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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巴生谷捷運二號線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其全名為Klang Valley MRT Sungai Buloh-Serdang-

Putrajaya Line (SSP Line)，簡稱KV MRT2，土建工程範疇包含捷運高架段、捷運地下段和一座捷運機廠，

全線總長度約為52.2公里。其中「地下段工程」Underground Works Packages (UGW)，總長度約為13.5公

里，包含雙孔地下隧道，獨立通風/逃生豎井，新建十座地下車站，以及連接一座一號線營運中的地下車

站等。

　　DDC7標細部設計合約工作範圍包含Chan Sow Lin車站，Conlay車站兩個地下車站之土木、地工、結

構等設計工作，既有Tun Razak Exchange交會車站配合機電開口補強之結構設計工作，以及派駐現地執行

重點監造工作等。本文將介紹Chan Sow Lin車站及Conlay車站之結構設計(Permanent Works)工作內容以及

建築資訊模型BIM在設計過程中的應用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

吉隆坡地鐵二號線
(KV MRT2)DDC7標
細部設計

摘��要

Abstract

Detailed Design of Klang Valley MRT Sungai 
Buloh-Serdang-Putrajaya Line in Kuala Lumpur

The proposed Klang Valley MRT Sungai Buloh-Serdang-Putrajaya Line (SSP Line) is approximately 52.2km 

in length comprising the Elevated Works, Underground Works and 1 Deports of the Mass Rapid Transit (MRT) 

System. The Underground Works Packages (UGW) of the SSP Line is approximately 13.5km of twin bored tunnel 

with 10 new underground stations, an existing station, Tun Razak Exchange station, one cripple track siding & 

crossover box structure, one crossover box structure, three intermediate ventilation shafts, three escape shafts 

and one at grade cut & cover structure.

DDC7 Detailed Design Works Packages of the SSP Line are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Civil Works, Temporary 

Works and Permanent Works for the two new underground stations, Chan Sow Lin Station and Conlay Station. 

DDC7 Packages also incorporate the structural enhancement works due to E&M opening of existing Tun Razak 

Exchange st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in chief works. The experiences of structural design for MRT underground 

s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 during design phase for Chan Sow Lin Station and 

Conlay Station will be elaborated and introduced for everyon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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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吉隆坡巴生谷捷運二號線概述

巴生谷捷運二號線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

坡，其全名為Klang Valley MRT Sungai Buloh-

Serdang-Putrajaya Line (SSP Line)，簡稱KV MRT2，

工程範疇包含捷運高架段、捷運地下段和一座

捷運機場，總長度約為52.2公里，如圖1所示。

其中巴生谷捷運二號線「地下段工程」

Underground Works Packages (UGW)，總長度約

為13.5公里，包含雙孔地下隧道，兩處橫渡線結

構，三處獨立通風/逃生豎井，一處出土段明挖

覆蓋結構，新建十座地下車站，以及連接一座

一號線營運中的地下車站等等，如圖2所示。

圖1 吉隆坡巴生谷捷運二號線路線圖

圖2 吉隆坡巴生谷捷運二號線「地下段」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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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混凝土材料性質

