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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本文介紹林口~頂湖345kV線17km中唯一之地下化工程標，因須在用地及空間環境受限的條件下採急

曲線方式穿越林口高含礫比且具大粒徑礫石之困難地層，由於施工困難度高，設計須妥善規劃並選擇妥

適工法，俾利研提周延對策克服環境困難之挑戰。對於卵礫石地層中掘進施工困難挑戰，透過詳實的現

地調查、風險辨識進行掘進機選擇及周詳研擬施工對策，施工完成後之精度及品質良好；另，本工程採

用BIM技術整合各系統界面，充分利用有限空間、減少衝突及強化設計界面之溝通，據以提供一營運維

護良好之巡檢環境，值得類似工程參考。

摘  要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No-dig Method on Underground Cable Tunnel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Gravel Formation – A Case Study 
of Taipower Linkou~Dinghu 161kV Cable Tunnel

This paper provides an valuable case study on the use of No-dig method. The Linkou~Dinghu 161kV Cable Tunnel 

construction not only encountered lands acquisition diffi culties, but had to work in limited space. Moreover, the 

case study had to use sharp curved line to pass the Linkou form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by high gravel ratio and 

large particle size. Several issues were consider in the case study to overcom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First, 

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method should be chosen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case study applied detailed geological survey, risk identifi cation to fi nd apposite tunnel machine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esides, the case study adopted BIM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interfaces in the system. Thus, the limited 

space was harnessed effectively, the confl icts were reduced, and the design communication were enhanced.

卵礫石地層免開挖
工法地下電纜洞道
設計與施工─台電
林口∼頂湖345kV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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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概述

為提升北部地區供電容量及良好的供電品

質，並配合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台灣電力

公司規劃林口~頂湖345kV 輸電線路，由新北市

林口區林口電廠向東南至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超

高壓變電所，全線長度約17km(圖1)。本工程為

其中兩段地下線路區段，分別為#41連接站~#43

連接站(以下簡稱第一工區)及#56連接站~頂湖E/

S電纜終端(以下簡稱第二工區)之土建及相關附

屬機電工程，佈設345kV 2500mm2交連PE電纜

二回線複導體共12條電纜，工址平面概要詳圖2

及圖3。

台電輸電線路傳統利用高架鐵塔架空線傳

輸，不僅可符合供電需求且經濟效益較佳，但

穿越市區之密集人口區或有高空障礙物時，則

須規劃以地下電纜線路連接。地下電纜線路囿

於地權限制，線路須配合道路分佈狀況配置線

形，而兩端連接站則須先行辦理用地取得。在

有限土地之有效利用考量上，其空間須滿足完

整系統營運功能與施工，故施工須檢討急曲線

洞道等嚴峻技術條件。本工程初期藉由風險辨

識，透過詳盡之規劃設計檢討過程、進行適切

的工法選擇及良好的施工管控，最終順利克服

林口礫石層急曲線潛盾及長距離U型曲線推進工

程的挑戰。

圖1 本計畫工區與全線相對位置圖

圖2 第一工區配置圖 圖3 第二工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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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強度礫石對切刃齒磨耗大、礫石淘出則造

成超挖量大或線形偏移，而巨礫排除耗時將導

致施工延宕等問題，故施工前對於礫石特性之

掌握相當重要，直接影響工程推動之成敗。本

工程於計畫初期即透過文獻調查及工程案例蒐

集，彙整林口台地之礫石分布情形、充分掌握

礫石特性，並據以選用適當之施工機具及研擬

施工對策，說明如下：

(一)  依「我在林口台地的發現」論文調查

顯示，林口台地礫石以泰山為中心

點，向北、西、南三方擴散、堆積，

愈往外圍、粒徑愈小。最大粒徑的等

粒度線如圖6所示。

貳、地質概況

一、地層與水文

工址位於林口台地西側頂部，海拔高程約

250m，地形平坦。台地周緣溪谷為現代沖積層

堆積，大南灣層分佈在林口台地下部，而所屬

地盤則以礫石層為主之林口層(圖4)，表層局部

因風化而為紅土所覆蓋，工址地層剖面如圖5所

示；水系以林口台地為分水嶺向外分散，溪流

特徵短且急。

二、卵礫石層調查

潛盾於礫石層施工不易，常見掘進過程

圖4 工址地質概況

圖5 工程地層剖面圖

(a)第一工區 (b)第二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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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世曦公司於林口台地周邊曾經參

