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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大地工程環境複雜變異性高，且設計過程需進行多道安全檢驗，其執行除須釐清環境限制條件、需

求、原理、規範、守則外，尚需活用施工經驗實務、與既存狀態等多元因子，始利專家判斷，其過程複

雜繁瑣且分析建置耗時，故藉助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及理論程式化之輔助，將需大量

演算檢核之步驟進行程式系統化，藉以輔助設計過程中之人工檢核部分，降低執行過程之人力耗費與人

為疏漏錯誤；另於大地擋土工程設計，亦考量結合3D設計技術進行視覺化成果整合，期將大地擋土開挖

工程進行革命性地創新，茲將目前進行此部分之AI化雛型建立為例進行說明介紹｡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AI Challenge for 3D Geotechnical Excavation 
Design in the Coming New Era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has complex variability, and the design process requires multiple safety 

evaluation. The process needs to clarify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requirements, principles, norms, and design 

codes,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se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existing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o provide expert judgment. The process is complicated, repeatedly, and the analysis of model is time-

consuming.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oretical stylization, the program 

can integrate procedures that require a large number of calculation checks for the design process. It can also 

reduce manpower costs and human error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Hereby, the design process of excavation 

also adopt the visualized 3D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ject execution.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the AI prototype in excavation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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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地工程設計趨勢

土木工程領域種類多，如橋梁、道路、

鐵路、捷運、航空、建築、水利、機電、自

來水、下水道等等，而大地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涵蓋專業範疇包括基礎（含淺基

礎、深基礎及特殊基礎）、擋土深開挖、邊坡

(土石流)、隧道(含山岳隧道、潛盾隧道、維生

洞道等)、地盤改良、環境地工、地震工程、地

工材料、生態、現地調查實驗等等，因地質環

境非一均質單純材料，且形成過程複雜且變異

性高，故大地工程設計往往需依設計需求掌握

合宜之地工特性，利用適合之力學組成模式進

行分析檢討(詳圖1)，以確保施工過程及完工營

運後之品質及安全掌握。

然隨經濟發展，各類新創工程蓬勃發展，

如都會地區之土木建築設計發展不僅深層化且

與鄰近結構發展共構情形蔚為趨勢，平面鐵路

系統亦朝地下化演進，此使深開挖工程在都

會地區之發展愈顯重要，而工程挑戰不僅開挖

深，另亦須考量用地受限、緊鄰既有建物或交

通設施之近接或穿越困難地層的問題，而使大

地問題檢核愈趨多樣複雜，若設計不當、檢核

品質不佳往往易造成無法挽救之災害與損失，

故都會區擋土深開挖工程設計趨勢於細緻性、

立體化、多樣化與標準化之快速執行品質需求

愈顯重要。

曾任美國Aerojet公司品保經理的利曼博士

（Dr,M. Liebman）曾說：「品質的本身不是問

題，只有設計發生問題、製造發生問題、或

者其他相關因素發生問題，才會產生品質問

題。」這句話說明了「品質是步驟品管所產生

出來的」說法，故大地工程設計品質之提升包

括有標準的調查步驟、合理的設計條件輸入、

整體安全架構掌握、可靠的經驗解析模式建立

及周全的作業管理，始利最佳品質的掌握。大

地工程困難性及變異性高，而須做專業之檢核

始利安全，以下就大地工程擋土深開挖工程藉

助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程式

化輔助之執行與開發整合過程進行說明介紹。

貳、擋土開挖設計

一、傳統設計考量與方式探討

國內一般大樓之地下室開挖多採明挖支

撐工法，但地下工程所採用之擋土方式，往往

需考量基地形狀、地質、地下水位、開挖深度

等因素採擇適當工法，而所進行之擋土開挖方

析則主要涉及擋土壁型式及內支撐尺寸型式研

選等；於施工部分之明挖支撐工法依施作順序

則可區分為順打工法(Bottom Up)、逆打工法

(Top Down)及半逆打工法(Semi-Top Down)等三

類，一般最常使用者為順打工法，係在構築擋

土壁後才由地表輔以必要之支撐措施往下開挖

圖1 工程位置圖

a.地質調查 b.地質分析 c.工程規劃設計 d.分析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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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變位及各階段支撐荷重，據以做為擋

