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海洋中心耍新機
陳建勳、葉一慶、尤柏森、林佩瑩、謝宗霖、陳鼎仁、陳婷婷

海洋地質和地球物理是有點神祕感的學科，
是了解海水底下的地層、地形、構造及其組成，
還有海洋及地球形成的歷史。

我們對海洋地質的了解與新型探測儀器的出現息息相關。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聲波測深儀的改良、拖魚式地球磁場量測，搭配高精度的衛星定位系統，開創了探測海洋地
球物理的領域。除了揭露海底地形、中洋脊及其破裂帶與海床磁力條帶等壯觀的地球結構，
增進人類對海床構造及演化歷史的理解外，也大量應用在海域油藏、礦產調查及天然資源調
查上。
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性地震頻傳，地球物理學家逐步把原先的探測技術應
用於海底天然災害調查、危害度推估與分析等。為了支援政府對海域國土資訊蒐集及學術研
究，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海洋中心）逐年建置三維空間地質地物測繪及分析能力，並透
過整合海洋地球物理探測方法、表層海底沉積物及海洋岩心的採樣分析技術，建構四維尺度
的探測分析能力，以期深入了解台灣周邊海域的底質與地層構造特性。

靜謐的深海隱者
在神祕未知的海洋中，一台台的儀器放置在一片寂靜的海床上，頂著強大的水壓認真記
錄每個所能記錄到的寶貴地震資料，直到電力耗盡，這就是靜謐的深海隱者 ─ 海底地震儀的
工作狀態。
地球內部活動所造成的地震是常見的自然災害，藉由地震產生的震波訊號，可以深入了
解地球內部的構造與活動機制，進而降低地震活動可能造成的災害。在地表上監測地球活動
所產生的地震訊號，如同使用聽診器傾聽身體內部的狀態一般，科學家拿著聽診器（地震儀）
聽地球內部活動所產生的聲音（震波），透過地震波的傳遞特徵分析地球內部的構造與狀態。

台灣的海底地震儀研發已進入成熟階段，克服了嚴峻且惡劣的環境考驗，
能在數千公尺水深下蒐集約一年半的地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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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製海底地震儀「庭園鳥」在海上布放的情形。

在陸地上的地震研究已行之有年，成

但受限於海洋環境因素，在深不可測

果斐然，提供了成熟穩定發育的造山運動

的海洋底部進行與陸地上一樣的地震觀測

或隱沒板塊構造資訊。然而，受限於地震

談何容易，太多難度高於陸地觀測的問題

測站的架設密度，近年開始思考如何延伸

要解決，如深海水壓、電子儀器如何在海

到以往無法進行地震觀測的地方，如海洋

水中運作、儀器電力如何持續供應等。經

區域。

過多年努力，台灣的海底地震儀研發已進

海洋相較於陸地區域在地球上所占的

入成熟階段，克服了深海水壓、氣密防水

比率多了兩倍多，又因為年輕活躍的板塊

等嚴峻且惡劣的環境考驗，以及如何在有

活動導致多數的地震發生在海洋下方，所

限的電力下維持良好運作。由海洋中心、

以若能在海洋區域利用地震儀觀測，將更

中研院地球科學所與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

能直接而有效地蒐集海底地震資料，進一

究所共同研發的海底地震儀，已能在數千

步了解海底地體構造，揭開地球內部面貌

公尺水深下蒐集長達約一年半的地震資料。

和增進對板塊活動機制的了解，並有利於

海底地震儀的探測任務主要藉由科學

地震與海嘯預警警報發布系統的建置。

研究船行駛到預計投放的站位後，布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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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測系統探勘原理

底地震儀。在釋放器脫勾後，海底地震儀

震分布情形及斷層或破裂帶走向，進而評

開始下沉至海床上，待感震器直接接觸海

估地質災害發生的危害程度。

床後，開始接收地震波與海床震動信號。
由地震或人工震源產生的震波，從震

海底的斷層掃描

源進入地球內部後傳到儀器所在的海床由
海底地震儀記錄，透過地震震波就可了解
地球內部的構造。同時，利用地震波走時

超音波、斷層掃描、核磁共振等精密儀器。

的差異推估地殼構造，如地殼深度、厚度

原理是向人體發射經過設計的電磁波（即

或莫荷面（地殼與地函交界面）深度等。

震源），電磁波接觸到人體內部結構後會

若能了解其地質特性、構造活動、高速帶

反射回接收器，即時處理後可得到人體內

與低速帶的分布及演化過程，對潛藏的地

部的立體影像，醫師透過影像解讀得以精

質資源開發及環境保育助益甚大。

確判斷可能的病因。

對於地震災害，海底地震儀也能提供

探測地球的結構，尤其是跟人類生活

相當的幫助。例如，2004 年南亞大海嘯與

息息相關的從地殼到上部地函的細部結構，

2011 年日本仙台海嘯導致部分城市遭受大

實際上所應用的方法與醫師應用影像技術

規模破壞，上述的海嘯可能由海底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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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欲精確診斷病人的病因需要借助

診斷病人類似。但由於地殼平均厚度達 8

海底山崩滑移或海底火山爆發所造成。若

（海洋地殼）∼ 40 公里（大陸地殼），要

能透過海底地震儀接收到地震波資訊，可

穿透這些地層需要製造小型人工地震才可

精準推估地震發生的位置，了解海域的地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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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心長支距多頻道震測系統海上作業實錄。左上圖：震源炸測水中實景。右上圖：配合新研究船「勵進」
海上作業示意模型。左下圖：作業完成回收受波器浮纜與尾端浮筒。右下圖：受波器浮纜及其穩定器在海上
布放的情形。

