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成果 

發表期刊論文及國內外研討會論文 

Study resultsPublished journal paper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seminar papers 
 
 
 

 

 

題目/Topic 
 
 

混凝土橋梁常見劣化類型探討—上部結構(II) 

Common Deterioration Found in Concrete Bridges  

in Taiwan— Superstructure (II) 
 

 
 
 
 
 
 
 
 
 

作者/Author 
 

   蔡欣局、王鶴翔、毛一祥、葉承軒、王忠信  
 

 
 
 
 
 
 
 

 

中華民國一 O 九年十一月 

 
 
 



1 

 

混凝土橋梁常見劣化類型探討—上部結構(II) 

Common Deterioration Found in Concrete Bridges in Taiwan— 

Superstructure (II) 
 

蔡欣局 Tsai, Hsin-Chu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正工程師 

王鶴翔 Wang, Helsin 新中光物理探測公司顧問 

毛一祥 Mao, I-Shiang 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葉承軒 Yeh, Cheng-Hsuan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工程師 

王忠信 Wang, Chung-Hsin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公司協理 

 

關鍵詞 (Key Words)：劣化 (Deterioration)、上部結構 (Superstructure)、橫隔梁

(Diaphragm)、支承(Bearing)、防落設施(Functional Unseating Prevention Device)、裂

縫(Crack)、剝落(Spalling)、銹蝕(Corrosion)、白華(Efflorescence)、蜂窩(Honeycomb) 

 

摘要 
 

橋梁上部結構除主梁、橋面板為活載主要承力構件外，橫隔梁亦為影響上部結構整體剛

度與抗扭強度的關鍵構件。另外透過支承裝置與防落設施連結下部結構，得以將力量傳遞至

基礎結構，以及限制上部結構於地震作用下、洪水，以及土石流溢流沖擊時，不致產生過大

位移落橋。因此橋梁檢測人員如何有效發現，並確實記錄構件之關鍵損傷劣化及位置，掌握

其使用狀態與服務性能，為決定上部結構於使用階段，以及災害衝擊下之穩定性與安全性。

本文將就本刊前一期文章「混凝土橋梁常見劣化類型探討—上部結構(I)」，續談上部結構中

橫隔梁、支承、防落設施等三部分，彙整其常見的劣化類型，並探討其可能成因，冀能提供

橋檢相關單位/機構參考。 

 

Abstract 
 

For a bridge superstructure, the major bearing components for live load include 

not only girders and decks but also diaphragms, which affect its overall stiffness 

and torsion-resistant strength. The loading is expected to be transmitted to 

substructures and foundations through bearings. Functional unseating prevention 

devices restrict the superstructure from being subjected to the impacts of earthquake, 

flood, and debris flow, so as not to cause excessive displacement, even bridge falling. 

It is widely noticed that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of bridge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the bridge inspectors, who are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find and reliably record the critical damage, deterioration, and location of bridge 

components. Therefore, bridge agencies can determin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superstructure during both the operation phase and the disaster-impact condition. 

Extending from girder and deck issues published in the previous issue,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common deterioration of the components, including diaphragms, 

bearings, and functional unseating prevention devices, and their possible causes on 

concrete bridges. This valuable information is, in practice, useful for bridge 

inspection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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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橋梁的設計及施工品質決定橋梁先天的體質，使用階段受天然災害、人為，或環境等外

在因素影響，加劇各類老化(Aging)、劣化所產生的損傷，亟需由定期檢測(Routine 

Inspection)、維護(Maintenance)與補強(Rehabilitation)等管理機制，方能確保橋梁營運

的品質與使用安全。 

 

目視檢測(Visual Inspection)現仍為各國普遍採用的最重要、最經濟且主要手段

[1-4]；然而對於橋梁現況的第一時間掌握，仍繫於橋梁檢測人員本身的專業素質、經驗與判

釋，提升橋檢人員的專業素養，方能有效判釋橋梁存在的各類劣化類型，以俾掌握橋梁現況，

進而評估適宜的修復或補強工法，有效提供較佳的維護經費配置方案。 
 

橋梁檢測外部稽核公益協作中，收集混凝土橋梁相關的劣化現象，於本刊前一期文章

中，曾就混凝土橋梁上部結構的主要構件之橋面板(Deck)與主梁(Girder)兩部分，探討常見

的劣化類型與其可能成因[5]，本文延續討論上部結構中的：橫隔梁、支承、防落設施等三部

分，彙整其常見的劣化類型與探討其可能成因，以提供橋檢相關單位/機構參考。 

 