土壁之鋼筋配置、支撐系統設計及進一步評估

周遭建物保護之施設檢討。

其中擋土支撐分析，須分別就開挖支撐特

性與需求進行分析考量，就支撐所需之型鋼尺

寸及預壓應力大小，依設計準則要求進行分析

評估，並以最大載重(Max. Loading)作為支撐、

橫擋等尺寸選擇及應力設計之基本考量。

二、設計3D化

工程技術服務的範圍已因時代需求而漸次

接續延伸，從設計、施工到營運管理而達設施

的全生命週期，並須連貫其中的工程資訊漸為

整合服務的核心；因視覺化3D模型呈現設計，

有利於多重角色的溝通，而BIM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以下簡稱

BIM）在3D CAD應用方面已達成熟階段，目前

2D CAD繪圖軟體雖為國內工程設計人員普遍所

採用之基本作業平台，但3D BIM設計軟體則兼

具2D圖面整合與產出之能力，方便2D與3D搭配

解決整體工程過程的需求，BIM建築資訊模型中

的資訊架構，實可用來發展各類工程延伸應用

的基礎資訊架構。

考量目前國內土木工程的未來設計係以三

度空間為發展趨勢，而大地工程設計亦宜配合

採3D之視覺化處理，視覺化之軟體種類甚多，

但可兼顧3D溝通、分析整合與3D設計之主要使

用軟體目前可互相整合相容者甚是有限，往往

需另開發程式做界接處理(如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故擋土開挖自動化設計

之基本塑模執行以BIM軟體為架構，而依需求就

幾何配置、造型外觀等需求進行快速化整合建

置，再配合軟體分析進行檢核，不同程式間針

對介接、相容、資料讀取及演算等問題，於自

動化執行確實存有相當程度之整合及資料擷取

困難度，各階段執行就所使用主要專業軟體均

至底部後，再由底部往上構築所需結構物，而

大地工程擋土壁型式之抉擇條件除需依地層條

件選擇施工可行之擋土壁種類外，一般壁體勁

度與周遭環境允許之地盤變位，亦是影響深開

挖擋土壁種類之主要決定因素。如都會密集人

口區，常遭遇近接建物施工，連續壁因具勁度

高、止水性佳等優點，為目前工程界於都會區

15m以上深開挖土質地盤，最常採用之擋土壁

型式，開挖深度較淺者則採排樁或鋼板樁作為

擋土措施，若遭遇卵礫石地層採切削樁、鋼軌

樁、人工擋土柱或特殊H型鋼等方式。

而擋土壁分析整體安全檢核則須根據工址

地質與地下水情況，使擋土結構之貫入深度能

抵抗向內屈伏、砂湧、隆起、上舉等所造成之

基礎破壞，並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

規定，進行安全係數與分析檢核，說明如下：

(一)  擋土結構物貫入深度分析：為使擋土

結構物受側向土壓力作用時，有足夠

的穩定性，擋土措施需有適宜之貫入

深度。依據Coulomb側向土壓力公式求

得擋土結構物內外兩側所受之側向土 

壓力，於塑性穩定平衡狀況，以最下

階支撐位置點視為假設之旋轉支點，

選用適當之安全係數(依「建築物基礎構

造設計規範」之規定最小容許安全係數

1.5)，而求得擋土壁所需之貫入深度。

(二)  開挖底部穩定分析：深開挖基地底面

安全性分析包括砂湧(Piping)、上舉

(Blow-in)、隆起(Heaving)等。

國內一般擋土壁的分析計算係以RIDO 或

TORSA程式進行，兩程式均依據現場的土層分

佈、土壤參數、牆體勁度、各階段的土層開挖

深度、降水高度、支撐架設高程、預力施加及

支撐拆除、結構體版梁構築等施工過程分析計

算。經分析運算，以獲擋土壁體之彎矩、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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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下列項目進行介接處理檢討：