在陸地上，一般使用振盪式震源車或

陣列式震源，以 16 支空氣鎗混合編成，最

炸藥產生震源。在海域，因為震源需穿透

大可瞬間產生 3,200 立方英寸容積的高壓空

海水層，所以是利用高壓空氣鎗瞬間壓縮

氣；導航系統，以海面即時動態定位方式

海水的方式產生震源，以聲波的型式穿透

即時測定震源及受波器浮纜的幾何位置，

海水層後進入地層，並在接觸到不同地層

精確提供探勘目標的空間幾何位置；數位

界面時，以反射的方式回到海水層。這時

式資料記錄系統，包含最大可接收 480 波

海水的壓力會產生些微的變化，而這些變

道，總長度 6 公里的固態式受波器浮纜，

化會被拖曳在研究船後方的受波器浮纜所

以及中央數位震測資料管理暨記錄系統。

接收，經過轉譯及資料處理後得到地層的

海洋中心為測試系統效能並建立自主

剖面圖。科學家就可分析這些資料來診斷

探勘能量，分別於 2015 年及 2016 年租用

地層，得知活動斷層、石油與天然氣儲藏

海事工程平台船在西南海域作業，2015 年

構造及隱沒帶、孕震帶構造等資訊。

完成系統整合測試，2016 年更完成中心自

近年來，因為災害性地震頻仍與極端
氣候引發海底地質災害，所以海洋中心購
置新一代具備能源探勘能力的長支距多頻
道震測系統。這系統由 3 大部門組成：雙

主布放約 1.5 公里長的受波器浮纜，並沿航
線蒐集約 60 公里長的震測資料。待中心所

建置的 2,000 噸級「勵進」研究船回台服役
後，就可進行台灣周邊海域地質資源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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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心的岩心探採技術精進歷程

害的精密調查，除可支援學術研究外，更

帶回現在。而這採樣設備的能力表示探取

可供政府機關進行海域國土規劃的參考。

的海洋沉積物長度，更意味著時光機可回
溯的時間遠近。依據由淺至深的採樣能力，

長岩心採樣
當「回到未來」時光機重返距今約莫
兩萬年前末次冰期鼎盛期，這時全球平均
海平面較現今下降約 120 公尺，現在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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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海洋研究船上的海洋沉積物採樣設備
可區分為抓泥器（近表層沉積物）、箱型
岩心（長度 60 公分）、重力∕活塞岩心（沉

積物長度 9 公尺）、20 公尺長岩心採樣系
統等。

渤海、台灣海峽一帶的淺海陸棚出露於海

有鑒於國內海洋岩心採樣能力有限，沉

面，台灣海峽的地形地貌與沉積物可輕易

積物平均長度少於 6 公尺，為提升國內海洋

地一窺究竟。

岩心探取技術與作業能量，海洋中心透過各

回歸現實的當下，在環繞台灣的這一

航次的試煉，並參考國外研究船的作業模式

片湛藍海洋中，沉積物採樣設備如同時光

與實際登船經驗，完成了一連串海洋岩心探

機，把過往層層堆疊於海底的沉積物重新

採技術的精進。以開放式甲板作業為始，轉

科學發展

2017 年 8 月│ 536 期

變為溫鹽深測定儀軌道作業，而以岩心軌道
車作業作終，除了提供安全的甲板作業外，
更提供了高品質的海洋岩心紀錄。
2014 年 9 月，更持續挑戰長岩心採樣
作業。這套設備是國內研究船首次獨立自
主操作的大型岩心採樣設備，國內科學家
對於這套設備並不陌生，自 1997 年以來，
在國科會（現今的科技部）整合型計畫與
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規劃下，國內學者使用
裝置於法國研究船 R∕V Marion Dufresne 上
的這套設備，成功完成台灣周邊海域（東
海、南海、西赤道太平洋）6 個岩心探測航
次，共取得 60 支巨型活塞岩心。

2014 年 9 月 1 ∼ 4 日 ORV−1414 航

次，再次造訪高屏海底峽谷至枋寮海底峽
谷一帶，進行海底地形地貌、底質調查與
巨型岩心探取，以了解地震所引起的邊坡
不穩定或沉積物液化後造成崩塌所引發的

海洋中心的海洋沉積物岩心採樣設備

濁流事件。這次探測範圍涵蓋東經 120.3 ∼

120.7 度，北緯 22 ∼ 22.3 度，並特別挑選
枋寮海底峽谷上部至下部環境，共執行 4
個站位的巨型重力岩心探取作業。
這設備可採樣的岩心管徑（11 公分）
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其採樣量約為國內小

如多重感應元岩心記錄器量測、岩心影像、

型岩心採樣器（管徑 6.6 公分）的 2.7 倍，

可見光反射色、岩心描述等，得以重建海

應能滿足國內學研界分析所需。航次後針

洋沉積物重要的基本資料。

對船上設備與岩心採樣流程進行修正與微
調，以取得更高回收率的岩心樣本。另一
方面，對於所取得的海洋岩心進行基本分
析，以了解枋寮海底峽谷內沉積物的時空
變化。

陳建勳、尤柏森、林佩瑩、謝宗霖

這項岩心技術的精進歷程與成果，有

陳鼎仁、陳婷婷

助於未來在台灣周遭海域、淺海至深海環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境的海洋地質災害調查。這類台灣海洋變

葉一慶

遷研究與海洋地質災害長期觀測的科學材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料，透過海洋岩心庫的非破壞性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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