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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捷運潛盾隧道的主要設計課題可分為內部主體結構系統與外部環境影響兩大類，潛盾隧道主體結構

由環片系統組合而成，其規律性高，非常適合建置為參數化元件，發展完整的設計、出圖與數量計算自

動化流程，不僅改善設計效率，更可降低人為的錯誤，提昇品質。捷運潛盾隧道路線穿越都會區的核心

區域，受到外部環境影響，如用地、地形、水系、地質與地下障礙物等複雜因素控制，必須透過地理資

訊系統的協助，整合所有影響因子進行評估與分析，以決定最佳化的線形。此外，完工後的潛盾隧道容

易受到鄰近工程的影響，損壞隧道環片結構，甚至危及捷運正常營運。藉助高品質的調查與試驗，配合

高階的數值分析工具，決定安全與經濟的保護工法，確保捷運營運安全與鄰近工程的推動。

1 2 3 4 5 6

摘  要

Abstract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s of Parametric 
Design of MRT Shielded Tunnel

Designs of MRT Shielded Tunnel are governed by two major topics: interior structural system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gmental lining and detailed components, which made up the whole shield tunnel 
structural system, exhibit high regularity. They are very suitable for implementation of parametric objects which 
could be further involved in the design, plotting and quantity calculation automation process to raise design 
efficiency, and thus human errors could be reduced and design quality could be much improved. The MRT shield 
tunnel route usually goes across the downtown area and would be affected by several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land delivery, terrain, river system, geological condition, underground obstacles, etc. All the factors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evaluated and integrated togeth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alignment. In addition,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projects nearby might have 
unfavorable impacts on the built tunnels. Tunnel segmental rings might be damaged and even the MRT operation 
might be compromised because of uncontrolled excavation or additional loads adjacent to the built tunnels. High-
quality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and tests must be adopted along with sophisticated numerical analyses to study 
feasible and economic protection measures which would ensure both MRT operation safety and project promotion 
nea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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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捷運潛盾隧道主體結構的幾何形狀與組合

模式具有高度的規律性，每一組環片單元所需

的螺栓元件與鋼筋配置亦有明確的空間幾何參

數與材料屬性，因此非常適合導入3D參數化

設計流程，透過樣版與參數化元件的建置，可

以達成高度自動化的分析、設計、成圖與數量

計算等一貫作業，不僅可以改善效率，降低成

本，更可減少人為錯誤，提昇設計品質。

捷運潛盾隧道與外部環境的界面相對非常

複雜，除了多變的地形、水文與地質條件外，

國內捷運後期路網建設受到民意高漲用地取得

困難、穿越狹窄道路區段與高度開發的地下結

構物與公共管線的阻礙，規律性與重覆性低，

必須針對不同計畫的特殊條件，量身訂做。

以台北捷運環狀線二期計畫的路廊為例，

因為用地限制條件所產生之隧道急彎段(R=50m)

即高達9處，5次穿越主要河川、30%路線通過

寬度20m的狹窄道路，60%以上車站與深層污水

管衝突。潛盾隧道的線形規劃，必須藉助最新

的BIM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以克服外部複製

環境的嚴苛挑戰，在狹縫中找到一條出路。

完工後的潛盾隧道因為位於主要的道路

下方，非常容易受到周邊開發工程而影響，除

了國家頒佈的兩側禁限建法令作為第一道的保

護措施外，周邊開發計畫的主辦機構更需要負

責確保捷運設施的安全。因此，高品質的地質

調查與高階的數值分析成為最重要的第二道防

線，配合嚴謹的施工管理與安全監測落實最後

一道防線，才能兼顧都市的永續開發與捷運系

統的穩定安全營運。

為因應上述工程的挑戰與困難，本文將探

討捷運潛盾隧道參數化設計的三大課題與初步

的成果，包括隧道環片參數化元件開發與加質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隧道設計及營運中捷

運隧道安全評估。

貳、隧道環片參數化元件開發與
加質應用

國內捷運工程潛盾隧道環片一般以數個 A

型環片，2個B型環片及1個K型環片組合而成(如

圖1)，類型與幾何形狀相對單純，複雜度與變

異性不高，建置通用的3D元件效益非常高。為

確保設計圖及數量計算的正確性與精確性，除

了量體模型外，並將環片的接合模式、螺栓型

式、鋼筋配置及標註與標示等完整屬性依參數

化元件方式建置，以便經過簡單的屬性參數定

義後，即可以廣泛應用在類似的工程計畫中。

環片參數化元件的設計量體模型與鋼筋模

型如圖2及3所式，配合樣板與視圖的設定，可

以迅速產生3D的設計圖、2D的剖面圖與鋼筋表

等設計成果(圖4)。因為所有的重要屬性都是可

調整參數，一旦修改設計模型中的任何幾何或

非幾何參數，設計圖(包括3D/2D)及所有的標示

與標註也會同步更新，大幅降低人工修改與檢

核的資源，減少人為錯誤。

圖1 環片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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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環片參數化元件