MGKT (MMC-GAMUDA)金務大營造公司於

2016年3月31日獲得巴生谷捷運二號線地下段

統包工程(Design & Construction)合約，並指定

AECOM公司為本專案計畫領銜設計顧問(Lead 

Design Consultant)，負責基本設計以及協調整

合工作。本公司於2016年4月接獲邀請參與地下

車站土木、地工和結構的細部設計服務工作，

經過為期4個多月的備標準備作業，期間並派

員多次前往吉隆坡與當地協力廠商密集討論工

作範圍與分工，7月中完成投標文件，8月中向

業主提出服務工作簡報，9月中統包商金務大

(GAMUDA)公司逕邀我方直接議價，10月21日

正式函知我方獲選參與DDC7標(Detailed Design 

Consultant)C&S(Civil and Structure)細部設計工

作，11月份首日CECI正式派員進駐吉隆坡計畫

辦公室與業主合署上班。

DDC7標細部設計合約工作範圍包含Chan 

Sow Lin車站，Conlay車站兩個地下車站之土

木、地工、結構等設計工作，既有Tun Razak 

Exchange交會車站配合機電開口補強之結構設

計工作，以及派駐現地執行重點監造工作等。

DDC7標以本公司領銜負責結構設計(Permanent 

Works)工作，結合當地G&P Geotechnics Sdn 

Bhd公司負責地工、臨時擋土及假設工程設計

(Temporary Works)工作，以及當地Zaidun-Leeng 

Sdn Bhd公司負責土木工程、交通維持和管線遷

移送審等工作。本文以下將針對Chan Sow Lin車

站及Conlay車站之結構設計以及建築資訊模型

BIM的應用部份做說明。

貳、設計規範與載重說明

本計畫採用之材料設計強度，依當地施工

規範混凝土強度為40N/mm2，鋼筋強度為500N/

mm2，詳表1和表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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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鋼筋材料性質

表3 相關設計規範

本計畫所採用之設計規範，除合約規定之

KV MRT設計規範(Design Criteria)、特定條款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材料規範(Materials 

& Workmanship Specification)之外，主要參考英

國規範(British Standards)及本地馬來西亞相關規

範，詳表3。

本計畫結構設計所考量之主要設計載重如

下：

一、地面超載25kN/m2

二、 土水壓(依相關高程計算，石灰岩單位重：

24kN/m3；沉積土單位重：19kN/m3)

三、 自重和附屬設施自重

(混凝土單位重：24kN/m3)

四、 活載重5.0kN/m2(特殊空間依其所放置設備

或使用需求加載)

五、列車載重，詳圖3

六、 機電設備運輸及吊裝載重(依機電設計顧問

提供需求加載)

七、潛盾機發進支撐架反力座載重，詳圖4

八、 未來聯合開發大樓載重(依合約規定或業主

指示之需求考量)

九、地震力　設計地表加速度0.03g

並須在極限狀態Ult imate  L imi t  S ta te 

(ULS)、服務狀態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 (SLS)

等兩種狀態之下，考量下述四種載重組合，分

別檢核，詳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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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EMU列車載重

圖4 TBM支撐架反力座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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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最大垂直力與最大水平力(Load Combin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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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最大垂直力與最小水平力(Load Combin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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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最小垂直力與最大水平力(Load Combination 3)



3
專
題
報
導

No.118│April, 2018│ 55

圖8 不平衡載重(Load Combin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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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Chan� Sow�Lin� Station� (S20)�
陳秀蓮車站

一、現地概況

陳秀蓮車站工址位於原JKR辦公室(註：JKR

為政府公共工程部門)位置，車站長度約181m，

寬度約22m。鄰近設施及建物，將影響及限制車

站之施作，主要有以下三者：

(一) 東側既有JKR辦公室

(二) 鄰近未來DUKE3高架橋道路

(三) 與既有陳秀蓮輕軌(LRT)車站相連

與陳秀蓮車站衝突的JKR辦公室將先行拆

除；陳秀蓮車站的開挖擋土設計需考量避開未

來DUKE3高架橋之基礎；陳秀蓮車站亦將透過

新建連接橋(A&A Works)與既有陳秀蓮輕軌(LRT)

車站相連接。相關位置如圖9。

二、地下車站結構規劃

陳秀蓮車站規劃為地下五層之島式月台

站，開挖總深度約38～39m。車站淨寬度在

中間標準段為21.6m，於車站兩側端部加寬至

23.8m，車站平面詳圖10。車站底板被視為筏式

基礎，底板外凸嵌入石灰岩的剪力榫(shear key)

則作為抵抗浮力的機制；混凝土外牆作為永久

的擋土系統，並提供車站垂直支撐；中間樓板

依據其所屬分區及功能，而有不同的開口，並

能承受不同之載重；頂板需承受上方回填土之

重量，並有預留柱頭提供未來上方興建聯合開

發大樓。車站由六層的結構樓板所組成，與結

構外牆構成板牆系統，標準斷面詳圖11。

圖9 陳秀蓮站及鄰近建物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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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陳秀蓮車站平面圖