與多件公共工程，包含機場捷運、五

楊高架拓寬、高鐵林口隧道等，經彙

整施工過程之調查、出土及開挖面等

資訊如圖7，林口台地礫石之最大粒

徑分布與前述文獻調查結果相當(繪於

圖6)。

三、現場地質調查

依本計畫現地調查及鑽探調查結果顯示，

本工程第一工區#41～#43連接站之礫石最大粒

徑約為30cm；第二工區於頂湖E/S下邊坡露頭調

查，露頭高程約230m，由邊坡出露礫石中，最

大粒徑可達80cm，一般礫石粒徑多在20～30cm

左右，含礫比約為70%，如圖8所示。

參、設計課題與特色

為提升整體設計及施工品質，本工程因應

現地條件及工程特性研提相關對策，以降低施

工風險並減省工程經費，另採行多項新工法、

新技術、新材料以提升工程品質，說明如下：

一、價工研析創造多贏

研提價值工程替代方案，包含(1)沉箱直井

深度調整，經檢討減挖2.7m，水中混凝土自重

仍符合上浮力安全需求，以降低開挖風險、節

省經費436萬元，工期少2天、餘土減量891m3；

(2 )推進洞道線形調整，發進端轉彎半徑由

R=50m調整為R=100m，以降低施工困難度、節

省經費298萬元，工期少5天、餘土減量136m3，

如表1。

圖6 林口台地礫石分佈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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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DU01標大口徑鑽孔調查 機場捷運DE01標青山路段

五楊高架37K+000 五楊高架37K+500

五楊高架44K+700 高鐵林口隧道28K+021

圖7 林口台地周邊公共工程之礫石資訊

圖8 工址礫石現地調查結果

(a)工址礫石平均粒徑約20～30cm

(b)含礫比約70%

(c)最大粒徑約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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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價工方案評估

