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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係以衛星為基礎的無線電定位系統，藉由地球軌道
上之定位衛星，可提供全球具接收裝備之使用者極精確之三維定位、速度及時間
資料。該系統不受天氣影響，並可提供全球統一之經緯度參考資料。有鑑於台灣
極高密度的 GSM/GPRS 基地台，若利用 GSM/GPRS 無線電傳輸技術進行資料傳
輸，則不需要另外建置無線電接發機及後端的傳輸網路。本計畫選擇嘉義縣阿里
山鄉進行 GPS 定位與無線電傳輸模組實際運作。阿里山工務段於台 18 線 44K 第
四彎、45K 五彎仔及小公田村三處，安裝完成先進的量測儀器和高效率傳輸系統
組成之監測系統。對此邊坡路段進行降雨前、後資料調查，同時蒐集調查期間雨
量記錄及過去崩塌資料進行分析，以瞭解阿里山公路邊坡受震後的災害狀況與崩
壞特性。並訂定更有效的管理值，以減少邊坡災害對國土保持與民眾安危之損失。
關鍵詞：多天線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邊坡災害、監測系統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navigation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GPS has be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extensively applied to many fields and disciplines. One of the prominent
applications of GPS is the precise monitoring of deformations of landslide. A
multi-antenna GPS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by the research team aiming
a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cost of GPS when used for monitoring deformations of
objects such as slopes. The system uses special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mponents to
allow one GPS receiver to be connected to a number of GPS antennas. One set of such
equipment can therefore be used to monitor a number of points.
We choose the No.18 road of Alishan which had finished to install the advance
instruments and automated monitoring system. Than collect the before and after of
rainfall values and investigate the landslide section data. We integrate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return systems, and finish the connection testing and demonstrating. We
will process the analysis and judgment for the inspection data, and to draw up the
management value. Finally hope to reduce the landslide disaster and protect the people’s
life.
Keywords：Multi-antenna GPS, Slopeland Calamity, Monitoring System

一、前言
台灣地區位於板槐擠壓處，地震頻繁，地質破碎，山地形勢陡峭，河流既短
且陡急且降雨時空分配不均，若遭逢梅雨、颱風季節所帶來之集中性豪雨，常引
發大規模之落石、土石流或地滑等邊坡崩坍災害，嚴重危害地區交通運輸及產業
經濟之發展。山區道路往往是區域唯一聯外通道，而道路邊坡穩定性攸關居民之
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如何在這些重要卻具有高邊坡災害潛勢區域導入各項先進科
技之自動化監測系統、緊急通報系統及防災應變系統，將傳統的防災作業進化成
災害管理，已成為近年來各界對於邊坡災害防治的重要發展方向。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係以衛星為基礎的無線電定位系統，藉由地球軌道
上之定位衛星，可無限制地提供全球具接收裝備之使用者極精確之三維定位、速
度及時間資料。該系統不受天氣影響，並可提供全球統一之經緯度參考資料，且
應用層面非常廣泛，已屬成熟技術；由於全球衛星定位模組大量生產的關係，低
廉的價格更增加全球衛星定位計技術於邊坡災害監測應用之價值。監測系統除為
累積足夠監測歷史資料提供後續各項學理研究發展外，亦希望可即時掌握邊坡災
害發生前兆和發生時之動態反應，增加地區居民之應變時間，提供防災應變決策
之參採，大幅降低災害所造成之傷害，因此即時有效之通訊傳輸將是整體監測系
統重要環節之一。
本計畫為針對全球衛星定位與自動化監測系統在道路邊坡地滑災害之應用進
行深入探討，並結合全球衛星定位及 GSM/GPRS 無線電傳輸技術搭配其他感測器
所建構之自動化監測系統，將可在有限建構成本下更機動地因時因地制宜增加邊
坡的觀測捕捉率，朝向即時即地（any time every where）目標前進，以期在最短時
間內收集最多邊坡災害發生之相關資訊，提供政府或相關工程、學術單位對於邊
坡災害發生機制、預警及防治有實質性幫助，以做為未來道路邊坡地滑災害相關
課題研究之參考依據，並訂定更有效的管理基準值，減少道路邊坡地滑災害對國
土保持與民眾安危之災損。