圖11 陳秀蓮車站標準斷面圖



3
專
題
報
導

58 │No.118│April, 2018

車站底板在兩側端部做降板，提供潛盾機

(TBM)發進和接收，當潛盾機完成出發和到達

後，將採二次混凝土澆置至底板設計高程。詳

圖12～13所示。

圖12 陳秀蓮站底板降板立面圖

圖13 陳秀蓮站底板降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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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站體上方開挖至預留牆墩；情況2為兩側

聯開大樓開挖其底部(車站地下二層位置)，

此時相應之土層已被挖除，其覆土重量將

不納入抗浮貢獻，詳圖14所示。

(二) 聯開建物地震力考量：

 站體上方之聯合開發建物，將來完成

後若受地震力作用，將會影響地下車站。

因此假定其五層建物受地震力作用，將所

得之橫向剪力和傾覆彎矩，轉化成垂直力

和水平力，作用於預留牆墩上，詳圖15所

示。由於馬來西亞地震力很小(設計地表加

速度僅0.03g)，結果並不控制。

四、工址地質及施工步驟

陳 秀 蓮 車 站 工 址 的 土 層 主 要 為 石 灰 岩

(Limestone)，車站大部份座落於良好的石灰岩

之上，僅有一小部份座落在沉積土(Alluvium)之

上。根據陳秀蓮站之地質調查資料，岩盤/土壤

設計參數將可分為四區，如圖16和表4所示。

陳秀蓮車站採用傳統順打工法(Bottom-

三、出入口及聯合開發規劃

陳秀蓮車站於地下一層、地下二層及穿堂

層，設有未來敲除牆面(Knock-out panels)，預

留於與未來聯合開發大樓相通。陳秀蓮車站設

有兩處出入口，出入口A及通風井A於車站西

北側，出入口B、通風井B及冷卻水塔於車站西

側，與既有陳秀蓮輕軌(LRT)車站相連。

陳秀蓮車站於站體上方及兩側，皆有未來

聯合開發建物Transpor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依據特定條款所述，站體上方將有

一五層建物，該建物之重量將由合約提供之面

載重，透過轉換結構傳遞至地下車站外牆上方

之預留牆墩；站體兩側亦將有未來聯合開發建

物，其開挖深度至地下車站地下二層位置。在

有限的資訊之下，另有兩項與聯開大樓相關，

需特殊考量：

(一) 浮力檢核：

 由於站體上方及兩側，將來會有聯合

開發建物，其開挖時會將覆土挖除，因此

在浮力檢核需考量兩種最嚴重情形。情況1

圖14 陳秀蓮站聯開大樓開挖時浮力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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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陳秀蓮站工址設計地質參數分區

圖15 陳秀蓮站聯開大樓地震力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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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陳秀蓮站工址設計地質參數數值

圖17 陳秀蓮站施工步驟圖

Up)，先開挖至底，再往上逐層施築，其施工步

驟如下，詳圖17。

(一) 施作deep soil mixing (DSM)做為擋土

(二)  施作止水灌漿(fissure grouting/curtain 

grouting)

(三)  開挖至岩層頂部，並施作岩錨(rock 

anchor)

(四)  進一步開挖岩層至完成面，並適需要

施作岩釘(rock bolts)

(五) 設置臨時洩壓井及底板下方排水管

(六)  綁紮底板(包含剪力榫)鋼筋，澆置底板

(包含剪力榫)混凝土

(七)  綁紮外牆鋼筋，澆置外牆混凝土，至

機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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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綁紮機房層樓板鋼筋，澆置機房層樓