項目 原方案 替代方案 推動效益

直井
深度

1.減價436萬元
2.工期少2天
3.降低風險
4.餘土減量891m3

洞道
線形

1.減價298萬元
2.工期少5天
3.降低困難度
4.餘土減量136m3

表2 作業風險評估及減輕對策

編號 項目 原風險 減輕對策 殘餘風險

1 民眾抗爭造成工程無法推動 R1
1. 採用免開挖工法避免影響交通、環境
2. 增加洞道深度減少施工沉陷
3. 敦親睦鄰

R3

2 地中障礙物、卵礫石影響掘進 R2

1. 試挖調查地下管線及構造物
2. 降低洞道線形
3. 掌握地質條件慎選潛盾機型
4. 增加面盤開口率

R4

3 小轉彎半徑潛盾施工 R2
1. 選擇中折潛盾機
2. 保留施工餘裕度

R4

4 隧道漏水 R2
1. 增加止水條
2. 加大螺栓減少環片段差

R4

5 穿越高鐵隧道上方 R2

1. 監測斷面回饋最佳施工參數
2. 不間斷連續潛盾施工
3. 加強背填灌漿保護
4. 自動化監測系統全程掌控

R4

註：風險等級R1無法接受、R2勉強接受、R3可接受、R4可忽略

二、導入BIM技術整合設計提升效能

由於地下電纜工程中洞道及直井等空間不

寬裕，電纜又有其最小轉彎半徑限制，故在洞

道銜接直井及直井銜接涵洞等處常因電纜及設

備管線數量較多，傳統以2D圖面溝通，不容易

呈現現地真實狀況，故施工前配合BIM技術進行

較繁複的整合作業。

BIM技術目前仍多用於建築設計之建模及設

備管線配置，故BIM應用於地下電纜洞道工程為

創新之作業模式，對實質設計及施工上之溝通

整合有很大的助益。以BIM技術進行設計，無論

空間規劃、設備、管線…等元件均以實際尺寸

數據輸入，並以3D檢核配置可行性，故模型之

建置幾乎等同完工成果之預擬，能完全消弭過

去以2D圖說判讀時易產生的認知落差，如圖9。

本工程導入BIM模型進行設計，於有限空間

內整合電纜、通風、人員出入及吊物動線各個

系統，可更有效利用潛盾發進/到達後所餘之地

下空間，如圖10所示。

三、施工風險納入設計提升安全

為有效減少施工過程可能遭遇的未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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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選用之適切工法

位置 潛盾 推管 直井

因應
對策

大開口率掘進面盤 泥濃式推進機 無內支撐之沉箱直井

少施工過程中對環境及交通的衝擊。潛盾機選

用密閉型土壓平衡式，搭配大開口率掘進面盤

及無軸式螺運機，大幅提升卵礫石地層中潛盾

掘進的施工性。推進工程經考量國內首例且困難

施工之U型曲線段及長距離、急曲線、卵礫石地

層等施工風險特性，而採泥濃式工法推進。直井

部分則考量沉箱直井無需人員下井架設支撐系

統且為對施工人員友善之工法，如表3。

險，順利達到如期、如質、零工安的目標。本工

程先透過風險辨識評析高風險作業，再藉由完善

的規劃設計、適切的工法選擇並透過良好的施工

管理，進行風險管控，俾將高風險作業降低至

可承擔的範圍內，以期順利克服林口礫石層施

工的挑戰，風險評估及減輕對策綜整如表2。

相關風險對策檢討後落實於設計及施工，

故採擇免地面開挖的潛盾工法及推管工法，減

(a)連接站 (b)連接站佈纜3D圖

圖10 BIM整合成果

(a)2D圖 (b)BIM 3D圖

圖9 傳統2D與BIM 3D設計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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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衝突檢查與巡檢安全納入設計

地下電纜洞道工程須優先滿足電纜佈設需

求，並整合附屬機電、人員及物料動線等土建

機電介面。本工程將BIM技術導入設計，除可

確實以3D模擬空間規劃及設備佈設的合理性，

環控、電機等各專業協辦工程師亦可透過同步

作業及中央模型的連結，即時展開衝突檢查及

協調，在有限的空間內做出最可行的方案，幾

乎可完全避免傳統2D疊圖整合、判讀高程等的

時間耗用，消弭2D圖說判讀時易產生的認知落

差，如圖11。

透過BIM技術完整建置各系統，有效減少系

統衝突，並透過各系統動線整合與區隔，提升

空間使用效率。直井各樓層設置整備平台，提

供營運維護人員良好之作業環境。巡檢人員動

線與電纜走向明確界定，確保巡檢人員安全，

如圖12。

五、詳實檢核及納入自動化監測防災以確保

重要結構安全

#43連接站平面距離高鐵林口隧道約100m，

大於高鐵水平淨距60m之限建範圍，而潛盾洞道

埋置於地表下約22m(底部高程約為EL.230.5m)，

約距高鐵隧道頂部68m處跨越(圖13)，依高速鐵

路兩側毗鄰地區限建範圍開發行為審核作業要

點，屬TYPE III之無影響範圍。由於高鐵隧道係

屬高重要性結構物，以ANSYS程式進行三維FEM

數值模擬，詳細檢核洞道開挖解壓應力對於既

有高鐵隧道上抬之影響，經分析洞道開挖解壓

可能造成高鐵隧道的上抬量僅約1mm(圖14)。現

地掘進及桿式變位計自動監測結果顯示，施工

過程期間之高鐵隧道上抬量均在警戒值±3.3mm 

範 圍 內 ， 而 潛 盾 掘 進 後 之 上 抬 量 則 收 斂 至

0.66mm，可符合高鐵營運安全需求(圖15)。

圖12 維護巡檢安全納入設計

燈具與土建衝突 線槽位置衝突

圖11 即時衝突檢查的回饋模式

照明與風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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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段推管採泥濃式工法施工，並於機

