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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無人飛機於公路防、救災之可行性探討
楊宗岳*、羅國峯**、林永仁**、黃勤財***
摘要
本文主要係探討新近發展之高科技無人飛機，應用於公路工程防、救災之可行性。隨著台灣
地區天然災害之複雜性與嚴重性與日遽增，不管是災害發生前之調查或是災害發生後之通報與復
建規劃，均讓本局同仁疲於奔命。因此若能有效運用高科技工具之協助，不僅可減輕許多防救災
伴隨而來之壓力，亦可提供各級長官更迅速、確實之資訊與畫面。本文之分析證明，從空拍照片
之極佳解析度中，確實可觀察到公路工程受到外在影響之風險以及工址之現況，未來仍能廣泛應
用，將能有助於提昇本局之形象，並給各級長官與用路人更迅速與確實之公路資訊。
關鍵詞：無人飛機、公路工程、防災

一、簡介
近年來受全球暖化與天候異常之影響，台灣地區之降雨量相較與往年不僅多而且急促，並且
難以預測，已不是單純以聖嬰或反聖嬰現象可以解釋，而其所帶來之災害亦一次比一次更為嚴重
（如 2008 辛樂克颱風及 2009 莫拉克颱風等）
。公路總局為全國公路之主管機關，每次颱風過後
總是疲於奔命，不僅得應付工程災害還得應付「口水」災害。回歸工程實務，沒有人不希望把工
作做得好又快，然而目前在災害的處理上，有著極度難以克服之盲點-災害預報與災後通報。本
文即針對災後通報資訊這個部分，提供一個新的思維與模式。
以山區公路為例，每當災害發生過後，最困難的就是通報，特別是當橋斷、路不通、音訊全
無，斷水斷電，現場完全無法取得聯繫的狀況下，又如何知道山區的災情？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最
原始的方式，運用派遣人力到達現場瞭解。一段以往十分鐘可抵達之路程，可能就得花費幾個小
時的翻山越嶺，才能抵達。然後，又得花費一大段的時間進行勘查與通報，很辛苦的完成損害與
重建評估，完成回報後，接下來還不知下一個災害地點得花多少時間。這個看似簡單的過程與初
步成果是用工程司的生命與時間所換來的，明顯的付出與所獲得成果不成比例。尤其是現今的社
會輿論與大環境對於災害回報的要求是迅速、正確，特別是在黃金的救人關鍵期。明顯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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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迫切需求一個正確、可靠且不需考慮同仁生命安全的系統，能做到正確、快速的災害資訊回報，
提供決策者作為參考。
由於近幾年來電子儀器的迷你化趨勢，以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輕巧、機動性高的無人遙
控飛機做為儀器載具的發展技術，已逐漸成熟。在諸多的應用領域中，無人載具已可扮演重要且
關鍵角色。以防災工作為例，若能於災害初期，衛星與直升機受到雲層限制，無法拍攝災區情況，
而以載人直升機深入山區風險極高，又逢道路中斷、人員難以進入災區時，即可考慮派遣無人飛
機，空拍災區畫面，並即時回傳讓防災應變中心掌握。因此本文將初步探討無人飛機於公路工程
勘災之可行性，期望能尋求一個不同以往之勘災模式與方法。

二、無人飛行載具
無人飛行載具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或稱無人飛機、無人飛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是近年來航太產業的熱門項目之一。無人飛行載具即是沒有飛行員在載具上操
控，藉由其他方法（如遙控、自動控制飛行）執行特定任務的飛行器。早期的無人飛行載具僅用
於在軍事上的需求，如演習時的靶機演進為無人偵察機，之後逐漸演進成軍民通用的多樣化選
擇。其與遙控飛機最大的差異在於：UAV 可用來執行特別任務;也可設計不同飛行特性的飛行器
來執行任務。
UAV 的發展可回朔至第二次大戰之前，早在 1896 年，美國史密松研究院的山姆藍利，已設
計出翼展 4 公尺長之小飛機，飛行距離約為 1 公里，隨後在美國海軍的支持下，史帕利成功地運
用了陀螺儀的穩定定向性，設計出翼展 6.7 公尺與機長 4.6 公尺之無人飛機，於 1918 年試飛，但
很可惜的並未試飛成功。而真正成功應用遙控技術的無人飛機，是在 1935 年由美國陸軍發展出
來的 RP-1，曾經量產數架，主要供作練習靶機之用，其後至 1942 年，德國也研製出 V-1 無人飛
機，用於載彈攻擊之用，實為後來巡弋飛彈先驅，爾後美國雷昂航空研發公司，於 1951 年正式
首飛噴射動力式無人飛機，其代號為火蜂（Fire Bee-BQM34）
，時速可達 600 節，飛行高度 6 萬
英呎，此可謂 UAV 的發展里程碑，宣告正式邁入新的紀元。
1961 年美國於越戰中大量使用火蜂（147 型）無人飛機，執行了 3945 次任務，回收率並高
達 84%，其後並持續積極發展相關研究，1971 年並試裝小牛飛彈，用於搜尋地對空飛彈發射系
統，1980 年以色列也於 UAV 領域中有了大幅進展，其主要為空中情資蒐集，以即時回傳方式，
與後方攻擊部隊連成一線，提供了最具機動性與攻擊性之網絡，1991 年波灣戰爭，更將 UAV 的
技術推向更高階的發展，無人飛機定位精準可提供火砲定位之用，1999 年的科索夫戰役更發展
出影像即時傳輸技術，達到更深入的監測與更精準的情資。
2000 年之後，世界各國競相發展 UAV 技術，儼然成為 21 世紀航太工業的新興產品，隨著
相關技術的開發，使用上也不再局限於軍事應用一途，在民生運用與太空探測中，得到了更廣域
的用途，以民生而言，可分為如下數種：
1. 環保監控/測：陸、海、空域的環境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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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象監控：蒐集氣流、大氣變化之相關資訊。如臺大大氣系之 Aerosonde 觀測颱風計劃。
3. 即時救災：重大災害發生時，進入災區執行搜救任務與災害狀況資料蒐集。如卡崔那颶風發
生後，美國政府大量應用 UAV 進行人員的搜救與災區受損評估（王聰榮、李繼泓，2006）。
DoDo Pro UAV 係由台灣學術界與民間共同合作所發展之新一代之無人飛機，可同時搭載高
像素數位攝影機與 360 度監控攝影機，最大飛行時間可達 150 分鐘(如照片一)，其基本參考資料
如表一。此型 UAV 之酬載能力強，滯空時間可達兩個半小時，適合運用於長距離之監測任務。
依據歷次的飛行測試數據顯示，DoDo Pro UAV 之高度控制精度可達預定航高之±10 公尺，航線
誤差約為±20 公尺，適合用於精確的空拍製圖任務。在任務規劃上，目前所使用之軟體亦為國內
廠商自行設計之飛行任務規劃軟體，此軟體可以根據不同的任務需求，配合當地地圖與地形高資
訊（DTM）
，可進行導航點、巡航速度、巡航高度、盤旋監控、重複開始點等任務相關資訊設定，
並可計算各航點之預定通過時間，可作為兩地聯絡時之參考數據(詳如圖一)。