板混凝土

(九) 回填土至外牆與岩盤間之空隙

(十)  於機房層樓板處與岩盤間之空隙，施

作一層無筋混凝土

(十一) 重覆步驟7～10，直到頂板完成

(十二) 頂板上方回填土至地面完成高程

(十三) 密封底板臨時洩壓井

五、結構分析與設計成果

陳秀蓮車站結構分析與設計，採用MIDAS 

GEN商用軟體建模，分別進行2D斷面分析設計

(2D frame analysis and design)以及3D全車站有

限元素分析設計(3D plate analysis and design)。

分析模型的邊界條件，乃於車站底部兩端設定

為鉸接，再於底板及側牆上設置壓力彈簧(不承

受拉力作用)，其勁度值依所在土層性質計算。

如圖18所示。

關於地震力的計算，模型邊界條件比照

RACKING方式，於車站底部兩端設定為鉸接，

地震力的擬靜力分析，採用加載定值反應譜模

擬，再利用振態疊加法得到結構分析結果。如

圖19所示。

地下車站結構分析，會依據第貳章所述之各

種載重情形，進行加載和分析計算，再將所得到

的結構桿件內力(包含彎矩、剪力、軸力)，分別

照極限狀態和服務狀態組合得到控制之設計力，

圖18 陳秀蓮站分析模型邊界條件示意圖

圖19 陳秀蓮站地震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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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陳秀蓮站選定主要分析斷面

圖21 陳秀蓮站-2D FRAME分析模型

再進行後續強度性設計(ULS)和使用性檢核(SLS)。

依車站本體結構特性，配合地質岩盤/土

壤設計參數分區，選定四處標準斷面A～D詳圖

20，先行施作2D完整斷面分析設計(不考慮開口

效應)，設計成果將做為車站橫斷面初步配筋依

據，並可做為鋼筋數量估計之參考。2D斷面分

析的模型如圖21，2D斷面分析的結果如圖22。

完成車站標準2D斷面分析之後，接著再建

立全車站3D有限元素分析模型，納入建築、機

電等專業提供之開口，並依所屬空間功能和放

置設備施加載重，進行完整開口補強結構分析

和設計，3D設計成果將與2D設計成果比較，採

大者進行配筋。

陳秀蓮地下車站3D有限元素分析模型如圖

23，3D有限元素分析結果如圖24。利用後處理

程式進行版元素設計，樓板及外牆設計成果如

圖25，配筋結果如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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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陳秀蓮站-3D全車站分析模型

圖24 陳秀蓮站-3D全車站分析結果

圖22 陳秀蓮-2D FRAME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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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陳秀蓮站-板牆設計成果

圖2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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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Conlay�Station�(S18)康萊車站

一、現地概況

康萊車站工址位於康萊路(Jalan Conlay)

與起亞潘路(Jalan Kia Peng)之間，車站長度約

170m，寬度23.9m。鄰近設施及建物，將影響

及限制車站之施作，主要有以下三者：

(一) Ampersand高級公寓

(二) 1A Stonor高級公寓

(三) 國家藝品中心

國家藝品中心與康萊車站局部的衝突，

將會被先行拆除；國家藝品中心的主要部份，

Ampersand高級公寓和1A Stonor高級公寓，在施

作康萊車站時，需要防制噪音和振動，並小心

開挖，以減輕鄰損等問題。相關位置如圖27。

二、地下車站結構規劃

康萊車站規劃為地下三層之島式月台站，

開挖總深度約29m。車站標準淨寬度為23.8m，

於車站兩側端部加寬至24.6m，車站平面圖詳圖

28。車站底板被視為筏式基礎，底板下方採用

抗浮拉桿(dowel bar)作為抵抗浮力的機制；混凝

土外牆作為永久的擋土系統，並提供車站垂直

支撐；中間樓板依據其所屬分區及功能，而有

不同的開口，並能承受不同之載重；頂板需承

受上方回填土之重量，並有預留柱頭提供未來

上方興建聯合開發大樓。車站由四層的結構樓

板所組成，與結構外牆構成板牆系統，標準斷

面詳圖29。

圖26 陳秀蓮站-鋼筋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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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康萊車站平面圖

圖27 康萊站及鄰近建物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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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底板在兩側端部做降板，提供潛盾機