貳、橫隔梁常見劣化 

 

橫隔梁的主要功能除可增強橋梁整體之剛度及抗扭轉能力，並使橋面版傳遞之活載重

(Live Load)，能有效分配至各大梁構件。由於橫隔梁構件斷面寬度較薄，且配置兩層雙向鋼

筋，故而常有混凝土澆置(Concrete Placement)及搗實(Tamping)施工困難，以及混凝土保護

層(Concrete Covering)厚度不足的問題；端隔梁(End Diaphragm)則因伸縮縫(Expansion 

Joint)漏水問題，而常有水份入滲混凝土情形發生；此外，橋梁因附掛維生管線的不當施工，

常直接穿越橫隔梁，造成的橫隔梁破損的問題。 

 

肇因於各類因素，橫隔梁常有水份入滲混凝土、產生白華、混凝土蜂窩、裂縫、剝落、

破損、鋼筋(Reinforced Steel Bar)外露(Exposure)、銹蝕等損傷劣化現象，其相對應發生

之位置彙整如表 1；其中橫隔梁損傷劣化類型又以混凝土蜂窩，以及鋼筋外露、銹蝕最為普

遍。 

 

表 1橫隔梁常見劣化類型及常見位置 

劣化類型 常見位置 

1.混凝土裂縫 
 隔梁與主梁接縫處 
 隔梁底板 
 隔梁開孔處周圍 

2.混凝土剝離、剝落、破損、白華 
 隔梁底板 
 隔梁與主梁接合之下端角隅處 

3.鋼筋外露、銹蝕 
 隔梁底板與角隅處 
 鄰近伸縮縫之端隔梁 
 懸臂板之托梁 

4.混凝土蜂窩 
 隔梁底板與角隅處 
 隔梁與主梁接縫處 

 

一、混凝土裂縫、剝離、剝落、破損、白華 

橫隔梁混凝土裂縫、剝離、剝落、破損為常見之劣化類型，主要因素即為鋼筋銹蝕，體

積膨脹擠壓混凝土，導致混凝土與鋼筋脫離，並造成混凝土開裂，最終導致混凝土剝離及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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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橫隔梁鋼筋銹蝕成因多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所致，混凝土澆置不易，進而衍生後續混凝

土劣化現象。 

 

圖1顯示端隔梁混凝土裂縫與白華，圖2顯示端隔梁與主梁接縫處混凝土剝離、剝落、鋼

筋外露銹蝕，兩者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鋼筋的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易受外在有害物質侵

蝕，導致鋼筋銹蝕膨脹、混凝土剝離或剝落，或鄰近沿海區域，空氣中夾帶大量鹽分，混凝

土受到氯離子(Chloride)侵蝕，導致鋼筋銹蝕、混凝土開裂、剝離或剝落。 

 

 
圖 1 端隔梁混凝土裂縫與白華 

 

 
圖 2 端隔梁與主梁接縫處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二、鋼筋外露、銹蝕 

一般橫隔梁構件斷面均較為薄，且配置兩層雙向鋼筋，因施工管控不良，往往有混凝土

保護層不足問題，導致混凝土保護鋼筋之能力降低，鋼筋則易受外在有害物質侵蝕，進而產

生鋼筋銹蝕之情況發生。 
 

圖3顯示橫隔梁底板鋼筋外露，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鋼筋的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引致

鋼筋銹蝕、外露。 

 

圖4顯示橫隔梁混凝土裂縫、剝離、剝落、鋼筋外露，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面排水

直接沿伸縮縫處流下，造成水份入滲端隔梁混凝土、混凝土白華現象及鋼筋外露銹蝕，或橋

址位置鄰近沿海區域，整體橋梁均有鋼筋銹蝕情形，或橫隔梁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引致。 

 

圖5顯示懸臂板托梁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橫隔梁混凝土

保護層不足，或雨水及橋面排水直接沿懸臂板及托梁流下，造成水份入滲混凝土、鋼筋銹

蝕。 

 

圖6顯示橫隔梁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址位於河道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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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長期受夾帶鹽分海風侵蝕，整體橋梁均有鋼筋銹蝕情形，或橫隔梁混凝土保護層不足，

引致鋼筋外露、銹蝕，體積膨脹擠壓混凝土，導致混凝土與鋼筋脫離，並造成混凝土開裂，

最終導致大規模面積的混凝土剝落。 

 

 
圖 3 橫隔梁底板鋼筋外露 

 