圖一、無人飛機任務規劃軟體與地面監控站軟體
實際上，UAV 已實際應用於台灣地區環
境工程領域：如環保署採用其於加強沿海污
染查緝工作，環保署與元智大學合作，啟用
了無人飛機監視系統，透過衛星定位系統，
精準的找出是否有漁船偷排廢水、廢油，由
於 UAV 機動性高，而且出勤一趟的價格只有
直升機的一半，上路以來一共查獲 23 起漁船
污染案件，已成為環保署強化污染監控的最
新利器。屏東縣政府：購置 UAV，歷經半年
測試結果，技術己熟稔及拍攝影像清晰，除
環保、水利外，開放其他單位申請使用。UAV
用於盗濫採砂石及空氣汙染的監控，效果甚

照片一、由國內學術界與民間共同研發成功之無
人飛機 DoDo Pro

佳，以盗濫採砂石案件為例，由過去每月約 20 件，已降為每月 0 件或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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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DoDo Pro UAV 基本參考資料
機體數據

性能表現

載具尺寸

最大起飛重量

23kg

極速

125 km/hr

翼展

3.2m

最大燃油重量*

4kg

航速度

90 km/hr

機身長度

2.0m

有效酬載

2.6kg

作業高

1500m

機身高度

0.6m

空機重量

18kg

滯空時間**

>2.5 hr

最大收納體積

220×90×120
(cm)

* 可搭載副油箱 ** 以巡航時油料消耗計算

三、實際案例
本節將以實際之空拍照片，作為 UAV 應用於公路防、救災可行性之初步研究。照片二為無
人飛機巡查經過台灣南部某一中央管理河川時，所拍攝之某公路橋梁現況。由照片中可以明顯看
出，河道中土石的淤積現象；各橋墩的位置與間距可以很明顯的判讀，因此所有落橋或橋墩破壞
之現象亦可很明顯之判讀，亦即照片中公路系統暢通與完整性亦可很輕易之判斷。另照片上方之
邊坡坍滑處，亦可判讀出坍方堆積量與受影響路段。若有以往之歷史照片可供進行比對，即可快
速的回報邊坡滑動情形及評估應搶修之數量與搶通時間。由照片三可明顯看出同樣地點之橋梁，
經過不同角度之拍攝與路徑設定，亦可看出橋梁之安全性與潛在危險。若發現有任何風險時，亦
可及時發現，並發出通報訊息，做即時之封閉與疏導。
照片四中可明顯看出彎曲河道中的嚴重淤積現象，若此空拍照片經由適當的 軟體進行影像
處理，即可以初估土石堆積量並據以概估工程經費，同時亦可由此據以判斷此處土石量是否成為
下游橋梁之潛在風險因子。至於照片四下方之邊波滑動現象，亦可提供養護單位即時之公路邊坡
滑動情形與研判其潛在之滑動斷面。若此處有車輛或人員受困，亦可進行即時通報進行搶救。照
片五則為另一跨河橋樑工程施工情形之空拍照片。照片中可明顯看出該工程之施工現況與進度大
樣，另外由空拍照片之解析度，亦可瞭解混凝土預拌車與其他工程車之進出場狀況，輕易掌握並
管制工地人員與車輛的進出。照片六則為另一跨河橋梁現地施工之情形，很明顯地可看出工地刻
正進行懸臂工作車之組立，相片顯示中間一組懸吊桁架已於地面進行組合；上方一組懸臂工作車
正進行組立。下方一組橋墩之柱頭版之模版已組立完成，並已完成一部份混凝土澆置。若有長官
至工地視察時，亦可清楚地進行簡報與說明，可使長官迅速且清楚地瞭解整個工地情形，對於日
後進行工地施工規劃亦有極大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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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UAV 對公路橋樑進行空拍

照片三、可針對特定位置進行盤旋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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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河流上游河床淤積現象空拍照片

照片五、跨河橋樑工程施工情形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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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另一橋樑工程施工情形空拍照
照片七則為八八風災發生前後之高屏溪出海口上游 3.5 公里處，石化二路雙園大橋之空拍照
片，由照片(a) (b)中很明顯看出原河岸之河濱公園已完全沖刷流失。另照片右側之提防亦已完全
被沖毀，所幸八八風災當日大量河水與泥沙未衝入石化園區，否則將使台灣之石化業陷入空前之
危機。而照片七(c)為照片七(b)之局部放大，除河床上尚有些許枯木殘留外，更可明顯看出河川
管理單位之機具已進場施工；另雙園大橋之斷橋部份，基礎、墩柱及 I 型梁亦清晰可見，相關結
構斷面之尺寸可藉由照片中之影像，由適當之電腦軟體進行幾何尺寸辨識與丈量。照片八為屏東
地區林邊與佳冬之部分區域災後照片，災後受損之面積與該區域進出交通受損之情形均可藉由空
拍照片迅速評估。然而，因受限於災後飛航空域之申請困難，目前優先提供軍方救災使用，爰建
議倘若能向航管機關提出救災專案申請，則即可深入各個災區進行空拍及掌握所要災情。

(a)風災前

（b）風災後
照片七、八八風災發生前後之高屏溪雙園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12

8

(c)局部放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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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林邊
（b）佳冬
照片八、屏東部份地區八八風災後空拍照片