(TBM)發進和接收，當潛盾機完成出發和到達

後，將採二次混凝土澆置至底板設計高程。如

圖30～31所示。

三、出入口及聯合開發規劃

康萊車站於穿堂層和出入口A，設有未來敲

除牆面(Knock-out panels)，預留於與未來聯合開

發大樓相通。康萊車站設有兩處出入口，出入口

A及通風井A於車站北側，為地上二層結構物，

依據特定條款所述，上方未來將另有五層聯合開

發建物；出入口B、通風井B和冷卻水塔於車站

南側，亦為地上二層結構物，依據特定條款所

述，上方未來將另有八層聯合開發建物。在有

限的資訊之下，另有兩個項目需特殊考量：

(一) 聯開大樓載重及開挖：

 由於站體上方及兩側(地號301)，將來

會有聯合開發建物，站體上方八層建物之

重量將由發展商所提供之線載重，作用於

地下車站外牆上方之預留牆墩，另於出入

口B處之墩柱，需承受上方聯開之重量，此

外此區域聯開大樓將開挖至高程+25.0m，

相關影響評估亦需納入。而於出入口A(地

號82&266)，上方未來將有五層聯開建物，

其重量依捷運公司(MRTC)指示加載，另亦

需考量此區域連開未來開挖至高程+26.78m

之影響，詳圖32所示。

圖29 康萊車站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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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康萊站底板降板立面圖

圖31 康萊站底板降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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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夾點區域(pinch point area)：

 於細部設計階段，站體位置調整移動，

導致車站西北側因用地原因，產生一處夾點

區域。該區域受限於路權、施工空間、擋土

設施、軌道區管線佈設等因素，因此結構

外牆由1.2m縮減至0.725m，詳圖33所示。

四、工址地質及施工步驟

康 萊 車 站 工 址 的 土 層 在 地 表 下 方 1 0 ～

25m為沉積土(Alluvium)，再往下為石灰岩

(Limestone)，因此車站大部份座落於良好的石灰

岩之上。根據康萊站之地質調查資料，岩盤/土

壤設計參數將可分為七區，如圖34和表5所示。

康萊車站採用傳統順打工法(Bottom-Up)，

先開挖至底，再往上逐層施築，其施工步驟如

下，詳圖35。

(一)  設置切削樁(Secant Bored Pile)至足夠

深度，並施作帽梁，做為擋土

(二)  施作止水灌漿(fissure grouting/curtain 

grouting)

(三)  開挖至岩層頂部，並施作岩錨(rock 

anchor)

(四)  進一步開挖岩層至完成面，並適需要

施作岩釘(rock bolts)

(五)  施作抗浮拉桿

(六)  設置臨時洩壓井及底板下方排水管

(七)  綁紮底板鋼筋，澆置底板混凝土

(八)  綁紮外牆鋼筋，澆置外牆混凝土，至

機房層

圖32 康萊站聯開大樓載重及開挖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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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康萊站夾點區域牆厚之考量

(九)  綁紮機房層樓板鋼筋，澆置機房層樓

板混凝土

(十)  回填土至外牆與岩盤間之空隙

(十一)  於機房層樓板處與岩盤間之空隙，

施作一層無筋混凝土

(十二)  重覆步驟8～11，直到頂板完成

(十三)  敲除切削樁之帽梁至地下2公尺

(十四)  頂板上方回填土至地面完成高程

(十五)  密封底板臨時洩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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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康萊站工址設計地質參數數值

圖34 康萊站工址設計地質參數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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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康萊站施工步驟圖

圖36 康萊站分析模型邊界條件示意圖

五、結構分析與設計成果

康萊車站結構分析與設計，採用MIDAS 

GEN商用軟體建模，分別進行2D斷面分析設計

(2D frame analysis and design)以及3D全車站有

限元素分析設計(3D plate analysis and design)。

分析模型的邊界條件，乃於車站底部兩端設定

為鉸接，於側牆上設置壓力彈簧(不承受拉力作

用)，於底板上則設置可受拉力及壓力作用的

彈簧，其勁度值依所在土層性質計算。如圖36

所示。

關於地震力的計算，模型邊界條件比照

RACKING方式，於車站底部兩端設定為鉸接，

地震力的擬靜力分析，採用加載定值反應譜模

擬，再利用振態疊加法得到結構分析結果。如

圖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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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康萊站選定主要分析斷面