二、研究範圍
2.1 研究環境地理位置
台十八線 28K+900~31K+500 五彎仔路段（TWD67 橫坐標約為 212312 公
尺,縱坐標約為 2592307 公尺）
，詳細位置如下圖所示。經過面積約 50 公頃之
古老崩塌地，自民國 71 年通車以來，每遇颱風豪雨侵襲（民國 74 年尼爾森
颱風、民國 79 年楊希颱風、民國 81 年寶莉颱風、民國 83 年 8 月 13 日豪
雨、民國 85 年賀伯颱風、民國 90 年納莉颱風、92 年梅雨）
，地層滑動，路
面下陷迭有發生，雖屢次進行修復與加固，惟未能有效改善。民國 92 年 6 月
26 日 31k+500 處長約 150 公尺路段下滑，使通往阿里山之交通中斷，引起各
界關切，尤以觀光旅遊業受影響最鉅。目前雖以臨時便道繞道崩塌區頭部上
方維持道路通行，然而本路段仍在持續滑動中，尤其豪雨期間滑動情形更加
明顯，何時道路會再滑失中斷，備受關注。而避免此一情形再現，更是需要
努力的目標。
由於梅嶺大車禍後，危險道路受到國人關注，交通部官員透露，阿里山
公路五彎仔段是全台危險公路之首，除道路本身又陡又彎外，邊坡還會走山，

公路總局幾經會診：
「試過各種方法都擋不住」
，很讓人擔心。並依據 95 年 12
月 19 日聯合報之報導，阿里山公路廿八至卅一公里段，俗稱五彎仔路段(因阿
里山公路段起點變更，現今五彎仔路段公里數應為 42 至 45K)，邊坡會走山，
每年往外位移約廿公分，其中第四彎，公路總局評估須立即改善，因此本研
究選定五彎仔地區之第四彎為計畫實驗地區。
2.2 監測系統介紹
台 18 線 45K 五彎仔由阿里山工務段搶通雙向便道後，由各大專院校研究
團隊裝置各項儀器設備監測道路狀況；其中由逢甲大學裝設之傾斜儀、水位
計、雨量計、CCD 即時影像，皆透過儀器小屋內 93 年度阿里山工務段採購之
資料接收伺服器儲存、加值後，將即時監測資料經過中華電信之衛星服務傳
送回公路局各單位，達成自動化即時監測之目的。第四彎完成儀器架設後之
現況：五彎仔第四彎約為台 18 線 44 公里處，為一處 U 型彎道，彎道外側河
谷即為八掌溪上游，因河谷自然沖刷，及前年（92 年）45 公里處因豪雨發生
嚴重坍方，造成 44K 處路基下滑，危及道路安全，並隨時間持續下滑中。阿
里山工務段，已於 93 年底開始，對 30K 處發包施工路基補強之作業，現工程
己完成。逢甲大學團隊受阿里山工務段委辦，利用台 18 線 45K 現已架設完成
之各項傳輸設備及儀器，配合 93 年度新購置之設備，將 45K 之道路邊坡監測
延伸至 44K 處，並由原示範性質，轉變為使工務段更有使用價值的實務性質，
為 92 年監測示範站建置的延伸。計畫施行成果，包含台 18 線 44K 第四彎處
及小公田村，設置 CCD 攝影機共三部、紅外線投射燈二部、變位計、地表伸
縮儀各一部及影像資料傳輸設備等，儀器部署如下圖：
台 18 線第四彎
1.
GPS 觀測點
2.
地表伸縮儀
3.
無線電傳輸模組
4.
CCD 攝影機 1 部

