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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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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9線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沿線經過高山峻嶺地區，路線主要以隧道及橋梁佈設，南澳至和平段計有6

座橋梁，其中南澳北溪河川橋係採脊背橋(Extradosed Bridge)設計施工，脊背橋可兼顧景觀效果及經濟效

益，尤其橋梁結構纖細流線造型，完工後往往成為當地新地標，國內第一座脊背橋係在民國98年完工通

車之國道6號的愛蘭橋，至今已完成之脊背橋梁不到10座，但近幾年來似有快速增加趨勢，有多座橋梁

正在施工中。本文以南澳北溪脊背橋為例，說明脊背橋外置預力斜張鋼纜之施工方法、材料品管、拱度

控制及施工注意事項等，提供未曾參與該類似橋梁施工之參考。

摘  要

Abstrac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with extradosed bridge 
construction of Suhua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There are several tunnels and bridges distributed along the rout of Suhua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due to 

the steep mountains hills and cliffs. Six bridges have been designed in Nan-ao and He-ping district, one of them 

is Nan-ao North River Bridge. The construction of Nan-ao North River Bridge based on Extradosed Bridge design, 

the design perfectly balance the beauty of landscap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thin structure and aero-dynamic 

looking always made the bridge become the new landmark when it accomplished.

The Ai-lan Bridge of freeway No.6 is the first Extradosed Bridge in nationwide. Although there are only less than 10 

Extradosed Bridge has been build, in the recent years, as the building rate growing, several Extradosed Bridges 

are during constructing. 

This article use the Nan-ao North River Bridge as the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quality 

control of material, precamber control, and other construction precautions of setting external PT on stay cables of 

Extradosed Bridge. This article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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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工程全長約

38.8公里，計有A、B、C三個區段，分別為蘇澳

至東澳段、南澳至和平段及和中至大清水等三

個路段，本公司承辦設計及監造之南澳和平段

係由南澳往南經觀音、谷風、漢本至和平，全

長約20公里，工程施工分為四個土建標及一個

機電標，工程範圍及分標內容詳圖1，橋梁計有

南澳北溪河川橋、南澳南溪河川橋、和平溪河

川橋等3座河川橋及武塔高架橋、漢本高架橋等

2座跨越北迴鐵路高架橋及鼓音橋1座跨越觀音

溪谷橋梁。其中南澳北溪河川橋位於南澳市區

邊緣，於工址之上下游側並與計畫路線平行，

分別有北迴鐵路及既有台9線道路經過，因此

南澳北溪脊背橋完工後可提供旅客不同視野角

度，欣賞結合當地地理環境，型塑區域地景風

貌，跨越南澳北溪的雙橋塔單索面脊背橋，灰

白色橋塔及斜拉鋼纜融合秀麗山勢，成為當地

新地標。兩側橋塔造型宛如雙手托天，隱喻對

上天敬意及尊重自然環境，白色的斜張鋼纜採

天空色系白色，遠觀時能提顯橋梁結構張力，

與現地山嵐景緻依山傍水相互輝映，並融和寂

靜安詳於背景環境，深具地方風土色調及流動

的天空色彩，展現出美麗的新視野，勾勒出美

麗的圖畫，完工後照片詳圖2～4。

圖1 工程範圍及分標內容

圖2 南澳北溪脊背橋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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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概述

B1標工程地點位於宜蘭縣南澳鄉境內，路

線之起點位於台9線132k處右彎，以路堤往南

延伸，採橋梁方式跨越南澳北溪及台9線，沿

著南澳南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左岸，向南穿越平

緩地，以高架橋方式跨越台9線、北迴鐵路，再

以隧道方式貫穿陡峭坡地後，再接以河川橋跨

越南澳南溪，止於鄰標(B2標)之觀音隧道北口

前30m處。工程內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橋梁

工程、隧道工程、排水工程、地磅及管制站、

及隧道北口機房及其他附屬工程。計有3座橋梁

分別為南澳北溪河川橋，橋長360m、武塔高架

橋，南下線橋長483m、北上線橋長485m，總長

968m、南澳南溪河川橋，南下線橋長656m、

北上線橋長644m，總長1,300m，1座隧道雙

孔單向二車道隧道，南下線長464m、北上線

長459m，總長923m。工區位置及工程內容詳

圖5。

圖3 南澳北溪脊背橋空拍(運土部攝)

圖4 南澳北溪脊背橋完工照片(詹朝陽攝)

圖5 工區位置及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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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南澳北溪脊背橋施工