地下車站結構分析，會依據第貳章所述之

各種載重情形，進行加載和分析計算，再將所

得到的結構桿件內力(包含彎矩、剪力、軸力)，

分別照極限狀態和服務狀態組合得到控制之設

計力，再進行後續強度性設計(ULS)和使用性檢

核(SLS)。

依車站本體結構特性，配合地質岩盤/土

壤設計參數分區，選定四處標準斷面A～D詳圖

38，先行施作2D完整斷面分析設計(不考慮開口

效應)，設計成果將做為車站橫斷面初步配筋依

據，並可做為鋼筋數量估計之參考。2D斷面分

析的模型如圖39，2D斷面分析的結果如圖40。

完成車站標準2D斷面分析之後，接著再建

立全車站3D有限元素分析模型，納入建築、機

電等專業提供之開口，並依所屬空間功能和放

置設備施加載重，進行完整開口補強結構分析

和設計，3D設計成果將與2D設計成果比較，採

大者進行配筋。

康萊地下車站3D有限元素分析模型如圖

41，3D有限元素分析結果如圖42。利用後處理

程式進行版元素設計，樓板及外牆設計成果如

圖43，配筋結果如圖44。

圖37 康萊站地震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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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康萊站-2D FRAME分析結果

圖41 康萊站-3D全車站分析模型

圖39 康萊站-2D FRAME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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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康萊站-3D全車站分析結果

圖43 康萊站-板牆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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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康萊站-鋼筋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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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BIM設計之應用

一、全生命週期BIM作業

MGKT(MMC-GAMUDA)鑒於巴生谷捷運一號

線經驗，因應捷運設計專業間設計整合複雜性

高，如仍以傳統2D設計方式常存在專業間設計

整合不易，易造成施工及安裝階段施工困難，

以致變更設計頻繁、增加工程經費、延長施工

期程等困擾。因此MGKT(MMC-GAMUDA)要求細

部設計顧問須導入BIM技術設計，並於設計階段

即以BIM技術進行設計整合工作。

一般計畫如要導入BIM技術，通常並不進行

全面性設計整合。多採重點導入或局部導入BIM

技術，抑或是待設計完成後再建置BIM模型做檢

核、管理或展示之用。而本計畫BIM執行係根據

契約BIM Excution Plan(BEP)規畫，希望全面性

的導入BIM技術，要求從規劃，細部設計，乃至

於施工、安裝階段，皆須持續維護BIM模型。不

僅設計階段以BIM為設計整合溝通的平台，所

有專業之設計成果，如建築設計圖、結構設計

圖，機電設計圖乃至於CSD/SEM設計圖，皆由

BIM模型完成設計。

因此計畫在設計階段，即因成功地達到

BIM Level 2.0目標，於GeoSmart Asia 2017 

Confe rence，穫得數位工程類獎項(Digi ta l 

Engineering Category) Asia Geospatial Excellence 

Awards 2017。詳圖45。

二、建立BIM進行設計界面整合

本計畫規定所有DDC包括建築(DDC1,ARC)、

土木結構(DDC7,CnS)、機電(DDC2,EnM)、其他

工作承商(OWC)皆要建立各自專業的 BIM 模

型，再由土木結構(DDC7,CnS)進行3D設計整合

套匯工作。本計畫陳秀蓮車站及康萊車站的BIM

整體模型，詳圖46及圖47。

圖45 計畫獲ASIA GEOSPATIAL EXCELLENCE AWARDS 2017新聞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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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康萊站整體模型

圖46 陳秀蓮站整體模型

三、建置BIM模型鉅細靡遺

為了達到專業整合目的，要求BIM模型依

各個專業皆須詳細且正確的建置。除建置一般

常見的建築、結構、機電有建立BIM模型外，其

他如系統設施、運送路徑、隧道、軌道、未來

道路、現有地形建物、檔土設施、未來地下管

線…等皆要求詳細建立。詳圖48～圖51。原則

上只要與整合有關的部分，皆要求建立BIM模型

以方便進行設計整合工作。

四、不間斷的設計整合

計畫規劃一須持續進行的視覺設計整合會

議(Visual Design/Construction Reviews)進行設計

整合工作，簡稱為VDR會議。VDR會議從計畫開

始即不間斷的每雙周進行一次。如下圖所示為

星期五舉行VDR會議，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會後

修正BIM模型的工作流程範例。會議時，業主、

LDC、各專業DDC及系統標相關人員與會。會議

中則逐項依所發現的議題逐項討論，確認議題

處理進度，指定新議題的負責人，詳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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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陳秀蓮站建築、結構、機電模型