(一)塑模及資料庫軟體介接

(二)定線及環境建置軟體介接

(三)力學分析檢核軟體介接

(四)設計圖說及預算軟體介接

三、AI化設計雛型架構

擋土工程之自動化執行理念，初步架構構

想如圖2所示，各工程項目依願景、虛擬構思、

初步設計、細部設計等階段就幾何配置、造型

外觀、分析檢核、設計圖說等過程，配合五項

資料庫逐項進行自動化處理。利用Web API介

面，將擋土設計於貫入深度、程式輸入、支撐

型號選取、擋土壁配筋及建物沉陷計算等之繁

複計算，進行自動化拋轉介接而達分析檢核需

求，以減少人力成本及人為錯誤。擋土工程設

計成果透過API可分別產製設計計算書、數量計

算書、工程設計圖及預算書。

參、擋土設計之視覺化與AI化

擋土設計若採自動化方式執行，各項設計

過程執行需能運用現有商業軟體及API資訊系

統進行自動化串接，始能提升分析檢核執行效

益，以下就相關之主要模組建立成果進行說明：

一、地質資訊建立與模組

現階段資料庫內容主要為地質鑽孔資料庫

(圖3)，並透過資料庫快速搜尋可靠之參考地質

鑽孔提供區域地層供初步檢討(集中建置於GIS平

台)，鑽孔輸入資訊需求後，資料庫可展現鑽孔

圖2 擋土工程執行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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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地質資料庫系統概念圖

圖4 地質資料庫系統概念圖

並就需求剖面進行2D、3D剖面圖繪製，並可納

入GIS、斷層、敏感地質潛勢區等資訊，供設計

評估資料採用，另可與鑽孔圖進行繪製、並納

入分析參數統計程式，就各區所查詢之區域鑽

孔，繪製單孔柱狀圖及就各項涉及大地工程設

計與分析檢核之鑽孔背景資料輸入所需參考引

用。本資料庫區分有定位操作、地質展示及產

製簡化土層表等模組。此地質鑽孔資料庫之鑽

孔可隨日後之個別資訊數量增加，藉深度學習

及大數據概念進行深化發展，快速取得區域目

前地質狀態與關鍵資訊，而做快速專家評估與

決策。

二、設計模組及功能

(一) 執行項目與模組資訊界面

 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將依幾何配置、

造型外觀、分析檢核及設計圖說等項目，

進行設計自動化之作業流程分析，簡化設

計工作，俾更有效率地執行擋土開挖設計

作業，執行項目與模組資訊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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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數化元件

 為兼顧視覺化呈現，設計發展採Revit

作業平台進行設計建模、塑模，故配合自

動化快速化而製作帶屬性的參數化元件，

以利分析、設計、成圖及算量。擋土工程

初步預期製作之參數化元件如表1及圖5。

(三) 設計模組

 依願景、虛擬構思、初步設計、細部

設計等設計過程階段，進行幾何配置、造

型外觀、分析檢核、設計圖說之自動化及

標準化功能。

1. 幾何配置模組

  依地質資料庫系統提供之工址地質條

圖6 擋土開挖之3D幾何配置

件、地下水位，並參考擋土工程資料庫

案例經驗，考量鄰近建物狀況、設計限

制條件及設計斷面等資訊，自動整合設

計條件，並在Revit作業平台建置擋土開

挖之3D幾何配置(如圖6)，輸入項目包括

土層參數及地下水位、鄰近結構、設計斷

面、開挖深度、開挖寬度、結構形狀等。

2. 造型外觀模組

  根據擋土壁型式、支撐系統配置、地盤

改良範圍、扶壁、地中壁設置，建置擋

土開挖之3D視覺化造型外觀，以提供業

主初步之設計成果，並作為後續細部設

計方案檢討使用。包括有擋土壁型式、

環境條件、土層種類及地下水、支撐配

表1 參數化元件

元件建置評估項目 

擋
土
工
程

連續壁 H型鋼

鋼板樁 斜撐

H型鋼樁 角撐

排樁 拉桿

切削樁 中間柱

預壘樁 拉桿

擋土柱 高耐索

鋼板樁與鋼纜及橫擋連結示意圖 背拉地錨

鋼管樁與支撐結合示意圖 支撐構材組合詳圖

圖5 擋土工程3D建模與元件資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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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擋土開挖穩定性分析