四、結論
以往公路總局之轄管公路與橋梁，每逢颱風豪雨過後總是千瘡百孔，讓工程人員疲於奔命。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科技之發展，越來越多現代科學技術可以提供防、救災之協助與訊息傳遞，而
本文所探討之無人飛機即為一最明顯之例子。若能藉由無人飛機迅速、可靠與即時之優點，為防
救災工作提供更快速且直接之訊息，不僅有助於災情之研判與救援，更可以快速進行災後復建之
勘查與經費估算。相信善用此一新近發展之科技，必能在國內防救災之工作扮演一重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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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距離直線推進之探討-以泥水加壓式工法為例
倪至寬*、蔡諭璋**
摘要
本文係針對中大管泥水加壓式工法之原理、施工機具、施工流程與要領，作詳細的介紹；內
文中所提及管線推進前置及後續作業，為工程中重要的一環，工程應確實依步驟及掌握其要領完
成，使得整體工程標案依照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在新進人員培訓的時間及增進基礎施工的概念，
都會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快速進入推進施工軌道。
關鍵詞：泥水加壓式工法，長距離推進，直線推進

一、前言
國內過去為因應衛生下水道配管率的需求，由日本引進多種推進施工技術，如泥土壓平衡、
泥水加壓平衡、泥濃式及地箭式工法等；多數施工廠商在工法選擇時，即使該工法不一定適用於
該區域推進，廠商仍會選擇較有把握或具經驗之推進工法；其原因為，有把握且經驗豐富之工法，
在施工流程與要領上已較為熟悉且熟練，施工中容易掌握可能的變化性，不易發生施工災變，因
此施工進度也會較順利。
目前有少數工程採用長距離曲線推進工法，雖可適度減少交通動線影響、私地、管線遷移及
施工面等問題，但因長距離管線佈設，導致人孔數量減少，在後續管線銜接次幹管時，無人孔銜
接，必須額外設置工作井，將工作井與次幹管間銜接 PVC 管，多出一道程序，就整體施工進度
而言，長距離曲線推進與多點直線推進工期相差不多。

二、工法原理與施工流程
推進工程選擇工法前，首先需了解各工法之原理及施工流程，於本工程地層的分佈及地盤特
性是否合宜；例如在次要土壤成分為黏性土壤之卵礫石層或頁岩中掘進時，若使用出土方式為塑
態至半固態的土壓平衡式工法，較容易造成機頭包覆(一般稱包頭)，而引發機具不能出碴或地面
隆起等情形。反之，利用循環泥水將土渣帶出的泥水加壓式工法，則可解決前述問題。本文將以
泥水加壓式工法為例，分別介紹泥水加壓平衡工法之原理及施工流程如下。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副教授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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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泥水加壓式平衡工法原理
泥水加壓式工法中循環之泥水可重複使用，係利用泥水處理設備將自掘進機排出之泥
水進行兩道過濾程序，先用震動篩過瀘較大粒徑砂礫，再利用沉澱槽過濾較小粒徑土砂，
因此，在卵礫石層中使用該工法，過濾後之土渣可當骨材回收使用，可減少廢土棄置問題；
泥水濃度的控制，需參照不同地盤土壤之透水係數，以調配適當的泥水比重及黏滯性，如
表 2-1 所示。
表 2-1 土壤透水係數與泥水管理之關係(摘自推進工法體系-推進工法技術篇)

土壤種類

透水係數 k

黏土含量

（cm/sec）

（％）

500 c.c. 粘滯度
泥水比重

地下水少時
(sec)

沉泥、細砂
細砂、砂
砂礫

10-7~10-5

地下水多時 (sec)

8-17

1.05-1.10

23-27

28-35

-5

-3

17-33

1.10-1.20

28-35

33-40

-3

-2

33-50

1.20-1.30

30-45

50-65

10 ~10
10 ~10

1. 泥水加壓工法掘削面平衡及泥水循環方式
泥水加壓工法係將穩定液（清水加作泥材）以送泥幫浦輸送至掘進機前端以隔版分
割之密閉泥水室，穩定液經切刀盤滲透至掘削面之土壤，形成不透水泥膜，利用穩定液
液壓作用於掘削面以達穩定之效果，掘削之土渣與穩定液混合後，利用排泥幫浦抽送至
地面泥水處理設備或沉澱槽，由此方式將脫泥後之泥水循環再使用。
為了穩定掘削面，利用穩定液液壓平衡該深度地盤土壤的靜止土壓力及水壓力，如
圖 2-1 所示；由於細砂空隙較小，穩定液於細砂中形成泥膜較為容易，而砂礫孔隙較大，
穩定液則必須浸透一段距離，將粗粒中較大孔隙填充後才會形成泥膜，使穩定液液壓完
全作用於掘削面上，因而保持不透水的狀態，使得泥水室中穩定液液壓可以完全作用於
掘削面，抵擋地盤的側向土水壓力，以平衡及穩定開挖面，穩定液在地盤為細砂及砂礫
結構之滲透機制如圖 2-2 所示。
A

C

B

D

A＝B ， C＝D

圖 2-1 泥水壓掘進機切削面之平衡管理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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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泥水於切削面穩定機制
2. 泥水加壓工法破碎方式
在卵礫石或堅硬土層掘進時，採用二次破碎土體之掘進機頭進行破碎，第一次破碎
是利用切刀盤上滾動截齒將較大之土塊、卵礫石或岩石擊破，使得土體得以由切刀盤開
口進入掘進機泥水室，此時，泥水室內圓錐破碎錐體（crusher-cone）以偏心方式將較細
土渣進行第二次擠壓破碎，前後二次破碎方式如圖 2-3 所示。掘進機之切刀盤可因應不
同地質，改變開口率與更換截齒，並可依據不同土質改變切刀。二次破碎的圓錐破碎室
內排泥孔可通過之礫石最大粒徑約為送排泥管管徑三分之一，其適用土質分類如表 2-2
所示。

穩定液

泥水

圖 2-3 截齒及圓錐的二次破碎方式
表 2-2 泥水加壓式工法適用土質分類
土壤種類

詳

細 描 述

1.砂質土 S（N<50）
一般土壤

2.砂礫 GS（最大粒徑<20mm 及礫石量<30%）
3.黏土 C（N<10）
1.最大粒徑>20mm

礫質土

2.依排泥管管徑大小不同，最大粒徑<50mm
3.礫石含量 30%～80%

硬質土

1.黏土 N>10
2.單軸壓縮強度 qu<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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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泥水加壓式平衡工法施工流程與要領
本文係針對中大管徑（ψ＝1000）
，泥水加壓平衡工法施工原理與流程作介紹；中大管
與小管進推全程均由地面操作台控制，其差別在於小管徑人員不易進入管內，無法設置中
押系統（係於推進管與推進管間預先裝設中押千斤頂）分擔元押（即發進井內油壓千斤頂）
推力，因此，中大管因安裝中押系統分擔推力，可採用較長距離推進；圖 2-4 為泥水加壓
式一次工法整體施工流程。