一、工程內容

脊背橋外型近似斜張橋，惟橋塔高度較

低，外置鋼腱數量、長度均遠較斜張橋為少與

短。脊背橋主要係配合橋塔之設置，將傳統箱

形梁內置預力鋼腱，部份改配置於箱形梁外

部，以提供預力鋼腱較大之偏心距，使大梁設

計深度得較傳統懸臂工法所需者為小，結構

行為亦較偏向梁式結構。因此有「部分斜拉

橋」、「矮塔斜拉橋」等名稱。因上述結構特

性，使得此橋型有結構效率高、經濟、外型纖

細輕巧、幾何造型多變等優點。

南澳北溪河川橋係採雙橋塔單索面脊背橋

設計，為三跨連續三箱室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結

構(95m+160m+105m)，全長360m，詳附圖6，

橋面寬度19.2m，採雙橋塔外置斜張鋼索搭配

預力箱型梁搭配以懸臂工法建造，主跨橋梁跨

徑160m、梁深由柱頭節塊5.8m漸變至邊跨節塊

2.8m、橋塔高度23m、橋塔斷面長5.2m漸變至

9.5m，寬均為2.4m，橋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

其中斜拉鋼索部分之鋼殼為鋼結構，現場吊裝

後再包覆鋼筋混凝土。

脊背式橋斜索外置預力鋼纜為單索面之扇形

佈置，外置預力斜張索體規格為15.2mm∮-43股，

塔柱(P1, P2)兩側各8束，總計共有32束斜張鋼

纜。索長設計最短處為35.6m，最長約為71.3m。

主橋(脊背式橋)配置及拉索佈設如圖7所示。

圖6 南澳北溪橋配置圖

圖7 橋塔立面及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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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階段各根鋼絞索可個別單獨組裝及