圖4 鋼筋設計圖面

圖3 環片3D鋼筋模型

參、地理資訊系統輔助隧道設計 

捷運路線動輒長達數十公里，穿越都會區

的核心區域，沿線人口密集，地面以上及以下

均高度開發，外部界面非常複雜，必須考量的

不確定因素非常多。一般捷運隧道線形的決定

必須同時滿足都市發展需求與工程技術兩大類

課題：

一、都市發展需求

(一) 區域發展

(二) 既有道路系統

(三) 用地取得

(四) 地下穿越

(五)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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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技術

(一) 機電系統參數

(二) 地形與水系

(三) 地質條件  

(四) 地下障礙物

(五) 施工限制條件

傳統2D設計作業在平面上發展平面線形後

再檢討縱剖面，無法即時檢核3D的空間相對位

置，必須不斷疊代與試誤，逐步收斂至較佳的

路線，經常需要耗費長時間的溝通與大量的資

源進行整合與協調。更重要的是設計過程中所

接收各專業的資訊與參數並無統一的格式，分

散在各專業的圖面或報告中，隨著設計發展不

斷的變動，龐大分散各處的資訊造成界面整合

與管理困難。經常發生錯誤、不一致或遺漏的

缺失，影響線形設計的精確性與品質。

地理資訊系統(GIS)強大的幾何與資料承載

與整合能力，非常適合用來整合捷運隧道線形

設計過程中必須考量的複雜因素與限制條件。

藉由地理資訊系統的豐富地形與地物的圖資，

設計者可以快速地檢視大範圍之路線、車站與

周遭環境(都市計畫)的相對關係，根據系統參數

初步擬定隧道的線形。再進一步根據地形、水

系與地質條件，配合所蒐集的地下結構與重大

管線資料，調整線形與縱坡，決定最佳化的方

案，詳如圖5所示。

近年來BIM與GIS整合技術的突破，可將完

整的3D 隧道線形結構量體與地形、地下障礙

物等重要資訊整合在一的平台進行視覺化的呈

現(如圖6及7所示)，更進一步縮短各專業間的

隔閡，改善捷運隧道線形設計協調與決策的效

率，達成隧道線形最佳化設計的目標。

圖5 地理資訊系統輔助隧道線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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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捷運系統與周邊地形地物之整合模型

圖7 捷運系統與地下障礙物之整合模型

肆、營運中捷運隧道安全評估 

捷運構造多位於入口密集區域，潛盾隧道

主要穿越市區道路下方，營運期間容易受到鄰

近工程開發的影響，造成地盤中應力的變化，

損壞隧道環片結構，甚至危及捷運正常營運。

有鑑於此，國家特別頒訂了「大眾捷運系統兩

側禁建限建辦法」限制捷運路線範圍週邊的開

發行為與規模，做為第一道保護線。各縣市政

府捷運主管機關，另根據捷運系統需求與地質

條件，制定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內列管

案件管理及審核基準，以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為例（桃園市政府，2018），主要的監測

項目與監測管理值如表1所示，表中部分捷運

結構變位規範值與捷運結構型式有關，已規定

於「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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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最關鍵的管理值即為軌道位移量，

因軌道容許位移量與軌道構造型式及系統營運

特性有關，「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

法」附件四亦未明訂其值，本文初步建議暫依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訂定之容許值辦理（臺

北市政府，2016）。此外，依捷運土建設計規

範，捷運潛盾隧道結構設計考量之徑向變形多

為隧道直徑之0.33%，換算絕對量約為2cm，然

因潛盾隧道脫離盾殼承受現地土水壓後已發生

部分變形，故徑向變形之監測管理值建議應保

留部分餘裕。本文建議之潛盾隧道徑向變形及

軌道沉陷監測管理值如表2所示。

為確保設計成果能確保營運中潛盾隧道的

安全，又不至於過度保守造成經費暴增，必須

要能夠成功控制開發工程的變位量達到mm的

精度，唯有仰賴可靠與高品質的地質調查與試

驗，配合高階的三維數值分析，以決定最佳的

擋土與開挖保護工法。

表1列管案件及捷運設施變位監測項目及管理值（桃園市政府，2018）

監測項目 監測儀器
監測管理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危險值

列
管
案
件

地下水壓變化 水位計 ±1m ±2m -

地層變形

地表沉陷點、伸縮
桿、隆起桿

設計值(分析
值)之80%

設計值(分析
值)之90%

設 計 值 ( 分 析 值 ) 之
100%

壁中或土中傾度管 分析變位值之80%
分析變位值或容許界
限值80%之小值

依環境容許狀
況訂定容許界
限值

開挖支撐系統

鋼筋應變計
分析應力值80%或設
計值80%之小值

分析應力值或設計值
之小值

容許應力

支撐應變計(支撐軸
力) 