圖7 擋土開挖之3D視覺化造型外觀

置、中間樁配置、投料口配置、地盤改

良等項目，如圖7所示。

3. 分析檢核模組

  將地層參數、地下水位、擋土壁深度、

勁度、支撐系統配置、分階開挖深度等

資料，透過API採命令列方式自動建置

輸入檔，經程式分析運算以獲得支撐軸

力、擋土壁應力、擋土壁變位。

(1)  擋土開挖穩定性分析：擋土壁貫入

深度除滿足力平衡檢核外，須視開

挖工址地質狀況，進行隆起、砂

湧、上舉檢核(如圖8)，穩定性分析

安全係數滿足：

 (a) 貫入深度安全係數：1.5

 (b) 隆起安全係數：1.2

 (c) 砂湧安全係數：1.5~2.0

 (d) 上舉安全係數：1.2

(2)  擋土開挖分析：大地工程擋土開挖

之分析軟體以商用程式為主，現階

段並以一維RIDO程式為輔進行檢

核。依建置之基本資料表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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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擋土壁結構分析：考慮未來營運及

整合的便利性，利用系統架構配合

網頁應用程式及桌面應用程式進

行開發。並在自動繪圖部分，與

AutoCAD緊密結合，開發讀寫*.dxf

和*.dwg之程式，直接將分析結果輸

出成相對應之格式，以弱化系統對

AutoCAD的相依性。依據所蒐集之

文獻、案例及相關設計規範建立結

構分析模組，預期執行項目包括連

續壁、排樁、鋼板樁、H型鋼等檢

核分析模組、鋼筋數量計算模組、

檢核計算書輸出模組及基本斷面配

筋圖輸出模組(先期優先執行連續

壁)。模組資料參考「混凝土結構

設計規範」列出檢核方法與公式，

以目前完成應用於開挖擋土工程中

之連續壁進行說明，由於連續壁幾

乎都是承受剪力、彎矩作用，軸力

小，因此以梁構件來進行連續壁分

析。由分析得到連續壁基本條件與

輸入檔，經程式運算後，利用API

擷取輸出檔支撐軸力後，自動匯入

進行支撐系統檢核(圖9)，再依檢核

成果視需要調整型鋼尺寸後，自動

修改輸入檔並進行分析軟體之重複

運算。完成後可得到壁體彎矩、剪

力、變位及地表沉陷槽等資料進行

擋土壁結構配筋、建物保護設計。

圖9 支撐系統設計

圖10 擋土壁配筋自動化解析

圖11 擋土壁單元鋼筋配置之視覺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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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深度分析所得之資料，包括剪

力、正負彎矩與連續壁基本條件(詳

圖10)，藉由這些資料分別進行結構

檢核、繪製CAD圖並輸出報告書及

作擋土壁單元鋼筋配置之視覺化呈

現(詳圖11)。

4. 設計圖說模組

綜整幾何配置模組、造型外觀模組並依分

析檢核模組分析設計結果，修改Revit作業

平台3D工程模型，期藉以自動產製2D設計

圖、數量計算書及工程預算。

(四) 自動化效益

 傳統之分析檢核常以須做多次演算，並

依演算成果進行相關設計修正調整，若工程

量體有變化且尺寸、大小、深度、斷面不一

情形，往往耗費人力與時間，若計算過程有

訛誤檢核相對困難。地工擋土開挖採自動化

3D設計方式後，其效益可列舉如下：

1.  減省重複計算時間，降低人為錯誤並提

升正確率。

2.  整合設計分析、數量估算及圖說製作，

提高效率。

3.  縮短年輕工程師地工開挖分析與設計之

學習曲線。

4.  標準斷面開挖設計縮減50%以上時間，

可專注解決特殊斷面。

5.  作業及修改迅速、展現專業，增進與業

主溝通並提高信任。

6. 降低設計作業成本，提高公司競爭力。

肆、結語

未來的時代，AI技術應用於生活已成為必

然趨勢，隨國內工程日益多樣化、複雜化與需

求之成長，傳統之大地工程設計實可利用人工

智慧來改善與提升效益品質，使執行過程甚至

是後續之維護管理更趨精緻化，從而提升競爭

力及產能效率。目前大地工程之自動化發展配

合3D技術進行雖屬萌芽階段，但後續仍需加強

API之串接開發及利用人工智慧之深度學習，以

為後續普及應用及品質提升，本文探討供國內

地工發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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