圖 2-4 泥水加壓式一次工法整體施工流程
1. 出發及到達井立坑
中大管的出發井及到達井，可採用多種型式，本文介紹圓形鋼套環及預鑄矩形沉箱
兩種。
(1) 圓形鋼套環立坑
鋼套環壓入工法一般多用於小管徑之工作井，其主要原因為易於施工、迅速且不繁
瑣；目前亦有ψ＝1000 管徑採用圓形鋼套環工作井。施工流程如圖 2-5 所示。

圖 2-5 圓形鋼套環立坑流程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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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井放樣
初期工作井放樣的位置，需依設計圖說地點進行放樣，再依圖中所給控制點進行初
步的水準(測得高程、距離及位置)及導線測量(平差及閉合)，由於初步訂出的工作井
位置，並未進行試挖和排除地下管線，此時導線測量僅供參考，需於工作井位置調
查完成且位置確認後，再次進行導線測量。
a. 全區水準基點佈設：施工前應完成全區水準基點佈設，依設計圖所給控制點(至少
2 個)為引點，並於道路巷道口附近地區佈設水準控制點，如圖 2-6 所示。
b. 依照設計圖，概略定出工作井位置後進行放樣，如圖 2-7 所示，在沉設時需依照
現場路況及如有障礙物或遭遇私地，則需辦理變更設計，作適當調整沉設的位置。

圖 2-6 水準引點測量

圖 2-7 工作井放樣

地下管線調查
於工作井立坑前，先進行試挖工作，確認地下管線分佈位置，如圖 2-8 所示，以管線
功能、類型、尺寸評估地下管線遷移難易度，若必須管遷，則應辦理管線會勘，並
且定期遷移管線，確認無施工障礙後，即可進行立坑之搖管機安裝。

圖 2-8 工作井試挖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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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測量
a. 導線測量：工作井試挖完成後，已排除障礙且位置確認後，由各工區同一主控點，
沿工區作閉合導線測量，再新增控制點，並且在每一工作井旁導引細部控制點，
減少誤差產生並提高精確度。
b 沉陷釘佈設：於每一推進坑及到達坑所在處佈設一支沉陷釘，再利用噴漆將沉陷
釘所在位置加以註記，立坑時參考此高程點可得知所需立坑深度、大底澆置混凝
土厚度及推進台架設高度。沉陷釘設置情形如圖 2-9 所示。

圖 2-9 高程測量之沉陷釘設置情形
開始立坑
a. 切削鋼套環壓入埋設：將第一節圓形切削鋼套環置於搖管機之束環內，如圖 2-10(a)
所示，迴轉切削壓入地盤。
b. 工作井開挖：先以搖管機沉設，將圓形鋼管切削壓入地層後，再以抓斗機配合破
碎機清除鋼管內土壤及岩塊，如圖 2-10(b)
c. 鋼套環焊接埋設：將下環與中環滿焊後(注意水密性)，如圖 2-10(c)所示，再重複(b)
之動作，掘削至計畫深度。
d. 以特密管澆置水中混凝土底板 1m，完成後再將鋼套環提昇 1m，將覆工板蓋上，
等待養護完成，即可進行推進施工，如圖 2-10(d)所示。
(2) 矩形預鑄混凝土沉箱立坑
第一節預鑄 RC 沉箱具有刃口裝置，藉由自重或加壓荷重之壓力，配合沉箱內側土方
之挖掘而使沉箱下沉之方法。推管ψ＝1000 之出發井尺寸為 2.5*5.4m，到達井為
2.5*2.5m，立坑流程中，水準點佈設、工作井放樣、地下管線調查、高程測量及
定線測量與圓形鋼套環相同；其中在反力牆安裝時，由於矩形沉箱初步沉設時，
工作井的長向應約略與計畫線平行，如圖 2-11 在反力牆組模時可調整與計畫推進
線垂直即可；矩形預鑄混凝土矩形沉箱立坑流程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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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切削鋼套環壓入埋設

(b) 工作井開挖

(c) 鋼套環焊接埋設

(d) 大底澆置混凝土
圖 2-10 圓形鋼套環立坑

反力牆調整推進方向
計
畫
推
進
方
向

圖 2-11 反力牆方向調整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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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矩形預鑄混凝土矩形沉箱立坑流程
a. 路面切割：
於第一節施做沉箱前，先將所需開挖範圍路面切割，開挖時依切割處分界才
不會擴大地面損壞，回填收尾時也較美觀，如圖 2-13(a)所示。
b. 第一節沉箱安裝（含刃口）：
預鑄 RC 沉箱第一節為含刃口之裝置，利用沉箱之刃口裝置配合自重及沉箱
內挖方式將沉箱下沉，如圖 2-13(b)所示。
c. 其他節沉箱安裝：
第一節安裝完成後，在下沉箱頂面置入止水膠條，續接時必須重疊放置，待
上層沉箱向下壓時會將重疊的膠條（含粘性）壓緊密合；第二節沉箱吊放完成後，
將上下沉箱間四個角隅以螺栓續接，如圖 2-13(c)所示。
沉箱 1～3 節均包覆有保麗龍隔層，沉設完第三節時需於沉箱外側施灌混凝
土，作為導牆，保麗龍隔層黏著於導牆混凝土表面，而且保麗龍隔層可避免導牆
混凝土直接接觸沉箱，待導牆混凝土完全凝固後繼續下沉下一節沉箱；每節沉箱
的沉設過程，都必須將沉牆箱內土壤挖除，才能引導沉箱下沉，如圖 2-13(d)所示。
沉箱所預留之背填灌漿孔，目的為待大底澆置完成凝固後，進行沉箱背填灌漿之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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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若遇地下水位較高時亦可由此孔注入水玻璃藥劑止水；一般背填灌漿時係利
用混合器，將 A 液(水玻璃＋水)及 B 液(水泥＋水)於入口混合後，注入沉箱與土壤
間間隙，如圖 2-13(e)所示。
d. 建立地質分布
沉設過程中需確實紀錄開挖過程土層分佈的情形，爾後，有助於鏡面改良的
掌握和推進機具的選用。
e. 沉設完成
沉設完成後，先將大底整平，再以特密管澆置混凝土底板，澆置前混凝土須
經由氯離子檢測通過，才可施灌，如圖 2-13(f)所示。
2. 工作井中心點決定
(1) 將立坑完成之工作井上覆工板打開，以測量用標尺跨放於工作井上方，於標尺上方
綁上垂球懸吊於工作井內，垂線至工作井內徑距離應保持在 360°均為工作井半徑的
長度；量測方式可利用捲尺以工作井半徑的距離，轉一圈，調整其長度均相同時，
即為工作井中心線，如圖 2-14 中 Step 1 所示。
(2) 中心點決定後，拉連兩條水線交叉通過此中心點，再於兩條水線末端釘上沉陷釘共
四點，完成後噴漆加以註記，如圖 2-14 中 Step 2 所示。
(3) 完成後，覆工板蓋上，再將上述四點沉陷釘拉連水線，交叉點作記號於覆工板上，
此點即為工作井中心點，如圖 2-14 中 Step 3 所示，現場中心點施工完成照片如圖 2-15
所示。