施拉預力。

5.  外置預力斜索最終應力調整可以多根施

力千斤頂辦理端錨整組外置預力斜索之

施拉作業。放鬆施力作業(de-tension)時

不需解除或放鬆任何端錨組件。

6.  外置預力斜索系統之力量傳遞及減震系

統構件，為核可之外置預力斜索系統廠

商供應產品。

(四) 材料規定

1. 鋼絞線

(1)  符合CNS 3332 之 SWPR7BL 15.2mmφ

鋼絞線、ASTM  A416  G r a d e 2 7C 

15.2mmφ低鬆弛鋼絞線或經核准之同

等品，鋼絞線由無焊接(Weldless)鋼線

製造。

(2)  經熱浸鍍鋅處理，依ASTM A90檢驗之

鍍鋅量大於180g/m2，小於340g/m2。

(3)  依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2.2.1 

D節或同等規範辦理One-Pin試驗。

(4)  依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2.2.1 

E節或同等規範辦理疲勞試驗，試驗為

200萬次反覆載重，其上限應力為極

限抗拉強度之45%，應力範圍為280 

N/mm2。

2. 單根鋼絞索護套

(1)  單根鋼絞索熱融被覆之高密度聚乙烯

層，其規格符合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3.6節之規定或經核准之

二、契約規範要求

(一)  外置預力斜索防蝕系統，指為避免鋼

絞索銹蝕之組件包含：

1. 鋼絞線鍍鋅層。

2.  單根鋼絞索熱擠式(hot-extruding)HDPE被

覆層(簡稱內層被覆)。

3.  鋼絞線與前項被覆層間之保護充填材料。

4. 保護多根鋼絞索組成之外套管。

5.  錨碇區防蝕系統(例：隔離套管及防蝕保

護措施)。

6. 錨頭保護蓋及其保護充填材料。

(二) 外置預力斜索之力量傳遞及減振系統

 指傳遞力量、固定鋼絞線及減少外置

預力斜索振動之組件，包含整組錨座、端

錨、夾片、鋼絞線轉折器、阻尼器、保護

套管及間隔器等。

(三) 系統要求

1.  外置預力斜索為國際著名製造廠之產

品，端錨採用圓錐楔片式端錨，且其力

量傳遞及減振系統有斜張橋或脊背橋工

程之實績者。

2. 外置預力斜索防蝕由下列方式組成：

(1) 熱浸鍍鋅鋼絞線。

(2)  鋼絞線表面塗佈防蝕材後，並以熱擠方

式被覆高密度聚乙烯(HDPE)層。

(3)  整組外置預力斜索外側以高密度聚乙烯

外套管保護之。

(4) 錨碇區內之鋼絞線防蝕保護措施。

3.  鋼纜系統於橋梁施工及使用階段任何時

間，均可辦理個別任一根鋼絞索重新施拉

或抽換作業(單根鋼絞索抽換作業係指鋼絞

索及其熱擠HDPE層一體經由錨錐孔抽換)。



3
專
題
報
導

102 │No.116│October, 2017

同等品。

(2)  被覆高密度聚乙烯層之單根鋼絞索依

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3.9

節規定或同等規範辦理包括化學扺抗試

驗、氯離子滲透試驗、衝擊試驗、磨損

扺抗試驗、鹽霧試驗及水密性試驗等之

功能測試。

(3)  高密度聚乙烯層厚度最小為1.5mm，並

熱融與鋼絞線密接，其與鋼絞線之空隙

以專業廠商提報經工程司核可之無機油

脂、石蠟或其他防蝕材料填滿，並須能

滿足2.1.2(2)之要求。

(4)  除另有規定外，高密度聚乙烯護套為

黑色。

(5)  廠商證明在鋼絞線應力變化之下，高密

度聚乙烯護套不會有裂縫產生。

3. 外置預力斜索外套管

(1)  外置預力斜索外套管為高密度聚乙烯

管，符合ASTM D3350之規定或經核准

之同等品，材質合格標準詳表1。

(2)  高密度聚乙烯套管不會與保護充填材

料、外置預力斜索或其他與高密度聚乙

烯接觸之材料有任何反應，並且不含水

溶性氯離子。

(3)  高密度聚乙烯套管之外徑與最小管壁厚

度之比值不得大於18，且管厚需足以

承受吊運及施工荷重，並需能承受最大

灌漿壓力之1.25倍。若採用之系統，外

套管與鋼絞線被覆間無填充材料時，可

依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5.3.3

節之說明辦理。

(4)  高密度聚乙烯外套管之顏色依設計圖或

工程司指示辦理，並以下列任一種方式

製造：

A.  全彩高密度聚乙烯管，含紫外線安

定劑(UV Stabilizer)。

B.  著色之聚乙烯被覆層與黑色之高密

度聚乙烯管同時射出。

C.  氟化塑膠膜(PVF)色帶，纏繞於外

置預力斜索外套管以為保護膜，

其規格符合PTI「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5.4節之各項規定或

經核准之同等品。

(5)  高密度聚乙烯管規格符合PTI「Recom- 

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3.5.3節之各項規定或

經核准之同等品，廠商提供相關證明。

(6)  高密度聚乙烯管全長為連續射出製造，

或以熱溶焊接方式續接。熱熔焊接符合

ASTM D2657之規定，承包商並提送各

型式套管熱熔焊接之樣品(每種尺寸至

少3件，每件1.8m長)辦理試驗以確認其

品質。焊接接頭之強度至少達套管之拉

表1 高密度聚乙烯(HDPE)外套管材質規定

性　　質 ASTM試驗 合格標準

密度，g/m2 D1505 0.941～0.955

軟化指數(Melt Index) D1238 1.0 Max

撓曲模數(Flexural Modulus)，N/mm2 D790 550～1,100

拉力降伏強度(Tesile Strength at Yield), N/mm2 D638 21～28

環境應力裂縫扺抗力(Environmental Stress Crack Resistance)，
裂縫產生時間hrs

D1693
(Condition C)

192

靜水壓力設計基準(Hydrostatic Design Basis)，N/mm2 D2837 0.8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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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esting and Installation」4.2節

規定或同等規範辦理疲勞及極限應力試

驗，並符合下列規定：

A.  試驗為整組端錨系統，包括阻尼器、

保護套管及鋼絞線轉折器(Deviators)。

B.  試驗樣品與實際使用之產品(包含防

蝕措施)完全相同(採用股束大者即

可)，施力端錨與非施力端錨均須辦

理試驗。

C.  試驗為200萬次反覆載重，其上限

應力為極限抗拉強度之55%，應力

範圍為140N/mm2。

三、使用斜索外置預力鋼纜系統

本工程外置預力鋼纜系統採用中國大陸柳

州歐維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展之OVM預力

系統，在國內已完成之國6埔里愛蘭橋、北港媽

祖大橋、旗山旗尾橋、台9線鳳林豐平橋等脊背

橋都採用OVM-250型系統，依本工程規範係使

用OVM250-43T錨具，國內採用OVM系統之橋梁

工程詳圖8。

力降伏強度。

(7)  為降低雨水及風造成外置預力斜索振動

之影響，高密度聚乙烯管外露面應做成

螺旋肋狀(Helical Rib)紋路，該紋路可在

套管搭接處以熱熔焊接方式製造，或於

套管製作時以連續射出方式一體成型。

4. 端錨

(1)  端錨為平行鋼絞線(Parallel Strand)

