-

較硬物
質

新CLSM-1，較
硬

舊
CLS
M

新CLSM-2，較
軟/脹縮

視電阻率(Ω-m)分析-了解地下物質、
含水特性及界定管溝範圍 相對地應力分析-了解地下物質之強

(相對較硬)、弱(相對較軟)特性



2003~2010
 3S技術建置廢棄坑道及礦渣堆資料庫及查詢系統
資訊的在檢核

3S技術應用於台灣礦區之空間資訊調查

針對過去建立的廢棄坑道及礦渣堆資料
庫進行在檢核其正確性
並針對過去的地下3D坑道的正確性



廢棄煤礦地盤下陷災害潛勢評估
與地盼下陷探勘

可運用地應力資料來檢核礦坑區的地層
下陷的狀態



舊礦坑下陷



1.地層下陷探勘

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

1172018/04-08 探勘

In 兩條剖面，, 藍色點代表潛在的地層下陷區

Cd1測線-8月探測值

Cd1測線-4月探測值

Cd2測線-8月探測值

Cd2測線-4月探測值



118
北宜直鐵廢棄煤礦探勘
找出工程潛在災害物質---採掘跡

（五）地下坑洞探勘（老礦坑、地下空洞、隧道體與管線探勘）



Case B: test group

BH-b

b1b2b3

Depth   Resistivity          RankDepth   Resistivity  Depth   Resistivity  

prospected had done before drilled



b1 b3

b1 b2 b3

？

Surfer mapping showed---Shape + Electric property !!



downward to the 50m depth

Coal-bearing laminations !!



往台北

SYT探點:地表g21~g35(點距2~3m)

SYT測線:1-3-A-B-C-D-E-F

SYT測現:2-4-K-J-I-H-G

DGT探區:01~18
精度10cm
點距1m
範圍:約5m*5m

高度約30m

捷運地下隧道體與滲、漏水



SYT-3D加值分析

隧道本體範圍

隧
道
本
體
範
圍

隧道本體範圍

以遙測非壞式
---找出地下結構物與自然實體的空間關係



軌道下方-1m 軌道下方-1.5m 軌道下方-2m

11/18漏水時探測

11/27充填後探測

尚有鬆動
區待填實已填實區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隧道工程東隧道東段遭掩埋探勘

原預定測區與D測
線為一陡坡崩塌地

二處坑口現已為
河床礫石所掩埋

橫坑口

隧道
坑口

C測線

E測線



3D加值分析與隧道坑內現況與物質分析
3D圖示坑道線型

平面圖



礦業襲產

科學教育

礦業觀光

 後續推動建置更細緻的礦區3D、科學環境教育
 應用在東部豎井開採石礦的探查與安全



(六)水下的礦區探勘

 地勘儀有水下探勘的能力

 可以穿透水下或海下進行礦區的探勘，如水下石油、水夏重沙（錳礦）、
與可能的甲烷冰晶

地電阻
地應力
有明顯的水與地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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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
(需定北)

主機
(處理感測器接收
的資料，再傳至
電腦儲存資料)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MDCB-5型32方位地震儀