 
圖 4 橫隔梁混凝土裂縫、剝離、剝落、鋼筋外露 

 

 
圖 5 懸臂板托梁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6 橫隔梁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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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凝土蜂窩 

橫隔梁由於其斷面深薄之特性，使得混凝土澆置及搗實施作上較為困難，容易造成構件

劣化的產生，其中以混凝土蜂窩最普遍可見，其發生位置常出現於橫隔梁底板處，以及主梁

與橫隔梁接合之下端角隅處，部分案例則發生於隔梁斷面腹板(Web)處。 
 

圖7顯示橫隔梁底板蜂窩，圖8則為橫隔梁腹板蜂窩，可能發生蜂窩的成因為：混凝土搗

實不易或不足，引致混凝土蜂窩，或模板品質不佳，混凝土澆置時漏漿，引致表面蜂窩，或

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阻礙鋼筋與模板間混凝土流動及填充。 

 

 
圖 7 橫隔梁底板蜂窩 

 

 
圖 8 橫隔梁腹板蜂窩 

 

參、支承常見劣化 

 

支承之功能在於將上部結構重量與活載重，能有效的傳遞至下部結構(Substructure)與

基礎(Foundation)，並提供橋梁上部結構常時變位的需求，且於地震來臨時，給予適當之束

制與消能，對於橋梁結構為一非常重要之組件，一旦發生損傷劣化或功能障礙，將嚴重影響

橋梁安全與服務功能。 
 

橋梁支承型式依組成材料歸類，一般可分為橡膠支承(Rubber Bearing)與金屬支承

(Metal Bearing)，其中多以合成橡膠支承墊(Elastomeric bearing pad)為絕大多數橋梁使

用之橡膠支承型式，金屬支承則以滑鈑支承(Sliding Plate Bearing)所佔比例最多，部分老

舊橋梁則使用鑄鋼支承(Cast Iron Bearing)，而盤式支承(Pot Bearing)則多使用於較大型

之混凝土橋梁或鋼橋(Steel Bridge)。 
 

各類支承因其材料組成、裝置形式不同，抑或施工與養護不良等因素影響，進而衍生不

同類型損傷劣化現象。以橡膠支承而言，常有橡膠老化、劣化、硬化(Hardening)、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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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異常變位等劣化現象；金屬支承則有生銹、腐蝕、裝置破壞(Failure)、支承座開裂

(Cracking)或破損(Fracture)等情形。表2為橋梁支承常見劣化類型及發生位置，其中支承

劣化類型，於橡膠支承墊以橡膠老劣化、裂痕之劣化現象最普遍，金屬支承主要則為生銹、

腐蝕等劣化現象。 

 

表 2 支承常見劣化類型及常見位置 

支承類型 劣化類型 常見位置 

橡膠支承 

1.橡膠墊老劣化、裂痕  橡膠支承墊本身 

2.異常變形、錯離(Misalignment)  橡膠支承墊本身 

3.接合支承鈑生銹、腐蝕  伸縮縫下方漏水處之支承 

4.塵土、雜物堆積 
 伸縮縫下方支承 
 支承鄰近區域 

金屬支承 

1.生銹、腐蝕 
 金屬支承墊本身 
 固定螺栓及附屬品 

2.螺栓(Anchor Bolt)損傷、欠缺及鬆
動 

 固定螺栓及附屬品 

3.支承裝置損傷  金屬支承墊本身 

4.支承座混凝土裂縫、破損  支承座混凝土、砂漿 

5.異常移動量  金屬支承墊本身 

6.塵土、雜物堆積或不當受限 
 伸縮縫下方支承 
 支承鄰近區域 

 

一、橡膠支承老劣化、裂痕、錯離、腐蝕等 

縣市政府轄管橋梁絕大多數支承型式係採用合成橡膠支承墊，因此合成橡膠支承墊之老

劣化、裂痕等劣化類型為數眾多。劣化因素則因橡膠長期暴露於大氣中，飽受外在環境之風

吹、日曬、雨淋等衝擊，而容易導致橡膠材料本身的老化、劣化及硬化；加上橋梁隨大氣溫

度變化所產生的熱脹冷縮，使支承墊經常受到剪力變形，一旦橡膠老劣化及硬化，則容易產

生裂痕而逐漸破壞。除此之外，位處橋梁可伸縮端之支承構件，也因伸縮縫之劣化，而常受

到漏水、塵土及雜物堆積，肇致其劣化速率加遽，縮短橡膠支承的生命週期。 
 

圖9顯示橡膠支承上下鋼板銹蝕、膨脹，橡膠材料老化，可能發生損壞成因為：橋梁位處

沿海區域，易造成橡膠支承上下鋼板銹蝕、膨脹，且橡膠材料受環境影響，老劣化嚴重，已

成千層派狀，或為外側大梁下支承，易受陽光紫外線照射及熱作用，使橡膠材料老化及硬

化。 

 