 

圖49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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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車站軌道與隧道

圖50 車站剖面

圖49 康萊站建築、結構、機電模型

 



3
專
題
報
導

82 │No.118│April, 2018

VDR Meeting 為本計畫重要的BIM整合會

議，詳圖53，契約規定每雙週由指定DDC的 

BIM Coordinator 執行。本計畫DDC7即須負責

VDR會相關工作，主要工作為VDR會議前，將

各DDC的各專業BIM模型套疊成一個完整模型，

詳圖54，由各DDC檢視BIM模型是否有碰撞或不

符合設計要求之議題，如發現便記錄並列入討

論議題，每一議題設有編號，必須被追蹤紀錄

於Naviswork中，如需要加註詳細說明使容易明

瞭，若已處理議題，則由BIM Coordinator歸入

Resolved and Closed目錄中，此造成DDC7之BIM 

Coordinator工作十分繁重。

所有DDC之BIM Coordinator須了解VDR會議

流程，BIM設計整合方式，於預定時間提供整合

NWC檔。負責整合的DDC要將所有DDC的BIM模

型合併，並且熟悉Naviswork操作技巧，如檔案

匯入整合、物件顯示開關操作、模型檢視、建

立剖面、碰撞檢查、衝突問題標示、衝突問題

儲存、衝突議題管理…等，若有延誤亦造成本

計畫之BIM Coordinator工作。

圖52 VDR雙週會議流程(BY AECOM)

圖53 進行中的VDR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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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不足的設計環節，很容易發現問題及找出

解決方案。充分展現 BIM 設計優於採2D設計，

凸顯2D作業在設計整合工作上的限制。

有建立BIM模型仍不一定有進行BIM設計整

合工作。如僅建立各自專業的BIM模型，但專

業間設計是否有衝突，是否影響其他專業的設

計，常因限於設計時程不足而未確實檢討，而

使得BIM設計整合不足。對一有進行BIM設計整

合的計畫，參考圖55 MacLeamy Curve的描述。

五、進行BIM設計整合的影響

本計畫BIM 設計整合工作是一個刻意執行

的技術方法。要求各DDC在特定時間，使用特

定檔案，按照特定流程進行，VDR會議討論的議

題，透過3D視覺模型，與會者可快速理解設計

內容及問題，可快速發現設計錯誤的議題提出

討論，且任何人皆可提出他所關心的議題。

本計畫經驗是透過VDR會議，可容易發現

圖55 MACLEAMY CURVE

圖54 以NAVISWORK進行議題討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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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陳秀蓮車站3D鋼筋模型

規劃越前期，對工程費影響越大，越後期影響

越小(線①)。而變更設計的發生越早期影響工程

費越小，越後期則影響越大(線②)。一個採傳統

2D作業計畫，投入人的人力與資源如所做線③

所示，常為一鐘形曲線。如因設計階段如整合

不足，常於施工階段才發現設計不良而進行檢

討與變更。常因此而增加不必要的高額的變更

工程費用。而以BIM進行設計整合的計劃，如線

④所示，即希望能提前於設計階段即進行詳實

的檢討與專業間的整合，以期能減少施工階段

的變更。此不僅減少工程費的浪費，亦可能縮

短工期。

因此，良好的設計整合進行對業主是有利

的，因如能提早發現線設計盲點早期修正，就

能減少施工階段的調整與變更。但是現階段實

務上，因業主不了解即使導入BIM技術，要進行

進行設計整合，必將增加細部設計顧問DDC細部

整合工作，且壓縮設計時程，因此執行BIM設計

整合工作，實對DDC會有不利之影響。

六、計畫以BIM為設計平台

為達 BIM Level 2.0的目標，觀察到其他

DDC的細部繪圖工作，多以Autodesk Revit為

主，使用AutoCAD為輔。各DDC的2D設計圖平

配置圖、剖面圖、詳圖，都是直接於Revit 3D模

型產生製作。即使是設計鋼筋剖面圖，亦是於

Revit的2D視圖內，以2D線條方式繪製鋼筋剖面

圖及鋼筋平面圖。

而本計畫陳秀蓮站及康萊站的鋼筋圖，則

是先於Revit內建置3D鋼筋，詳圖56，再直接由

Revit內2D視圖產出設計鋼筋剖面圖及鋼筋平面

圖，見圖57。然因後期變更調整過於頻繁，平

面鋼筋圖的部分才採AutoCAD繪製，以避免因變

更使鋼筋自動調整而需耗費人力重新標示鋼筋

之工作。然待最後設計定案後，仍會修正於3D

鋼筋模型以計算鋼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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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模型，詳圖58，即可檢核是否正確定位