系統。

(2)  錨碇段之防蝕保護程度不低於外置預力

斜索自由段之防蝕保護程度。

(3)  端錨及其附屬設施之強度不得小於外置

預力斜索極限抗拉強度。

(4)  端錨系統可提供個別鋼絞線之抽換

作業。

(5)  外置預力斜索及端錨系統之鋼材外露部

分有良好之防蝕措施，其防蝕方式應經

工程司核可。

(6)  為防鏽蝕，端錨系統及相關配件除夾片

外，不得有其他鋼組件與鋼絞線碰觸。

(7)  整組端錨及外置預力斜索系統依PTI

「Recommendations for Stay Cable 

圖8 國內採用OVM系統之工程



3
專
題
報
導

104 │No.116│October, 2017

圖9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組合示意圖

(一)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結構

1.  整束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可分為錨碇段

(Anchored Section)、轉換段(Transition 

Section)及自由段(Free Section)三部份。

(組合示意圖詳圖9)

2.  錨碇段分為張拉端錨碇段及固定端錨

碇段，張拉端錨碇段包含梁體(橋面版)

預埋鋼套筒、承壓鈑、錨碇鈑(俗稱錨

頭)、夾片、夾片防鬆壓板、螺母、支承

筒、延長筒及預留PE管等。固定端錨碇

段則包含塔柱預埋鋼套筒、承壓鈑、錨

碇鈑、夾片、夾片防鬆壓板、鋼導管及

預留PE管等。

3.  轉換段介於錨碇段及自由段之間，張拉

端及固定端轉換段稍有不同。張拉端轉

換段包括索箍、減振裝置、PE管支承

座、過渡管及防水罩，固定端則不含PE

管支承座，但另有PE管連接裝置。

4.  自由段索體則由鍍鋅鋼絞線、安定無機

油脂、絞線熱擠HDPE護層、聚氨酯及帶

螺紋肋條之HDPE外護管組合而成。因絞

線、油脂及熱擠HDPE護套合成＂HDPE 

無黏結鋼絞線＂，鋼絞線可自由伸縮及

滑動，故稱為自由段。

5.  張拉端錨具、固定端錨具、索體結構及

預埋鋼管圖，詳圖10～12所示。

(二)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防護體系

1.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在索體自由段之防

護體系。第一層為光面鍍鋅鋼絞線。第

二層為鋼絞線被覆高熔點安定油脂。第

三層為鋼絞線外包熱擠被覆HDPE層。第

四層為索體外整圓之HDPE外護管。其構

造詳圖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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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張拉端及固定端端錨詳圖

圖11～12 固定端、張拉端錨具及轉換段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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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在錨碇段之防護體

系：錨頭內鋼絞線由於穿索及張拉需

要，錨碇段內鋼絞線之熱擠PE護層需剝

除，於全橋外置預力鋼纜調索完成後，

其防蝕處理方式如下：

(1)  張拉端：在錨具端部安裝保護罩；罩內

對裸露鋼絞線套上一小HDPE管；管內

灌注防腐油脂，詳圖14，夾片、錨碇鈑

及張拉端支承筒外露螺牙等處以塗油進

行防護。

(2)  固定端：於安裝防鬆裝置前，於罩內將裸

露鋼絞線噴塗環氧樹脂漆以避免銹蝕，

再安裝防鬆裝置及保護罩，詳圖15。

四、主要材料數量及檢驗

(一)  本工程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主要材料

數量如表2。

(二) 錨碇系統

1. 採用OVM-250(43T錨具系統)。

圖13 預力鋼纜在索體自由段之防護體系示意圖

圖14 張拉端防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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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柳州歐維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及