（七）山崩與地震前兆偵測（潛在礦災前兆）



臺東大學防災中心
MDCB-6型8方位地震儀感測器安裝



異常線交點、發震震央圈劃

基本上可得到各個台站交匯的結果，進而依據交匯的結
果進行可能發震地區的圈劃。然而對於下面的情況可以
不作圈劃預報：

確定的震源區如果是在從沒有發生過地震的地區，震級又
在4.5級以下，人員稀少的地區，一般不作地震預報。

利用震級計算程式，輸入異常參數，可以得出三個未來發
震地點的參考震中距，如果交匯點基本不在計算的震中距
附近，那麼該交匯點不作預報，否則要作預報。



臺北MDCB站台5/1至5/11 
281°至360°方位角之電磁波訊號強度

發震日異常訊號發生期



重大地震案例—日本311大地震

日本311大地震前，從2月12日起大陸河北的
廊坊台站就監測到明顯的地震前兆異常，一
直持續到27日20時，異常曲線出現下掉。發
震前三、四天異常再次出現。

日本311大地震前廊坊地區MDCB地震前兆監測儀之日均值曲線圖



異常線交點、發震震央圈劃

各台站發生異常的方位角列表



台灣的代表性案例與預報統計

台灣大學台站2006年12月地震前兆訊號曲線圖

台灣的代表性案例—2006年12月26日恆春地震

在恆春地震前20天，台灣大學台站就已監測到明顯異常訊號。



台灣的代表性案例與預報統計

MDCB 台網的地震發震點的推估圖
(恆春大地震地點預測成果）



規模推算
規模推算程式。首先在第一個欄目中填寫該震例的方位
角、震級、震中距、max值，在第二個欄目中填寫11月
13日出現的max值178，然後點擊計算。這時得出震級計
算結果，即第一行資料。將計算的震中距和未來的震級
記在預測欄目的後面。然後根據經驗考慮，如果這樣的
異常將來發震是在國內，那麼震級可能是幾級，用估算
的震級代替第一個欄目中的震級，再計算。如果計算的
震級與估計的震級吻合，就開始填寫第三個欄目，如果
不符，就調整輸入的震級，重新計算，直到計算的震級
符合估計的震級為止。這一步修改震級主要是利用這個
估算的震級在下一步程式中計算震中距。



規模推算

規模推算程式畫面



五、新探勘儀器的研發進度

一、UAV載與車載地勘儀器原型

二、地下水監測儀器原型

三、高解像力地勘儀器研發

 即時監測（已可以執行）

 彈性設定解像力與深度（提高解像力）（已可以執行）

 多次3D掃描（動態監測）（正在設計）

 掃描器（正在設計）

 水準器（正在設計）

 增加GPS與通訊、電池（正在設計）

 斜掃（正在設計）

 客製化軟體發展與AI判釋（以與藏識庾崧旭探合作）

 地下水監測站設置客制化（無線網路、電池、定時自動傳輸，與後端地下水資料分析、與
檢測平臺建置）

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



對礦務探勘的影響

 1.是礦物相關的礦脈、地質、地下水、礦坑安全、水土保持的集合

 2.在即時探勘（高解像力探勘與探勘速度）是關鍵

 3.UAV是突破礦區地形障礙的法寶

 4.礦脈、地質、水文的判釋資訊的細緻度、多寡與特殊性是判釋的關鍵



新原型儀器（UAV載與地下水監測儀）



UAV載OPI的測試資料

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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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探測測試
探測深度10公尺
探測解析度10公分



高解像力地勘儀器研發

 已將原來的大天線縮小至兩公分等級可以縮小儀器體積與體重

 下一版的天線將研發0.3*0.3cm大小的天線、以提高空間解像力至0.3cm可以協助
探勘更詳細的地下水資料、與堤防的檢測。

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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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cm 10*20cm˙7.5*10.5cm2*4.3cm