含斜面之第一節沉箱

(a) 路面切割

(b) 第一節沉箱安裝（含刃口）

止水膠條
5.4 m

A - A 斷面

1.2 m

上層沉箱

A

1.2 m

止 水膠 圈安 放
A

止水膠圈安放-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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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

利用螺 栓將沈箱 續接

止水膠條

A - A 斷面

A

1.2 m
A

止 水膠條安 放處

止水膠圈安放-立面圖
上層沉箱與下層續接
(c) 第 1～2 節沉箱安裝（止水膠圈安放）

沉 設過程將 沉箱內 土挖出

(d) 1～3 節沉箱安裝

混合器

B液

混合器

背填灌漿孔

沉箱外側

灌漿孔蓋

B 液
A 液

A液

灌漿孔內逆止閥

背填灌漿孔
(e) 工作井背填灌漿

混合器

(f) 大底澆置混凝土
圖 2-13 矩形預鑄混凝土矩形沉箱立坑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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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陷釘
d
d

d

d

d

d

標尺

d

覆工板

d

Step 2

Step 1

Step 3

圖 2-14 工作井中心點決定步驟

圖 2-15 工作井中心點決定
3. 定線測量
(1) 將經緯儀架設至發進井後方，先令經緯儀俯角照準發進工作井中心點，再調整經緯
儀令其仰角照至到達井覆工板中心點(無障礙時)或到達井標尺中心線(有障礙時)，此
方向即為計畫中心線，如圖 2-16 中 Step 1 及 2 所示。
(2) 維持方向角不動，調整經緯儀俯角，在發進井前後各做一點記號，且釘上沉陷釘，
並且噴漆作註記，如圖 2-16 中 Step 3 及 4 所示。
(3) 將進行推管前，先將覆工板打開，利用水線拉連地面兩點沉陷釘，將通過水線之鋼
套環上以鐵鋸切割作記號，並將水準測量點引測至此處，即可得知此處高程；已知
鋼環上切割缺口之高程後，利用皮尺向下量測至設計深度（即為發進計畫中心點）
並於此處作記號，如圖 2-16 中 Step 5 所示。
(4) 將原來水線拆除，於鐵鋸切割記號處，重新拉連水線並於水線上懸吊兩垂球，如圖
2-16 中 Step 6 所示。
(5) 最後利用經緯儀照射，光點通過兩垂線同時照射在發進計畫中心點記號處，並且照
射角度符合設計坡度(S=‰)，即完成定線測量，完成後若因故未立即進行推進，需再
將覆工板蓋回，如圖 2-17 所示。
(6) 定線測量完成後，即可進行推進台架設。推進台的架設之方向仍須於推進方向一致；
架設時先將推進台中心線作兩點記號（兩點決定一直線）
，再調整推近台方位，使推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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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台上兩點記號對準工作井上方兩垂球，此方向即為推進方向。
4. 地盤改良
工作井施築完成後，必須於掘進機發進口及到達口外側進行地盤改良，目的為預防
地下水滲入或有崩塌之虞的土質（如砂土或沉泥）流入工作井內，造成施工災害；一般
常使用之地盤改良工法為高壓噴射灌漿工法（Jumbo Special Grout）
，地盤改良區域需以
改良樁重疊施作，改良範圍需超出鏡面上下左右側適當距離如圖 2-18 所示，才能有效防
止地下水滲入，改良範圍依照土質軟硬或地下水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高壓噴射工法之
JSG 工法（雙管）特色如下：
（1）鑽桿直徑ψ（mm）：60.5
（2）形成直徑ψ（m）：1～2
（3）鑽桿轉數（rpm）：5～10
（4）可達施工深度（m）：25
（5）使用材料：水泥＋水
（6）材料吐出量（L / min）：60
（7）砂土改良強度 ≒ 10～30 kgf / m2
（8）黏土改良強度 ≒ 5～10 kgf / m2

Step 1 經緯儀照準發進井

標尺

Step 2 調整仰角照準到達井標尺

Vol.35. No.12 Dec. 2009

21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525

Step 3 於發進井前設一沉陷釘

Step 4 於發進井後設一沉陷釘

Step 5 沉陷釘間拉連水線
Step 6 通過兩垂線於發進中心點
圖 2-16 定線測量施工步驟

圖 2-17 現場定線測量完成之情形

改良範圍

出發鏡面或
到達鏡面

30 cm

30 cm

改良範圍正視圖

改良範圍側視圖
圖 2-8 出發或到達面改良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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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噴射灌漿在進行改良時的動力來源，需藉由圖 2-19 中高壓幫浦的高壓活塞之推
力，將水泥漿液壓送至所需改良深度；在向下鑽掘時，需於雙重管內層注入水，如圖 2-20
所示，鑽掘深度計算可依鑽桿長（鑽桿長一支為 3m）量得；當鑽掘至預定深度時，於
內層丟入一鋼珠將鑽頭底部堵住，此時將水切換為水泥漿液，經由鑽桿內管及鑽頭側邊
的噴嘴噴出，如圖 2-21 所示，噴射改良時並配合風車於鑽桿外層注入加壓空氣，同時鑽
桿向上拔升迴轉進行改良，如圖 2-22 所示。一般高壓噴射灌漿之標準設計參數及有效直
徑、鑽桿提昇速度、硬化材單位噴射量及灌漿壓力如表 2-3 及表 2-4 所示。
〔注：風車即
空壓機，為「壓縮」空氣的體積，同時提升壓力，壓縮的方式來區分空壓機可以分為定
排 量 式 空 壓 機 （ Positive Displacement Compressor ） 及 動 能 式 空 壓 機 (Dynamic
Compressor)。〕
表 2-3