加工製造。套管顏色依依業主選定之白

色辦理。製造方法為高密度聚乙烯管材

質並符合ASTM D3350之規定製造。

2.  高密度聚乙烯管為連續射出製造，每支

訂製長度為5.5M，至現場後以熱熔焊

接方式續接至所需長度，熱熔焊接符合

ASTM D2657規定。

3.  高密度聚乙烯管外露面增加凸出的螺旋

線，因凸出的螺旋線可阻止雨線的形

成、減少風阻，從而較好地抗風雨激

振，本工程採用外雙螺旋線肋狀(Helical 

Rib)紋路外套管。

(六) 預埋鋼纜導管

 鋼纜鋼導管須配合箱型梁節塊之施作

採預埋方式施工，其材質為 ASTM A53，

2.  端錨為平行鋼絞線(Parallel Strand)系統。

3.  端錨系統可提供個別鋼絞線之單根抽換

作業。

(三) 鋼絞線

1.  鋼絞線採用江陰華新鋼纜有限公司產品。

2.  鋼絞線為符合ASTM A416 Grade270，

標稱直徑15.2mm∮之低鬆弛熱浸鍍鋅鋼

絞線。

(四) 單根鋼絞線 HDPE護套

 HDPE護套為熱擠被覆加工，由柳州歐

維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五) HDPE外套管

圖15 固定端防蝕示意圖

表2 外置預力鋼纜主要材料數量

項目
張拉端
端錨
數量

固定端
端錨
數量

15.2mm∮
鍍鋅鋼絞線

(含HDPE、防蝕材)

HDPE
外套管

OD＝180mm∮
夾片

預埋鋼管
(橋面端)

預埋鋼管
(塔端)

單位 組 組 Ton M 組 組 組

OVM250-43T
斜張鋼纜索

32 32 約96 約1,400 2,75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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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體內外(含錨碇鈑及加勁鈑)均經熱浸鍍

鋅處理，鍍鋅量則應依ASTM A-123之規定

辦理。

(七) 材料取樣檢驗如表3

五、斜張鋼纜施工步驟

脊背橋外置預力鋼纜之施工，需配合橋梁

平衡懸臂節塊施工順序施作，其施工順序係直

接由橋墩上方柱頭開始施作柱頭(板)節塊，於柱

頭節塊組裝懸臂工作車後，再逐一節塊施築方

式進行施工，利用節塊藉預力鋼腱自持，藉由

完成節塊支撐下一節塊，詳圖17。

外置預力斜拉鋼纜係將橋塔與橋面結構

互相錨碇，提供部分斜張拉力，本橋之橋塔高

23m，斷面長5.2m漸變至9.5m，寬均為2.4m，

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其中斜拉鋼索部分之鋼殼

為鋼結構，成品尺寸為長3.2×寬1.0×高8.1m，

鋼殼於工廠裁切加工製作完成後再運輸置工地

現場吊裝後再包覆鋼筋混凝土，因工址臨近海

邊，鋼殼製作後其內部(混凝土包覆部分除外)須

先進行噴砂處理、鋅鋁熔射及封孔處理，以提

高防銹保護效果。橋塔模板係採用鋼模施作，

並分七次階段分層施作，每次階段升層高度

1.82m～4.10m不等，相關組立配置圖詳圖18。

外模及其支撐梁於橋面版組裝完成後，再以吊

車吊升至適當高程與位置後，並以H400X200橫

梁加上螺栓予以鎖固。模板安裝時，應使板面

平整，所有水平及垂直接縫應支撐牢固並保持

平直，且應緊密接合，以防混凝土漏失，並進

行模板各折角的角度、相關位置、尺寸及高程

之調整並進行檢測。

南澳北溪脊背橋主跨與梁深比約為28:1，

主跨與橋塔錨碇高度比約8.9:1，P1及P2橋墩分

別有32及36個節塊，加上中央閉合節塊，合計

69個節塊，兩橋墩靠外側均有不平衡節塊，P1

為15對+1，P2則為17對+1節塊，詳圖19。懸臂

工作車推進至第4對節塊時開始施作橋塔昇層，

於施作至第10對懸臂節塊時，開始施作第1束

外置預力斜張鋼纜(錨碇於第8對節塊)，後續每

推進一對節塊，併同完成一束外置斜張預力鋼

表3 外置預力鋼纜主要材料檢驗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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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端錨取樣及疲勞試驗結果

端錨取樣 整組端錨送美國CTL試驗室進行疲勞試驗

疲勞試驗規範要求 疲勞試驗結果合格

圖17 平衡懸臂節塊施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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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至全部完成所有外置預力，再施作邊跨場

撐節塊，最後再完成閉合節塊。本節就外置斜

張預力鋼纜之施工方式及步驟等作詳細說明，

其施工每階段主要可分成三大施工步驟：其概

述如下

STEP 1、HDPE接管。STEP 2、HDPE吊裝。

STEP 3、穿索拉線。

圖18 橋塔模板昇層施工示意圖

圖19 外置斜拉鋼索與懸臂節塊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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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從支承筒上端由上往下進行無收縮