圖10顯示橡膠支承開裂、內部鋼板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由支承座混凝土劣化

現象，研判伸縮縫應有漏水之現象，造成水氣可能從合成橡膠支承墊鋼板與橡膠交結處之微

裂縫滲入，造成夾層鋼板銹蝕膨脹，加上反覆載重(Cyclic Loading)的作用，使得裂縫發展

更趨嚴重。 

 

圖11顯示橡膠支承垂直裂縫，可能發生垂直裂縫的成因為：合成橡膠支承墊之垂直向裂

痕，研判可能為硬化之支承墊承壓強度不足，或支承座不平整、造成應力集中所致，或橡膠

受陽光紫外線長期照射及高溫作用，使其橡膠材料受熱老化、硬化，或因反覆載重造成之疲

勞破壞(Fatigue Failure)。 

 

圖12顯示橡膠支承異常位移，可能發生位移的成因為：合成橡膠支承墊安裝時，未安設

至正確適當位置，加上反覆載重之作用，造成支承異常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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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橡膠支承上下鋼板銹蝕、膨脹，橡膠材料老化 

 

 
圖 10 橡膠支承開裂、內部鋼板銹蝕 

 

 
圖 11 橡膠支承垂直裂縫 

 

 
圖 12 橡膠支承異常位移 

 

二、金屬支承生銹、腐蝕，異常位移，功能受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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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支承常年直接暴露於空氣中，容易受外在環境有害物質侵蝕，金屬支承並不像混凝

土構件中鋼筋，可受到混凝土保護層的阻隔與保護，故而金屬支承常有金屬材料劣化、銹蝕

等劣化現象發展。 
 

圖13顯示鑄鋼支承銹蝕、層裂，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為橋台(Abutment)處鑄鋼支

承，因雨水及路面排水直接沿橋台處伸縮縫及背牆流下，使支承經常受潮而引致鑄鋼生銹、

腐蝕，或橋梁鄰近沿海區域，空氣含鹽量較高，促使鑄鋼支承腐蝕嚴重。 

 

圖14顯示鈑支承鋼板銹蝕、膨脹，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梁位於出海口位置，因橋

下淨高不足，漲潮時海水淹及大梁，使滑鈑支承直接浸泡於海水中，引致金屬支承嚴重腐

蝕。 

 

圖15及圖16分別顯示鑄鋼支承銹蝕、脹裂，以及支承鋼板鏽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

為：雨水及路面排水直接沿橋墩處伸縮縫流下，使鄰近構件及支承水份入滲情況嚴重，導致

支承銹蝕嚴重。 

 

圖17顯示支承異常移動量，可能發生位移的成因為：搭接梁處有相對寬裕的變形空間，

在較長期熱漲冷縮交替，以及混凝土潛變(Creep)作用下，導致支承異常移動量。 

 

圖18顯示支支承移動不當受限，螺栓彎曲損傷，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於橋台處支承

有不當的施工，混凝土包覆支承一側，以致支承無法隨著大梁變位而自由調節轉動。 

 

 
圖 13 鑄鋼支承銹蝕、層裂 

 

 
圖 14 鈑支承鋼板銹蝕、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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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鑄鋼支承銹蝕、脹裂 

 

 
圖 16 支承鋼板銹蝕 

 

 

 
圖 17 支承異常移動量 

 

 
圖 18 支承移動不當受限，螺栓彎曲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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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落設施常見劣化 

 

橋梁於地震作用下，常使上部結構產生較大位移，一旦位移量超過橋梁設計防落長度

(Seating Width)，將發生落橋(Bridge Falling)事件而造成人員傷亡。於地震來臨時，防落

設施之功能即在於避免上部結構產生過大位移落橋，而在橋梁車行方向，以及橫向位移給予

適當的束制，且要能不影響橋梁隨溫度，以及正常載重作用之伸縮變形。 

 

常見的防落設施包括：止震塊(Shear Key)、防震拉桿(Restrainer)、剪力鋼棒(Anchor 

Bar)或剪力鋼箱(Steel Shear Box Stopper)等，其中混凝土橋以使用止震塊最為普遍，其常

見的劣化類型與發現位置如表3所示。 

 