項

土 壤 種
類
N
值
目

JSG 工法砂質土之標準設計參數（資料來源：JJGA）

砂

質

土

≦10

10～20

20～30

30～35

35～40

40～50

2.0

1.8

1.6

1.4

1.2

1.0

40

35

30

26

21

17

標準有效直徑（m）
深度 Z（0m＜Z≦25m）
鑽桿提昇速度（min/m）
硬化材單位噴射量
0.06

（m3/min）
灌漿壓力 P（kg/cm2）
表 2-4

200
JSG 工法粘性土之標準設計參數（資料來源：JJGA）

土 壤 種
類

粘

性

土

N
項

值
目

N＜1

N＝1

N＝2

N＝3

N＝4

2.0

1.8

1.6

1.4

1.2

30

27

23

20

16

標準有效直徑（m）
深度 Z（0m＜Z≦25m）
鑽桿提昇速度（min/m）
硬化材單位噴射量
0.06

（m3/min）
灌漿壓力 P（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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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幫浦整體示意圖

水及水泥切換三通閥
圖 2-19 高壓幫浦

雙重管外觀

雙重管剖面
圖 2-20 雙重管外觀及剖面圖

鋼珠

鑽頭剖面

水或漿液

空氣
高壓噴嘴

鑽頭外觀

圖 2-21 鑽頭外觀及剖面示意圖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28

圖 2-22 風車(空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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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鏡面工安裝
平面式
(1) 切除鋼筋混凝土或鋼環等工作井材料。
(2) 鏡面工安裝需與推進方向垂直。
(3) 依據合約規範進行試水試驗，如在發進及到達口改良區域進行鑽探取樣，進行室內
透水實驗，或在鏡面工位置進行試水，試水位置依據管徑大小可定 3～7 點，鑽孔長
度依據改良範圍而定。
(4) 鏡面工安裝步驟：
Step 1 首先將含公端螺絲之鐵製內框，焊接於工作井內預定發進面中心。
Step 2 完成後，於內框上螺絲套上橡皮膠圈。
Step 3 再以鐵製外框將橡皮膠圈套上夾住，並以螺帽固定。出發及到達鏡面工安裝
步驟相同如圖 2-23 所示，實際外觀如圖 2-24 所示。

正視圖

Step 1 鐵製內框焊接

俯視圖
Step 2 鐵橡皮膠圈安裝
圖 2-23 平面式鏡面工安裝步驟

鏡面工正面

鏡面工側面
圖 2-24

Vol.35. No.12 Dec. 2009

Step 3 鐵製外匡以固定

平面式鏡面工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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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入式
若受限於工作井大小，無法將掘進機驅動部置入工作井內，可安裝崁入式鏡面框，
如圖 2-25 所示，必要時，可減少圓形工作井所需使用直徑，其安裝步驟如圖 2-26。(1)、
(2)、(3) 同平面式。

工
作
井
內
側

崁入 式鏡面 正面

發
進
面
端

崁入式鏡面側面

鏡面工正面

鏡面工側面
圖 2-25 崁入式鏡面工外觀

(5) 鏡面工安裝步驟：
Step 1 由於受限工作井尺寸，使掘進機驅動部無法全段置入，可使用崁入式鏡面。
Step 2 將鏡面範圍鋼環切開略大於鏡面寬度，再將崁入鏡面深度處地改範圍土壤挖除。
Step 3 焊接固定崁入式鏡面，利用手動式吊車，使掘進機以傾斜方式置入崁入式鏡面。
Step 4 安裝完成後，開始進行推進。

Step 1

Step 2

地改區

元押千斤頂

崁入式鏡面

Step 3

Step 4
圖 2-26 崁入式鏡面工安裝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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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泥水相關設備安裝
泥水加壓式工法之地面設備有油壓驅動裝置、泥水處理設備、送泥幫浦、滑材注入
設備、控制台、棄土槽及發電機；工作井內設備有立坑旁通閥、排泥幫浦及沉水式馬達；
安裝完成後並測試各設備運作是否無誤，安裝流程及要領如圖 2-27 所示。

圖 2-27 泥水相關設備安裝要領與流程
7. 推進施工
(1) 開始推進時，必須將掘進機機身姿勢角度，調整接近於設計坡度，則推進過程較容
易依照計畫線形前進；若於卵礫石層中掘進，由於卵礫石層強度很大，此外地盤向
上勁度小於向下勁度，應注意掘進過程中機頭容昜往勁度小的方向（上）爬升的現
象。
(2) 推進過程中於每支管內，需同步續接送泥及排泥管，如為新手作業時還可接倒拉鋼
棒；若推進過程中遭遇較大卵礫石，而造成突然方向偏移過大，可利用倒拉鋼棒將
掘進機及推管拉回，待前方問題處理過後，再緩慢向前推進。倒拉鋼棒安裝位置如
圖 2-28 所示。

押

掘進機後端

輪

倒拉鋼棒

倒拉鋼棒安裝位置

倒拉鋼棒堆置情形

圖 2-28 倒拉鋼棒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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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押系統安裝：
長距離推進係指推進距離
超過 100 公尺，一般多用
於中大管徑，由於人員可
進入管內的緣故，可在中

中押裝置

間段安裝中押系統，有效
的分擔元押推力；一般中
大管推進距離較長，管壁

圖 2-29 中押裝置安裝位置

與土壤間摩擦力較大，

需於管間設置中押系統，如圖 2-29 所示，以連動方式向前推進；此方法雖能增長推
進距離，但施工進度會較慢，施工長度應控制在 300 m 左右，中押設置 2～3 個。其
設施係於管中間段，預先埋置特製中押管配合中押套環及數個小型千斤頂圍繞成之
中押設施，如圖 2-30。推進管及中押各項設施名稱如圖 2-31 所示，同時分別說明如
下。推進步驟如圖 2-32 所示。

將千斤頂安裝於此處

鋼套環

中押千斤頂

減少2倍中押鋼套環厚
與一般RCP管外徑相同

後

前

1.5 m
組裝完成之中押鋼套環
圖 2-30 中押系統相關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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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RCP管