砂漿灌漿(採用5,000psi之ZH砂漿)。 

B.  注意漿體到達支承筒上端面即停止

注漿，避免漿體流入螺紋處，表面

如有殘留漿液應及時清理乾淨。

C.  待無收縮砂漿固結後，方可移動

錨具。

2.  橋塔外搭設爬梯及施工架供人員上下及

進行各項作業。

3.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安裝是以單根絞索

現場穿線方式施作，故於橋塔處裝設捲

揚機配合滑輪組做為牽引設施。

4.  HDPE外護管安裝特製夾具臨時固定，另

外單根絞線牽引亦需配有切割砂輪機、芯

線擠壓器(打鈍頭)及特製續接固定器等。

5.  將整捲帶鋼絞線放置橋面上，留足夠空

間供絞線攤開並裁好供單根掛索之用。

6. 備足各類電動、手動工具。

(二) 錨具安裝

1.  將預製完成之固定端錨具安裝於橋塔

端，施力端錨具安裝於橋面端箱梁。錨

具套入鋼導管時需予以定位，使HDPE

預埋導管束對中，可用輔助定位支架定

心，確保HDPE預埋導管邊緣距離鋼導

管內壁均勻，誤差應控制在1cm以內，

並以簡易道具臨時固定。(孔位須上下

對應)

(三) 外套管熔接及安裝(起管)

1.  HDPE外套管於橋面上一段一段以雙面刨

刀將對接管口刨平。

(一) 前置作業

1. OVM250 拉索錨具預裝製作

(1)  備料：錨具、設備、無收縮水泥漿體材

料等。

A. 錨具：

(a) 錨具根據索號編號並標示清楚。

(b)  每組端錨備料包括：端錨板、螺

母、支承筒、定位套、O型密封

圈、連接板、橡膠墊、螺釘、墊

圈、鋼導管及 HDPE 預埋導管。

(c)  各錨頭內的HDPE預埋導管是根據預

埋管長度確定的，應按規定的尺寸

及編號對應安裝。

B. 設備

(a) 無收縮水泥漿體攪拌機。

(b) 設置組裝平臺。

(c) 電熱吹風機。

(2)  錨頭組裝、HDPE預埋導管插管捆紮

定位

A.  在組裝平臺上，將各錨具零部件就

位，在錨具外表面明顯處按索號及

預埋管號進行編號並標示清楚。

B.  HDPE預埋導管裝入錨板對應位置

後，在鋼導管出口位置將HDPE預埋

導管收攏緊湊，不能交叉錯位，用

膠帶將其捆紮成束並定位。

C.  因錨孔為缺角多邊形排列的錨具，

故需要在安裝減振器的位置，加入

長約 300mm的HDPE預埋導管假索

以塑造成正六邊形，以利於綁紮固

定其形狀。

(3) 錨頭固結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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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入電熱板加熱管口(此時需注意電熱板