表 3 混凝土止震塊常見劣化類型及常見位置 

劣化類型 常見位置 

1.混凝土裂縫  混凝土止震塊本身 

2.混凝土破損 
 混凝土止震塊本身 
 附掛管線穿越止震塊處 

3.鋼筋外露、銹蝕 
 橋台、橋墩伸縮縫處止震塊 
 兩側大梁外側止震塊 

4.混凝土蜂窩  混凝土止震塊本身 
 

一、止震塊混凝土裂縫、破損 

止震塊混凝土裂縫、破損為止震塊最常見的劣化類型，主要劣化因素多為止震塊受到大

梁移位擠壓造成，而混凝土構件一旦受到擠壓，即容易產生裂縫，推擠情況較嚴重則會導致

其混凝土破損、剝落，甚至鋼筋外露現象；部分止震塊則因所處環境影響，或因伸縮縫、排

水管漏水等情形，使止震塊混凝土水份入滲，表面劣化，內部鋼筋銹蝕膨脹，而引致止震塊

的開裂與破損。 

 

圖19顯示止震塊裂縫， 

 

圖20顯示止震塊破損，兩者可能發生的成因為：地震造成上部結構橫向位移，導致大梁

擠壓止震塊，產生混凝土裂縫與破損情況。 

 

圖21顯示止震塊脹裂，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梁位於出海口位置，長期海風侵蝕造

成止震塊內部鋼筋銹蝕、體積膨脹，引致止震塊脹裂及破損。 

 

 
圖 19 止震塊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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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止震塊破損 

 

 
圖 21 止震塊脹裂 

 

 

二、止震塊鋼筋外露、銹蝕 

止震塊鋼筋外露、銹蝕亦為防落設施常見之劣化問題，主要成因除了橋梁位於沿海區域

的環境因素之外，大部分情形為長期受到雨水與路面排水直接潑灑，或伸縮縫及管線漏水，

使止震塊受潮，混凝土水份入滲，經反覆乾濕循環作用(Drying-Wetting Cycle)下，混凝土

本身產生劣化現象，內部鋼筋生銹、腐蝕，最終造成止震塊脹裂與剝落，使鋼筋直接暴露在

外，至此更形加速銹蝕情形。 
 

圖24顯示止震塊混凝土開裂、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梁鄰近

沿海區域，長期海風侵蝕造成止震塊內部鋼筋銹蝕、體積膨脹，引致止震塊脹裂，混凝土剝

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25顯示止震塊破裂、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路面雨水直接沿伸縮縫

流下，造成水份入滲混凝土止震塊、鋼筋嚴重銹蝕，混凝土破裂，或大梁曾施作鋼板補強工

程，施工期間可能造成止震塊局部破壞，進而引致後續劣化現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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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止震塊混凝土開裂、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23 止震塊破裂、鋼筋外露銹蝕 

 

三、止震塊混凝土蜂窩 

止震塊除了混凝土配比(Mixture)不當、坍度(Slump)太小等混凝土品質問題之外，主要

成因多為混凝土澆置搗實不確實，致混凝土中之氣泡仍存在於混凝土內部及表面，大量氣泡

集結則會形成蜂窩，如圖24所示。 

 

 
圖 24 止震塊蜂窩 

 

伍、結論 
 

本文就執行橋梁檢測作業之外部稽核公益協作發現，就混凝土橋梁上部結構的橫隔梁、

支承與防落設施等三部分之劣化類型予以說明，其中橫隔梁的常見劣化類型如列：混凝土裂

縫、剝離、剝落、破損、白華，鋼筋外露、銹蝕，以及混凝土蜂窩等現象；橡膠支承的常見

劣化類型如列：橡膠墊老劣化、裂縫、變形、錯離，接合支承鈑生銹、腐蝕等現象，金屬支

承的常見劣化類型如列：生銹、腐蝕、螺栓損傷、異常移動、功能受阻等現象；以及防落設

施的常見劣化類型如列：混凝土裂縫、破損，鋼筋外露、銹蝕，以及混凝土蜂窩等現象；文

中亦依各劣化類型現況，詳細說明或判釋其可能成因。 

 

文中所述混凝土橋梁上部結構的橫隔梁、支承與防落設施之常見劣化類型與成因說明，

可提供橋管單位、橋梁檢測廠商、橋檢品質保證單位/機構等相關專業人員作為實務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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