UAV自動飛行航線
N



3d電性剖面

飽和水



自動分析水體單元-水團

• 顏色相同代表為同一水團，可見大部份的水團分佈
在地表以下30~40m處，應為下雨所致。

• 更深層之地下水為不連續之水體，且水的含量偏少。



由一個光段增加為三個光段，希望能常向RGB的
彩色影像，增加判釋的資訊與能力
增加光譜解像力（數量）

K * 1 K * 2 K * 3



K * 1 假彩

原來的單一光段假彩色、但可判釋管線



三張影像分別各有資訊深度對位正確
可以提供接近三倍的判釋的資訊



目前的抽樣速度的改進，可增加空間解像力
可以看到更細緻

1.增價抽樣的速度，由1HZ進步為100HZ或更高的抽樣速度

2.使用ARRAY ANTENNA （正在研發中）善用抽樣速度的增加、提升橫向掃描的寬度、
與抽樣的密度（補充航線的間距密度）

3.例如，原來UAV的航線間距為20M , 課以透過ARRAY ANTENNA，加密為1M、或
50CM

若ARRAY ANTENNA可加密橫向掃描20-40點

4.使用UAV載ARRAY ANTENNA可以再單一航線內採集3D資訊

5.所以ARRAY ANTENNA加上抽樣速度加快、可以增加2D水平的空間解像力。



時間解像力，是斷時間內多次掃描、或是監
測儀器、可形成REAL TIME 監測。

若一定的時間內進行再次探勘掃描，則其時間間距，就是時間
解像力

若監測站則監測的速度決定了間解像力，如每10MIN抽樣一次，
或一HR抽樣一次。



1. 低頻電磁波探勘技術具有-速度快、正確性、有效收斂熱點區及尋找最適井位，

避免傳統技術的抽樣低、無法檢測、資源浪費的缺點。所有的探勘經驗都經過已

知資料（鑽孔或開挖、監測井資料）的驗證。

2. 現已臺北市進行管線3D查核、水利署礁溪溫泉探勘與驗證、成大水工所合作-雲

彰地下水探測及分析，臺北市自來水管線的漏水探勘、大量的溫泉探勘經驗、與

地下孔洞探勘、與地層斷層檢測等的實務經驗。

3. 大陸的有很多礦產與石油探勘的經驗、可以透過新儀器的研發增加探勘速度、增

加探勘密度、及運用自動化AI判釋以增加準確度。。

4. 有自我研發儀器與軟體的能力，由於有自我研發的能力、可以依照探測對象的

需求、進行軟硬體的客製化研發。可輕易的轉化過去的探勘經驗於新地區的應用。

六、結論



附錄一、礦脈產狀

晶 系：六方晶系化學成分：SiO2
特 性：石英具良好結晶者稱為水晶，通常呈六方柱和菱面體所構成

的聚形。柱面上常有橫紋，質純者無色透明，玻璃光澤，斷
口貝殼狀，硬度7，比重2.65，含雜質者呈紫、金、茶褐等色。

產 狀：產於變質岩中，其附近地質為綠泥片岩、石墨片岩、絹雲母片岩、
絹雲母綠泥片岩、石英片岩、結晶石灰岩之互層，間乳白色之石英脈甚多，
水晶即產於橫切綠泥片岩石英脈大小晶洞中。
用 途：視同半寶石，可加工為裝飾品外，以其光學特性使用於精密光學儀器，
如分光光譜儀及光學鏡片。另依其電氣特性應用於電子通信材料，如石英振盪器等；
水晶經電爐熔融所之玻璃，膨脹係數小、耐熱、耐酸並具有絕緣性，
適於加熱用機器類之製造裝置以及高壓水銀燈等。
產 地：中央山脈東斜面變質岩分佈區，屏東縣霧台山，南投縣集集大山。





金瓜石的金礦是以淺溫熱水裂縫填充礦體，
多呈現脈狀、金銅礦礦筒」以及「金包

 熱水礦液在金瓜石地區所形成的礦體可以分為三種：
「金（銅）礦礦脈」、「金銅礦礦筒」以及「金包」

 金（銅）礦礦脈指的是呈「脈型」的片狀礦體，簡稱
「金脈」。九份－金瓜石地區大部份的金礦礦體都屬於
此型。以下將細分為「脈型金礦體」和「脈型金銅礦
體」，●分佈：九份潛伏安山岩體、新山安出岩體以及
武丹山石英安山岩體的中間或其周圍的沈積岩中。因此
有些學者又將其細分為「九份系礦體」、「新山系礦體」
與「武丹山系礦體」。

 ●成因：全都屬於「淺溫熱水裂縫填充礦體」，是
較低溫的熱水礦液沿斷層或裂隙流動，黃金及伴生的礦
物沈澱充填其中而形成的脈狀礦體。

 ●規模大小：礦體呈脈型，礦脈的大小變化甚大，
厚者1公尺，薄者不過幾公厘，長者走向可延長達1,200
公尺，而短的則不過數公尺。

 ●黃金的產狀：以出產自然金或銀金為主。金的顆
粒粗大，一般以肉眼即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