加溫支溫度及時間)。

3.  再以一定的壓應力使HDPE外套管熔接成

一體，詳圖20。

4.  在橋面上將接好的HDPE外套管在輸送

台車上擺放好，然後在外套管內穿入第

一根鋼絞線，同時在HDPE外套管兩端

安裝臨時管夾。利用捲揚機(或吊車)將

外套管和第一根鋼絞線一起吊起，到達

預定高度後將第一根鋼絞線穿入塔端錨

具錨孔內並裝入夾片固定。下端亦將此

鋼絞線穿入相對應錨具錨孔內並以夾片

固定。

5.  將前一步驟之鋼絞線兩端，穿入橋塔上

固定端及箱梁內施力端錨頭內，裝上夾

片後施加力量，外套管藉此伸直成為索

體管道，以進行後續逐根掛索作業。

(四) 斜張鋼纜單根穿線及施預力

1.  於橋面上預先裁好足夠長度之HDPE鍍鋅

鋼絞線，兩端剝除約60cm HDPE護層，

將剝皮處鋼絞線油脂洗除。

2.  以穿線機將上述鋼絞線逐根自橋面上過

度管預留空間內穿入，經由吊掛好HDPE

外護管內穿入橋塔之固定端錨具，再以

夾片固定。

3.  於橋面端將鋼絞線穿入相對應之錨孔

內，在箱梁內錨頭處裝上夾片準備施

預力。

4.  安裝施預力鞍座及單槍千斤頂，依照預

力計算書計算各束斜拉鋼索拉力施加

第一階段預力。每束斜拉鋼索有43股

(根)，設計拉力約533～584T，平均單根

鋼絞線施拉約14 T，實際施拉拉力控制

在設計拉力±2.5%。

5.  鋼絞線逐根穿索及張拉時，前面之鋼絞

線應力會逐步降低，為使整束索體內每

根鋼絞線之應力相當，可用荷重儀來確

認，其方法是於第一根張拉鋼絞線安裝

一組單孔臨時錨具及荷重儀(Load cell)，

後續每根鋼絞線張拉力量均以荷重儀所

顯示之力量張拉，如此整束索體內之鋼

絞線，即可維持相同之應力。

6.  鋼絞線穿索及施拉順序如圖21之數字

順序施工，主要目的為預留下部空間做

為穿索通道，當絞線牽引至定位後，上

下端即穿入相對應之錨孔內，如此作

業完成後即可保證此鋼纜內之絞線為完

全平行狀態。本工程2座橋塔計有32束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編號從A1(A21)

至A11(A31)左右對稱，配合懸臂節塊

分16個階段施拉(每階段1對2束)，於每

束鋼索橋塔外側之單束鋼纜張拉完成，

以單邊施作方式進行，完成後再施作另

一側。

圖20 HDPE外護管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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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錨具內鋼絞線由於掛索、張拉需

要，兩端HDPE需剝除，剝除段之鋼絞

線必須進行有效防護，方法是在橋面張

拉端於每根鋼絞線套入較大口徑之PE

管，管內與絞線間灌注防蝕油脂；塔柱

端錨具錨孔內噴塗防蝕漆(環氧樹脂噴

漆)。待整體調索張拉完成後，進行本項

工作。

2.  錨碇鈑防鬆裝置安裝，此裝置為低應力

狀態 下工作夾片錨固可靠性保證措施。

3.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錨具外防護錨碇鈑

端面、夾片、外露鋼絞線的防蝕。

(1)  一方面為了整體防蝕，一方面為了方便

螺母旋動，在錨具安裝時預先在支承筒

外螺牙上塗上防蝕油脂。

(2)  整體張拉後，支承筒外露部分、錨板、

夾片等都塗上防蝕油脂，而且支承筒外

露部分錨板用封箱帶纏繞密封。

(3)  調索結束後，先在張拉端鋼絞線、夾

片、錨板上塗油，再以PE套管罩著每一

根鋼絞線，PE套管內填滿防蝕油脂進行

防護。之後在錨具外安裝保護罩。

(4)  塔柱端保護罩內噴塗防蝕漆(環氧樹脂

噴漆)或塗抹一層防蝕油脂，對裸露鋼

7.  外置預力之施拉時機，橋塔二側橋面板

以懸臂工法完成後，工作車降模後即開

始進行起管、穿線掛索及施預力。

(五)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整體調索

1.  橋梁整體結構完成後，如有需要將進行

整體鋼纜拉力調整之作業，索力及張拉

順序需經詳細計算，張拉作業可以整束

或單根方式進行。

2.  整束張拉作業為安裝整體張拉支架及千

斤頂進行。利用錨碇鈑(錨頭)上螺紋及

連接張拉桿將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整束

拉出，通過調節錨具螺母固定之。需注

意整束張拉作業施作空間是否足夠。

3.  本工程為脊背橋，因外置預力為橋體結

構之部份預力，且橋體屬剛性結構，故

調索作業無法改變橋形或高程，調索作

業主要為確定所有鋼纜之應力值是否在

允許範圍內，故以單槍千斤頂對每束鋼

纜進行約3～5根絞線試拉即可。

(六)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防蝕措施

1.  斜張式外置預力鋼纜錨具內鋼絞線補

圖21 斜張鋼纜單根穿線施預力及孔位張拉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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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線、夾片、錨板等進行防護。

(5)  塔端及梁端預埋鋼管內須預設防水、防

潮措施，下端承壓鈑應設有排水槽。

肆、橋面拱度高程管控

一、內業計算

橋面頂版及橋塔配合外置預力斜索須埋設

鋼導管，鋼導管需依照設計平縱面線形、鋼腱

配置線形及預拱值等詳細計算各個導管安裝位

置及埋設角度之座標資料，鋼導管安裝埋設角

度立面圖詳圖23，俾於現場放樣安裝，並隨著

每對節塊預力施拉及推進後進行檢測，以回饋

調整後續橋面鋼管導埋設安裝之位置及角度。

二、懸臂節塊施工方式及順序

(一)  P1及P2橋墩分別為15對及17對懸臂節

圖22 外置預力斜拉鋼索施工作業流程圖

圖23 鋼導管安裝埋設角度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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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安裝時之預拱值為0.165m(第7節