單層止水膠圈

T形接環

中押管

雙層止水膠圈

中押套環

格版

中押千斤頂

圖 2-31 推進管中各項設施名稱

推進完成

第一段中押回收

第一段空隙推進

第二段中押回收

第二段空隙推進

推墊

圖 2-32 中押推進步驟
a. 單層止水膠圈：安裝於一般 RCP 管公端上，於推進時可防止地下水滲入。
b. 雙層止水膠圈：止水效果較好，安裝於中押管活動端或長距離曲線推進特製 RCP
短管公端，於推進時可降低活動時所造成的漏水現象。
c. 中押千斤頂：中押裝置所使用小型千斤頂，每支最大出力為 50t，依管徑大小均勻
佈設千斤頂；推進完成後回收時，人員需於管內將其拆除。
d. T 形接環：連接一般 RCP 管。
e. 中押管：中押裝置所使用特製短管。
f. 中押套環：中押裝置所使用特製鋼環，內設有螺栓，可錨碇中押千斤頂。
g. 格板：為抵住中押千斤頂前後，以平均傳遞中押推力。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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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降低推力的配套措施：
a. 推進過程中於掘進機尾端及推進管四周注入滑材
b 由於長距離推進可能造成送泥幫浦功率不足，為了使送泥及排泥達到平衡，須於
管內預先安裝中繼排泥幫浦。
c. 推進線形的偏差(即蛇行修正)，將大幅增加推進壓力，推進時應保持直線，方可防
止推力急速上升。
8. 人孔施築
工作井間推進完成後，在出發井與到達井安裝人孔，以便營運階段維修時之出入
口；圖 2-33 為人孔構築要領與流程，圖 2-34 為人孔收築剖面示意圖。

圖 2-1 人孔收築要領與流程
臺灣公路工程第 35 卷第 12 期-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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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除鋼環
回填砂土
蓋上人孔蓋
人孔大小頭收孔
人孔管依序銜接

圓形工作井

鋼套環切除
混凝土澆置蓋過短管
人孔短管銜接
人孔底座安裝

圖 2-34 人孔收築剖面示意圖

三、泥水處理設備及作泥
泥水加壓式工法係利用排泥幫浦將泥水混合土渣抽送至地面泥水處理設備，經脫泥後之泥水
可再循環使用之工法，因此泥水處理設備的優劣與否，直接影響推進施工之品質及硬體設備（如
送排泥幫浦及震動篩）的使用年限，較好的泥水處理設備除了可提升施工品質及延長推進相關機
具之使用年限外，在孔隙較大的卵礫石層中掘進可降低推進失敗的機率，如掘削面無法形成泥膜
而導致側向土水壓力無法平衡作用於掘削面盤、地下水滲流入掘進機內造成機器損壞、粗粒料沉
澱於排泥管底部無法將較粗顆粒土渣帶出而導致塞管發生等問題，因此，泥水處理設備處理泥水
的能力，為泥水加壓式工法中的關鍵要素之一，同時也會影響作泥比重及黏滯性的準確度。
(一) 泥水處理設備
中大管因管徑較大，所需之泥水處理設備亦較大，其設備係將過濾循環槽、作泥材槽
及穩定液攪拌筒設計為一體成形，整體外觀如圖 3-1 所示，下方的循環槽及作泥材槽中間
則以隔板隔開；其循環方式為將掘削面掘削之泥水，經由工作井內排泥幫浦輸送至循環槽
上方的下層震動篩，下層震動篩為網目較粗之篩網（可通過之土渣粒徑為小於 5mm），留
篩之較粗土渣即排至棄土槽內，震動篩側面及篩網如圖 3-2 所示，通過下層震動篩之泥水
則流至循環槽，再由循環槽內幫浦抽送至最上方螺旋分離器，如圖 3-3 所示，螺旋分離器
利用側面進入之泥水，形成高速轉動，泥水進入渦旋槽內，造成液體旋流產生離心力之原
Vol.35. No.12 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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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土渣與泥水分離；因離心力作用，將自重較輕的泥水往上方出口排出回流至循環槽
內，自重較重之土渣則通過螺旋分離器向下流至上層震動篩作第二次過篩，上層震動篩則
為網目較細之篩網（可通過之土渣粒徑為小於 0.35mm），留篩之較細土渣同樣排至棄土槽
內。
當循環槽內泥水高過隔板時，會溢流至右側作泥材槽，此時溢流至作泥材槽內之泥水
為循環槽內上方較為清澈之泥水，可再加入作泥材調配穩定液；調配穩定液係利用作泥材
槽上方的作泥材攪拌筒調配穩定液，將調配適當比例之穩定液洩入作泥材槽內，由水中攪
拌幫浦攪拌均勻後，立即測試泥水比重及粘滯性是否適宜，依照地層特性調配出所需之泥
水比重及粘滯度後，即可由送泥幫浦輸送至掘削面與掘削後土渣混和。此種兩道泥水循環
方式可有效降低泥水中含泥量，在穩定液調配時不會因含泥量誤判泥水之比重，且經處理
排出之土渣較為乾淨，可回收為粗細骨材利用，以降低棄土所需之施工成本。

圖 3-1 泥水處理設備整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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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挖面掘削出之泥水
震動篩馬達

震動篩馬達
螺旋分離器

上層震動篩

上層震動篩

下層震動篩

下層震動篩

震動篩正面

開
挖
面
掘
削
出
之
泥
水

5 mm
0.35 mm

下層震動篩網

上層震動篩網

震動篩側面
圖 3-2 震動篩側面及篩網

圖 3-3 震動篩背面-泥水循環情形
(二) 作泥
1. 泥水加壓工法作泥材最主要目的
(1) 粘滯性：如果掘進機前方的地盤土壤為較大粒徑之礫石或卵石，經二次破碎後進入
泥水室的碎石，粗顆粒間直接接觸而摩擦力大，加以卵礫石比表面積較小，流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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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黏滯性無法將較大顆粒的卵礫石帶走，容易導致土渣在泥水室及排泥管的流動
困難，因此，需添加適當比重及黏滯性的穩定液，增加土渣帶出的能力，故在推進
過程增加高黏滯性的穩定液後，即可避免較大粒徑土渣沉澱於排泥管底部所造成的
阻塞，所以在卵礫石層推進，穩定液調配的黏滯性較一般土層為高。
(2) 不透水泥膜：作泥材的注入可填充掘削面土壤的孔隙，使掘削面形成不透水泥膜，
也可防止地盤地下水倒流入機內。
(3) 穩定開挖面：掘削面的土渣因作泥材的注入，保持不透水的狀態，使得泥水室的泥
水壓力可以完全作用於掘削面，抵擋地盤的側向土水壓力，以達成平衡穩定開挖面
的狀態。
2. 泥水加壓工法作泥材其他目的
(1) 減少圓錐破碎室出口卡住：作泥材為排渣口之潤滑劑。
(2) 增加排泥馬達壽命：增加土渣之塑性後，流動性較好，排泥馬達不需使用全速即可
將土渣排出。
(3) 減少機內止水及旁通閥油封受損：會因不良的排土（低流動性）引起。
(4) 減少坑內旁通閥阻塞及受損：會因不良的排土（低流動性）引起。
(5) 增加推進效率：良好的排泥效率，同樣會有良好的推進效率。