小公田村
1.
2 部 CCD 攝影機
2.
無線電傳輸模組
阿里山工務段邊坡監測小屋
1.
無線電傳輸模組
2.
GPS 基站
3.
資料接收伺服器
4.
衛星傳輸設備
5.
雨量計

圖 1 儀器裝設位置圖

三、研究方法
3.1 全球衛星定位監測系統介紹
近二十年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
已經廣泛應用於許多學科和領域，且被證明是用於監測人為和自然結構變形
和位移的一個非常有力的工具，GPS 具有許多優於傳統測量技術的優點，簡
單說來，GPS 更加精確、有效、高自動化和低勞動強度。但是，在這些應用
中影響 GPS 大規模使用的一個限制因數就是它的硬體成本高。對於變形體的
連續監測來說，每個被監測的點位元都需要配備一套高質量的大地型 GPS 接
收機。這就使得設備費用投入太昂貴。為此我們提出了多天線 GPS 的構想，
使用多根 GPS 天線和一台接收機相連，形成所謂的多天線 GPS 系統，特別適
用於結構變形和位移監測（Tsakiri et al., 1998; Chen et al., 2000; Ding et al.,
2000 ）
。 由本研究組研製的第一套系統是使用外接一台現成的、標準商業化
GPS 接收機和一個專門設計的 GPS 多天線開關（GMS：GPS multi-antenna
switch），使得多個天線能和一台接收機連接在一起，所有天線所在的點位元
都能監測。這樣，每個監測點上的 GPS 硬體成本就得到成倍地減少，從而使
得 GPS 在許多應用中成為可能，更加實用化。
對於一個標準的 GPS 系統而言，一台 GPS 接收機只有一根天線。所以，
這種標準的 GPS 系統,一台接收機只能測量一個由天線位置確定的點位元。這
些標準的 GPS 系統已被廣泛用於導航、測量及其它許多領域中。當使用標準
GPS 系統進行連續的變形監測時，無論是對於地球表面的變形（如邊坡等）
，
還是對於各種工程結構變形（如壩體，橋樑等）
，每台 GPS 接收機只能用於監
測一個點的位移情況。多天線 GPS 系統，採用分時原理允許每個天線都能與
接收機連接，按設定的時間順序採集 GPS 觀測資料。這個原理採用一個特別
設計的 GPS 多天線開關（GMS）在一台工業 PC 的控制下來實現。每個天線
所採集的資料都能用來計算回應天線的位置，或每個相應的天線的位移。使
用 差 分 定 位 模 式 ， 一 套 完 整 的 多 天 線 GPS 系 統 的 架 構 如 圖 2 所 示 。

圖 2 新一代多天線系統的差分定位構造

3.2 全球衛星定位監測系統測試
在確保全球衛星定位監測系統的精度與穩定性前，必須先進行實驗室測
試完成後才能移至現地量測，故選擇逢甲大學商學館 13F 天台上進行測試。
1. 實驗場地介紹
為了尋求試驗便利與對空通視的地方，故利用商學館頂樓進行測試。
以現有的儲藏室做為儀器控制室，其中包含一台多天線 GPS 切換器
（Switch）、兩台 GPS 接收器（Receiver）和一台電腦主機。並以現有的內
政部 GPS 固定站作為此多天線 GPS 量測基站，整個多天線 GPS 佈設位置
如圖 3 所示，其中包含一個基站和七個移動站。