塊澆置前檢測)，在橋面板推進至第9

節塊完成後，進行施拉第7節塊斜索

A31作業，其第7節塊橋面板之預拱值

應變化為0.121m(A31斜索施拉前)。

(三)  鋼導管埋入側中心與橋面板完成面高

差1.05m為固定值，故橋面板第7節塊

施作鋼導管安裝時，應以0.121m之預

拱值為考量，調整鋼導管角度，以利

與鋼殼側之角度接合。

(四)  後續每對懸臂節塊於混凝土澆置前、

澆置後及斜索安裝前、安裝後、施預

力後，均須檢測橋面接縫之兩側及中

央處之高程，以了解橋面之高程變化

與原預力計算時之預拱值做比較，並

進行回饋調整，以作為後續節塊高程

控制之參考。

(五)  經前述拱度高程控制，最後閉合節塊

預力施拉完成後，閉合之兩端高差僅

2.2～5.3cm，中央閉合成果，詳表4中

央閉合拱度控制成果一覽表，箱梁底

腹板及橋面縱向接合面尚稱平順，橋梁

整體完成後顯得氣勢磅薄，展現橋梁結

構力與美的結合，成為當地新地標。

伍、結語

脊背橋主要係配合橋塔之設置，將傳統

箱形梁內置預力鋼腱，部份改配置於箱形梁外

塊、並於外側(靠橋台側)各具1不平衡

節塊；每座橋塔於第7-14對節塊(共8

對)配置外置預力斜拉鋼索。

(二)  懸臂工作車組裝架設完成後，平衡對

稱依序施築橋塔兩側節塊，橋面於第7

對節塊開始預埋第1對斜索鋼導管，至

第14對節塊止，依據設計圖規定，外

置預力第1對斜索(即橋面第7對節塊)

施拉後，橋面第10對節塊始可進行混

凝土澆置，故鋼導管埋設與外置預力

施拉相差3對節塊。

(三)  P1及P2懸臂工作車分別平衡對稱依序

施築至第15及第17對節塊，外置預力

全部施拉錨碇後，工作車接續推進施

築P1第16及P2第18不平衡懸臂節塊。

(四)  前述懸臂節塊施築完成、工作車拆卸

下車後，於邊跨設置臨時支撐架，以

場撐方式施築邊跨。

(五)  施拉邊跨底板預力、拆除臨時支撐架

後，澆置P1-P2跨徑中央閉合節塊及底

板連續預力鋼腱施拉，詳圖24懸臂橋

梁閉合順序示意圖。

三、橋面拱度高程控制方式及成果

(一)  橋面之外置預力鋼導管，於安裝時之

角度位置須配合橋面預拱值及斜索施

拉時所需之工作角度作調整，避免造

成錯位。

(二)  以P2橋墩第7對節塊斜索A31為例，鋼

圖24 懸臂橋梁閉合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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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提供預力鋼腱較大之偏心距，使大梁設

計深度得較傳統懸臂工法所需者為小，結構行

為亦較偏向梁式結構。因此其結構特性，使得此

橋型有結構效率高、經濟、外型纖細輕巧、幾何

造型多變等優點。配合懸臂工法施工，橋梁跨徑

可達100～300m，相較於斜張橋，其建造經費

減少甚多(約為斜張橋1/3～1/2)，工期亦較短，

綜合比較該橋型在景觀及經濟考量上有其相當

的優勢，因此已廣泛在世界各地建造使用，本

公司設計及監造之金門大橋亦採脊背橋施工。

脊背橋在施工上除了具有懸臂橋梁之施

工方法及特性，對於橋塔及外置預力斜張鋼纜

的施工須就橋塔高度、模板支撐、物料吊裝設

備、混凝土澆置及高架作業人員安全等特別考

量及預先妥善規劃，對於懸臂橋梁節塊及斜張

鋼纜於各階段施工前之預力計算、施工中之應

力檢核、線形資料收集與回饋及施工後之高程

確認，適時配合差異量預測進行調整，以控制

橋面拱度高程，並確保橋梁完工後應力及線形

均可滿足設計需求，提供用路人行車舒適的道

路及欣賞工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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