於大地座標上。除模型中任一點之大地座

標節可直接查詢，使用Naviswork連結其他

專業的模型時，亦不用費心插入點座標、

高程及方位角是否正確。而當設計線形改

變時，由專人負責管理修正、通知及校

核，避免人為設定錯誤。

(二) BIMcollab 的應用

 VDR整合議題管理除使用Naviswork

以人工方式管理外，MGKT提供BIMCollab

七、其他應用

(一) 座標管理

 軌道計劃的線形及座標管理極為重要，

當套疊各專業的模型時，必須正確定位於

空間中的座標及方位，因此座標管理工作

是整合協調的重要基礎。

 本計畫所有BIM模型的座標，設有專人

管理BIM定位座標，並建立全線的BIM線型

模型，使所有BIM模型都可套入全線BIM線

圖58 計畫全線 BIM 線形模型

圖57 以3D鋼筋產出設計鋼筋剖面圖及鋼筋平面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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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號 ， 供 各 D D C 將 各 整 合 議 題 ， 透 過

Naviswork插件軟體與雲端同步。使MGKT

與計畫相關人員隨時透過網頁即可了解各

整合議題處理情形，查詢議題處理進度、

所屬專業、負責人員、處理到期日…等。

因每一檢討的議題只能上傳而無法刪除，

使每一議題皆被記錄，且不易因人為因素

忽略而不處理，確保每一議題不漏失。詳

圖59～60。

(三) 點雲的應用

 傳統測量資料常可能細節不足，利用

點雲資料則可補傳統測量資訊不足缺點。

計畫之初各車站基地，MGKT 即建立大規

模的基地現況的點雲資料，如有需要則可

調閱查詢。以下利用為既有車站點雲與新

建人行陸橋套疊後，確認結構配置跨越人

行陸橋下方有斜度的路面，淨空是否足夠

之設計應用例，詳圖61。

圖59 相關人員可透過BIMCOLLAB 網頁檢視議題處理進度

圖60 BIMCOLLAB 中查詢每一議題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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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向MGKT提出後續MRT3計畫執行BIM之

建議：

(一)  MRT2計畫是採不同專業先建立各自的

BIM模型，再合併成一整體BIM模型後

進行設計整合工作，詳圖62，此造成

重複建置，增加過多與設計整合無關

的3D套圖工作，例如當ARC改變，CnS

須比照重複建置而增加建模工作。

 建議MRT3應由建築主導設計整合，亦

即建築先與機電標、系統標，先進行設計

八、BIM作業檢討與建議

本計畫採BIM進行設計界面整合，常因 

LDC(AECOM)未依設計整合需求主導及整合議

題，使各DDC僅管理各自專業BIM模型建置，

於VDR整合會議發現經設計整合套繪後模型衝

突不斷，致設計整合時程過長效率不佳，造成

本計畫結構設計工作不斷修改重作，此還被主

導LDC之AECOM抱怨本計畫設計品質不佳，而

AECOM自己執行之建築標(DDC1,ARC)反而是完

美(perfect)。

圖61 以REVIT 套匯點雲資料檢核淨空需求

圖62 MRT2計畫採各專業建立BIM模型後再合併整合示意圖



3
專
題
報
導

88 │No.118│April, 2018

陸、結論與展望

東南亞國家正在快速發展，基礎建設的需

求非常迫切，以馬來西亞為例，即將可預見就

有「馬新高鐵計畫」、「吉隆坡地鐵三號線計

畫」等兩項重大工程。本文針對馬來西亞吉隆

坡地鐵二號線之結構設計以及BIM應用經驗做案

例分享，拋磚引玉，期能吸引更多有志青年，

投入海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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