圖 3 多天線 GPS 試驗配置圖
2. 靜態初始值量測
選擇七個移動站位置，均勻分布於頂樓空曠的地方。在進行多天線 GPS
動態位移量測時，必須先紀錄一段長時間（約 2~3 天）的靜態 GPS 初始值
位置量測。其 GPS 資料擷取方式為每 5 秒接收一筆資料，連續記錄 30 分鐘
後切換至另一個 channel，且每小時解算位置一次，將初始值位置量測結果
整理如表 1 所示。其中 GPS0 代表內政部固定基站，且移動站 GPS1 至 GPS7
的坐標是相對於 GPS0 的坐標，將相對位置與基站之距離繪製如圖 4 所示。
由於基站的高程較移動站為高，故垂直方向的高程坐標均為負值。
3. 雷射經緯儀測量
為了確認全球定位系統量測的準確性，故另外利用雷射經緯儀針對
GPS0 至 GPS7 之固定站和移動站位置，進行水準與高程測量。由於水準測
量必須以某依方向當作固定方向，其他待測點則是相對於此方向，故將
GPS0 和 GPS1 連線方向做為固定方向，並將所得結果與多天線 GPS 量測結
果相互比較，整理坐標如表 1 所示。由表中可以發現在垂直方向的差異較
大，此結果與 GPS 量測文獻相同，且在 GPS6 的水平方向出現誤差較大的
結果。將相對位置與 GPS 天線之距離繪製如圖 4 所示。

討論結果發現多天線 GPS 準確性較差的原因，主要是在於 GPS 的天線
距離地面太低，訊號有反射的現象，一般建議要距離地面約 50～100cm 以
上，才不會有訊號干擾的現象。再加上因為頂樓屋凸（儀器屋）的位置剛
好遮蔽大約一半的對空通視，產生多路徑的效應。另一方面在進行水準與
高程測量時，因為不確定天線內部接收晶片的真實位置，故以天線頂部為
量測目標，所以才會造成以下的結果。
4. 移動多天線 GPS 位置量測
因為先前多天線 GPS 的位置距離地面太近，故重新選擇多天線 GPS 的
位置，再加上為了測試動態移動的精度，特別將其中一個天線換成放置在
角架上，方便移動已知固定位移，現場配置如圖所示。並在角架下方固定
四個已知位移量的點，每個移動量大約 1.5～2.0cm 左右。
實驗步驟同前兩項，由於改變了多天線 GPS 的位置，故還是必須要重
新進行靜態長時間量測以確定初始值坐摽，再利用雷射經緯儀確認出 GPS
天線的位置，此次量測已注意到天線內部接收晶片的相關位置。接下來進
行動態量測試驗，其 GPS 資料擷取方式為每 5 秒接收一筆資料，連續記錄
2 分鐘後切換至另一個 channel，且每小時解算位置一次。
接下來將進行 8 個多天線 GPS 測試與新式的 switch 接收器測試。多天
線位置佈置後，同樣與雷射經緯儀作比對測試。發現除了第八個天線外，
其他的精度都在容許範圍內。之後進一步確認後發現是因為 switch 的內部
線路問題，修改後已恢復正常，並確認多天線 GPS 之穩定性與準確性。