四、掘進機介紹
本節內容主要介紹掘進機形式為
，如圖 4-1 所示，
ISEKI（TCS–1000）
其機型可分為搖動部及目標鏡部兩
段，細部尺寸如表 4-1 所示，此機型
的機頭控制係利用掘削面盤驅動馬達
上指針控制機頭修正方向，由於指針
安裝於驅動馬達上，機頭方向修正時
會連動指針，如圖 4-2 所示，掘進機
目標鏡部後方各設施示意如圖 4-3；此

表 4-1

ISEKI（TCS - 1000）掘進機細部尺寸

型號：ISEKI
（TCS - 1000）

尺寸（mm）

重量（kg）

D1（掘削外徑）

1220

D2（掘進機外徑）

1182

L1（搖動部）

1385

420

L2（目標鏡部）

2150

5600

L（全長）

3535

機頭修正方向的方式，可避免因機內雷射光故障而無法修正方向的情形，為較實用且成本低的方
式；其控制方式還可直接利用驅動馬達後方所安裝的反射鏡，利用反射鏡將來自工作井雷射光點
反射至雷射標靶上，進而控制機頭修正方向。ISEKI（TCS–1000）之控制台及操作盤，如圖 4-4
及圖 4-5 所示。
(一) 掘進機內指針控制機頭修正方向
1.控制台螢幕上層為顯示掘進機機尾位置的雷射光點，而螢幕下層則顯示掘進機機頭修正方
向的指針，掘進機內標靶的細部解釋及指針位置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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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掘進機機尾位置為利用反射鏡將經緯儀光點反射至儀表板上層，掘進機機頭修正則是由機
頭馬達上指針頂端顯示其修正方向，由於指針安裝於馬達上方，機頭修正時會連動馬達，
馬達上指針由攝影機顯示於控制台螢幕即可得知目前機頭修正方向。
3.推進時先觀察上方儀表板得知掘進機目前偏移方向，得知偏移方向後使機頭指針與雷射點
偏移方向相反修正即可，方向千斤頂修正技巧為，上下相反修正，左右相反修正。掘進機
向下偏移、向上修正，向上偏移、向下修正如圖 4-7 所示，向左偏移、向右修正，向右偏
移、向左修正如圖 4-8 所示。
(二) 驅動馬達反射鏡控制機頭修正方向
利用安裝在驅動馬達上的反射鏡控制機頭修正方向，如圖 4-9，其控制原理與機內指針
相同；經緯儀之雷射光點透過裝在驅動馬達上的反射鏡，將光點同時反射至儀表板上層(此
為機尾的偏移方向)，及儀表板下層（即為機頭方向）
，在推進時同樣先觀測上層儀表板之
光點，再以下方光點控制機頭修正方向，如圖 4-10 所示。

圖 4-1

ISEKI（TCS - 1000）掘進機

掘進機整體照片
目標鏡後方
圖 4-2 掘進機目標鏡部後方標靶及指針

圖 4-3 目標鏡部後方各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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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錶
電源電壓

面盤馬達轉速

故障顯示燈
元押推力

操作電源

扭力錶
推進速率
推進距離

聲音出口

元押推力旋鈕
推進距離設定

控制台螢幕

低

歸零

機身傾斜 機身扭轉

圖 4-4

ISEKI（TCS–1000）之控制台

圖 4-5

ISEKI（TCS–1000）之操作盤

機身扭轉 掘進機機尾

高

送排泥止水閥

旁通閥壓力
掘削面壓力
送泥壓力
元押推力
上修正千斤頂壓力
下修正千斤頂壓力

掘進機頭指針

機內旁通閥

圖 4-6 標靶細部解釋及指針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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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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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KI（TCS - 1000）機頭指針控制 – 上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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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ISEKI（TCS - 1000）機頭指針控制 – 左右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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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驅動馬達反射鏡

圖 4-10

ISEKI（TCS - 1000）驅動馬達反射鏡指針控制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泥水加壓工法係將穩定液（清水加作泥材）以送泥幫浦輸送至掘進機前端以隔版分割之密
閉泥水室，穩定液經切刀盤滲透至掘削面之土壤，形成不透水泥膜，利用穩定液液壓作用
於掘削面以達穩定之效果，掘削之土渣與穩定液混合後，利用排泥幫浦抽送至地面泥水處
理設備或沉澱槽，由此方式將脫泥後之泥水循環再使用。
2.於不同地層特性所需之作泥材濃度和黏滯性均不相同，所以作泥材的配比適當與否會嚴重
影響施工品質，配比不當時，容易造成施工機具壽命降低和提高施工失敗發生的機率，因
此若於不同的地盤土壤條件，必須選用合適該地層之作泥配比。
3.長距離推進配套措施如下：(1) 一般 RCP 管配合特製鋼套環、短管及數個小型油壓千斤
頂，於中間段安裝中押系統，分擔元押推力 (2) 配合推進過程中於掘進機尾端及推進管
四周注入滑材，(3) 另於管內預先安裝中繼排泥幫浦，順利長距離排送泥水土渣。
4.推進施工在台灣常選用泥水加壓式工法及泥土壓平衡工法之掘進機型，本文中所使用機型
為泥水式卵礫石掘進機，在次要土壤成分為黏土之卵礫石層或頁岩中，使用泥土壓平衡式
掘進機較容易發生包頭問題，而使用泥水加壓式掘進機於此地盤推進雖無包頭問題，但在
作泥材的調配上仍不可忽視，低濃度（低比重）泥水之粘滯度偏低，排渣時低黏滯度之泥
水無法將較大粒徑礫石帶走，使得粗顆粒土渣沉澱於排泥管底部，最後造成排泥管阻塞，
因此，穩定液調配之作泥濃度必須適當，並且採用較合適之泥水處理設備，才能在卵礫石
層有良好的推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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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建立不同工法標準作業流程及要領，可用於培訓新進施工人員，建立基本概念與所使用的
工法特色；減少銜接的時間，快速的進入推進之軌道。
2.熟悉不同工法的原理及特性，於不同特性之地盤土壤中，或在複合地盤中，選用合適之工
法，除了可提升施工效率外，亦可減少因施工所產生的推進失敗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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