分析軸力80%
或設計值80%
之小值

分析軸力或設計值之
小值

容許應力125%
所換算之容許
軸力值

支撐應變計(地錨拉
力)

分析拉力80%
或設計值80%之小值

分析拉力或設計值之
小值

容許拉力

支撐應變計(橫擋應
力)

分析應力80%
或設計值80%之小值

分析應力或設計值之
小值

容許應力

捷
運
設
施

結構裂縫 裂縫計

肉 眼 看 得 見 之 裂 縫
(山岳隧道除外)

0.25mm 0.3mm

2mm(山岳隧道) 2.5mm 3mm

結構沉陷
結構物沉陷點
(量測總沉陷量)

規範標準值80%或設
計值(分析值)80%之
小值

規範標準值90%或設
計值(分析值)100%之
小值 

規範標準值100%結構傾斜
傾斜儀或經緯儀
(量測傾斜量)

隧道內空變位
收斂釘
(量測徑向變形)

軌道沉陷 軌道沉陷點

軌道容許垂直變位或
水平總位移量80%或
設計值(分析值)80%
之小值

軌道容許垂直變位或
水平總位移量90%或
設計值(分析值)100%
之小值

軌道容許垂直變位或
水平總位移量100%

軌道容許垂直方向或
水平方向扭曲之80% 

軌道容許垂直方向或
水平方向扭曲之90%

軌 道 容 許 垂 直 方 向
或 水 平 方 向 扭 曲 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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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國內最大規模的開發計畫T3航廈工

程為例，其位置座落在營運中的機場捷運正上

方，基礎開挖分為三期施工，總開挖範圍長620

公尺、寬240公尺，深在15公尺至20公尺之間，

總挖方量超過170萬立方公尺。基礎開挖不僅

範圍龐大，且影響機場捷運的明挖覆蓋隧道、

車站與潛盾隧道段，幾何關係複雜，應力影響

範圍重疊，必須採用3D數值分析工具模擬完整

的分期開挖解壓與後續航廈結構加載行為。而

進行三維有限元素分析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模

型的建立，BIM技術發展的可讓資料有效重覆

運用（Interoperability），避免重複投入建模資

源的浪費。利用已建置之T3航廈BIM模型的幾

何資訊，透過跨平台的轉換，匯入有限元素分

析分析軟體，不僅可以解決分析軟體建模困難

的問題，節省人力資源，更可避免重複在不同

平台上建模，可能產生版次落差與人為錯誤的

機率，以確保設計與分析模型幾何資訊的一致

性，如圖8所示。圖9為T3開挖造成之捷運變位

分佈，透過3D有限元素法，可研析施工對營運

中之機場捷運構造成之影響，藉以檢討工程配

置、施工順序並設置必要之保護措施。

表2 潛盾隧道徑向變形及軌道沉陷監測管理值

監測項目 監測儀器
監測管理值

警戒值 行動值 危險值

捷
運
設
施

隧道內空變位
收斂釘
(量測徑向變形)

5mm 10mm 20mm

軌道沉陷 軌道沉陷點
5m內有2.4mm之垂直
或側向扭曲

5m內有2.7mm之垂直
或側向扭曲

5m內有3mm之垂直或
側向扭曲

地下水位 水壓計或水位計
捷運抗浮安全係數
1.07對應之水位高程
減1m

捷運抗浮安全係數
1.07對應之水位高程

捷運抗浮安全係數
1.04對應之水位高程

圖8 T3計畫設計模型轉換為三維FEM模型

     進行捷運安全評估

圖9 開挖後捷運構造之變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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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潛盾隧道工程之施工與設計須考量(1)地質

變異性、(2)地中障礙物、(3)環片內淨空需求、

(4)隧道線形以及(5)沿線建物保護等主要項目，

本研究透過參數化之數值模型達到下列成果：

1.  隧道環片與鋼筋配置最佳化：預鑄環片

內之灌漿孔、螺栓孔及其開孔補強鋼筋

等數量繁多，藉由3D環片鋼筋展示圖，

使環片鋼筋與灌漿孔、螺栓孔及補強鋼

筋等之配置最佳化。

2.  精確的數量計算：預鑄環片所採用之數

量除環片本體材料外，其餘之止水條(吸

水膨脹材)、螺栓、灌漿孔及其孔蓋等，

均可利用隧道環片參數化模型計算。

3.  全面檢視潛盾隧道線形所面對之工程與

非工程議題：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資料

整合與視覺化的展現，協助設計者快速

掌握潛盾隧道全線遭遇之議題，例如用

地條件、道路寬度限制、複合地層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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