圖 4 八個多天線 GPS 測試位置圖單位:公分

表 1 多天線 GPS 量測結果相互比較
測站編號（單位）

2 （cm）

3 （cm）

4 （cm）

5 （cm）

6 （cm）

7 （cm）

8 （cm）

X

Y

Z

經緯儀

109.3634

97.7714

11.6688

GPS

109.37

97.772

11.664

差異

-0.66

-0.06

0.48

經緯儀

106.0288

103.147

11.3648

GPS

106.025

103.147

11.351

差異

0.38

0

1.38

經緯儀

90.6461

97.655

11.5724

GPS

90.66

97.652

11.391

差異

-1.39

0.3

18.14

經緯儀

90.5877

102.1316

11.3974

GPS

90.612

102.126

11.386

差異

-2.43

0.56

1.14

經緯儀

83.1861

102.5695

11.3486

GPS

83.208

102.57

11.336

差異

-2.19

-0.05

1.26

經緯儀

76.2541

97.6472

11.4703

GPS

76.277

97.636

11.458

差異

-2.29

1.12

1.23

經緯儀

76.0137

106.8461

11.5876

GPS

76.262

106.721

11.63

差異

-24.83

12.51

-4.24

3.3 近景攝影測試
本研究係採用單相機序列數位攝影之不同時期影像作數字減影法，以量
測目標物變位之探討，來達到可以有效監測地表變動。
1. 數位減影法：
將兩幅數位影像直接相減，若兩幅數位影像完全一致，則得到一幅全
零（全黑）的影像；若兩幅影像雖背景相同，但有一目標在運動，則得到
背景處為零而目標區域不為零的影像。
數位減影法是用於目標運動識別和檢測的一種方法，當相機靜止時，
可以很方便的得到目標的位置和邊界，從而對目標進行識別和定位。利用
這種減背景的數位減影法，可以提高目標識別定位的可靠性。
2. 研究方法：

實驗地區於台 18 線五灣仔地區，影像擷取時間為 2007 年 5 月至 9 月，
每月取一幅影像作測試，將不同時期之影像，作影像灰階化後，採數位減
影法得出影像差異圖，於影像差異圖上作數位量測並配合比例常數值
（ M b ），計算出其差異量。數位減影法流程圖如下：
（1）

擷取不同時期影像

（2）

將影像灰階化

（3）

做影像相減

(S)

(Sg)

(T)

(Tg)

(Sg) – (Tg)
(STdiff)

影像差異圖
圖 5 數位減影法流程圖
3. 實驗成果：
選取 5 月到 9 月份 5 張影像，針對圖中的指示牌取三點（A,B,C）做控
制點，先將 5 月與 9 月作處理，再逐月採減影法得到以下表格數據。
（其中
5040903 為 9 月減 5 月，5040612 為 6 月減 5 月，6120703 為 7 月減 6 月，
7030804 為 8 月減 7 月，8040903 為 9 月減 8 月） 依據期中報告之 M b =
0.284182，BC = 0.578 公尺（實測距離）作參數合併計算。
9 月與 5 月之影像 A 點差量為 0.721 公尺，B 點差量為 0.673 公尺，C
點差量為 0.755 公尺。採用 5 月份影像 BC 距離影像量測 0.554 公尺，與實
測距離差異為 0.024 公尺。6 月與 5 月之影像 A 點差量為 0.103 公尺，B 點

差量為 0.124 公尺，C 點差量為 0.156 公尺。採用 6 月份影像 BC 距離影像
量測 0.611 公尺，與實測距離差異為 0.033 公尺。7 月與 6 月之影像 A 點差
量為 0.078 公尺，B 點差量為 0.059 公尺，C 點差量為 0.078 公尺。採用 7
月份影像 BC 距離影像量測 0.535 公尺，與實測距離差異為 0.043 公尺。8
月與 7 月之影像 A 點差量為 0.101 公尺，B 點差量為 0.151 公尺，C 點差量
為 0.135 公尺。採用 8 月份影像 BC 距離影像量測 0.506 公尺，與實測距離
差異為 0.072 公尺。9 月與 8 月之影像 A 點差量為 0.427 公尺，B 點差量為
0.450 公尺，C 點差量為 0.445 公尺。採用 9 月份影像 BC 距離影像量測 0.527
公尺，與實測距離差異為 0.051 公尺。
A

B C (第一張影像)

A’ B’ C’ (第二張影像)

圖 6 數位減影量測位置圖
3.4 全球衛星定位監測系統實地測試
為了實地測試多天線 GPS 系統，本計畫於 10 月初完成所以儀器現地架設
工作，其中 GPS 基站一組、移動監控 GPS 天線四組，如下圖所示：

1

邊坡2

邊坡3

邊坡1
2
3
4

圖 7 現地多天線儀器配置圖

為了即時將全球衛星定位模組（GPS）與無線電傳輸模組能實際應用於道
路坡面滑動的監測，因此目前 GPS 接收資訊係台 18 線 31K 處之儀器小屋，
經現場資料接收伺服器儲存、加值後，將即時監測資料經過中華電信之衛星
服務傳送至網際網路上。
首先於 2007/10/17 收集一整天的靜態接收資料，解算出靜態坐標後並於
2007/10/19 開始進行動態即時監測。並將 2007/10/19~2007/10/21 三天的動態
即時監測結果繪製如下圖所示。其中除了 GMS3 和 GMS4 的 Y 方向有持續的
位移量（約 2.4cm）外，其餘皆來回震盪，並呈穩定狀態。再持續針對
2007/10/19~2007/11/12 二十天的動態即時監測結果繪製如下表所示。其中除了
GMS3 和 GMS4 的 Y 方向有持續的位移量（約 9.76cm）外，其餘皆來回震盪，
並呈穩定狀態。並於 2007/10/25 赴現場確認並非為儀器異常或固定桿晃動等，
故研判為邊坡地滑的位移量。將會持續進行即時監測，未來會與影像判釋做
比較，看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
表 2 多天線測試數據
靜態座標（m）
2007,10,17~18
測站

N

E

20 天動態座標（m）
2007,10,19~11,12
Z

N

E

Z

20 天位移量（cm）
dN

dE

dZ

GPS1 334.7169 -173.6945 -66.1253 334.7129 -173.7236 -66.191

-0.4

-2.91

-6.57

GPS2 285.491 -218.9558 -75.3336 285.4887 -218.0387 -74.9328

-0.23

-8.29

-7.49

GPS3 269.0273 -207.2832 -77.9727 269.0205 -207.3808 -77.0147

-0.68

-9.76

-4.2

GPS4 270.1067 -232.2456 -82.5404 270.0954 -232.3301 -82.605

-1.13

-8.45

-6.46

圖 8 道路邊坡自動化監測系統（第四號天線）

五、結論
1. 本計畫分別針對先進科技整合技術－全球衛星定位與無線電傳輸監測系統，於坡
地防災之應用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並於阿里山公路段初步完成全球衛星定位及無
線電傳輸模組系統監測測試工作；本團隊並主動針對公路段所架設之攝影機資料
進行近景攝影測量初步研究工作，並將相關資訊整合於道路邊坡自動化監測系統
示範站規劃中，以作為緊急通報系統及防災應變系統之發展之依據。
2. 本年度第四彎地區經歷帕布、梧提、聖帕颱風、柯羅沙颱風夾帶大量豪雨之惡劣
氣候侵襲下，10 月初於該地區進行現場勘查中明顯發現多處地表滑動現象，地
表裂隙最大處約達 20 公分左右，因此在相關設備完成架設後，立即發現多組天
線 GPS 設置位置變位情形，為求資料正確性，本團隊除以多天線 GPS 系統進行
即時監測工作任務外，並定期利用全測站經緯儀進行 GPS 天線端與基礎變位狀
況監測，以瞭解第四彎地區滑動特徵，以及透過與土地測量局衛星追縱站資料與
本計畫 GPS 基站進行絕對坐標連測工作，可瞭解五彎仔地區大規模滑動狀況。
3. 多天線 GPS 系統於 10 月下旬完成架設後，隨即進行監測工作，經過初步觀測發
現 20 天期間有 9.76 公分的最大位移量，推測由於今年 10 月初柯羅莎颱風侵台
環流影響，造成當時阿里山公路周邊地區累積降雨量高達為六百餘公厘，因大量
降雨與地表逕流，加劇了第四彎地區坡面滑動現象。
4. 由於現階段現地 CCD 影像解析度受限於衛星通訊頻寬限制，因此解析度不足，
此仍為影像判視工作之最大障礙，因此本研究改採用高解析度數位相機影像進行
變位狀態判視，初步測試成果與多天線 GPS 觀測資料及以全測站經緯儀實測成
果相互驗證成果相符，與上述二者間之誤差量小於 10 公分以內，初步效果符合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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