身周圍注入高比重及高濃度泥水材料以填充孔

隙，減少地盤沉陷量，達到保護擋土牆之目

的。依現地施工監測紀錄，實際沉陷量僅約為

7mm(圖17)。

第二工區頂湖E/S係以大面積挖填整地方式

建造而成，既設擋土牆深至地表下10m。為確保

本工程轉彎推管洞道自擋土牆下方穿越之安全

性，先採地球物理探測之時間域電磁法(TEM)探

測，以確認基礎型式與深度，並採ANSYS程式

進行三維FEM數值模擬電纜洞道穿越擋土牆，分

析結果顯示推管施工過程中擋土牆可能產生之

沉陷量小於1cm(圖16)。

圖13 高鐵隧道與本工程地下空間關係 圖14 高鐵隧道受開挖解壓影響評估

圖15 桿式變位計設置及自動監測成果

圖16 頂湖E/S擋土牆沉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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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工挑戰與管控

工址施工條件嚴峻，施工不易，本統包團

隊為確保施工過程順利，於施工前妥適規劃並研

擬周詳對策，以避免施工事故並確保工程品質。

一、礫石層施工對策

為確保施工過程順利，減少停機維修、障

礙物排除次數，本工程採行(1)增加潛盾機開口

率、(2)選擇無中軸式螺運機、(3)土艙內設置攪

拌棒、(4)設置可更換式切刃齒等礫石層施工對

策(圖18)，以達到容易掘進、容易排土、容易維

圖17 擋土牆沉陷監測成果

高開口率面盤 無中軸式螺運機

土艙內設置攪拌棒 可更換式切刃齒

圖18 礫石層潛盾施工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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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小轉彎半徑，施工難度高。

礫石層急曲線施工最主要困難度在於轉彎

掘進時，潛盾機須伸出超挖刃，藉由局部超挖，

提供潛盾機轉向空間，但超挖刃伸出時較容易

受卵礫石干擾，掘進速度緩慢、須加強背填灌

漿數量填充超挖空隙，以減少施工沉陷量。

為確保潛盾施工精度，施工前將環片座

標輸入全測站掘進系統，以控制潛盾機掘進方

向及修正施工偏差，配合掘進施工過程中直線

段：1次/日、轉彎段：1次/m之測量頻率，每

100m進行複測。潛盾線形控制良好，洞道垂直

與水平偏差量均小於管控值(10cm)，如圖19所

示。

修的目的，符合工期要求並減少施工事故。

即便採行多種礫石層施工對策，經實際掘

進後發現，礫石粒徑及含礫比均高於原露頭調

查資訊，掘進過程仍造成切刃齒及設置於土艙

之攪拌棒折損，致本工程仍需停機檢修、更換

切刃、清除礫石障礙等達12次。

二、急曲線潛盾施工

受限於用地範圍取得困難，電纜洞道須採

急曲線施工，故潛盾洞道於樹人路轉進#41連接

站時，潛盾洞道轉彎半徑僅能採R =25m(圖2)佈

設，以同級潛盾洞道工程而言，為迄今國內採

行最小之轉彎半徑，亦為潛盾機訂製時所容許

圖19 潛盾洞道施工偏移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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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曲線段掘進時，由於超挖刃遭礫石磨耗

損壞無法縮回，無法僅於曲線內側範圍超挖，

須採全斷面超挖5cm，由於全斷面開挖將無法由

未超挖範圍提供地盤反力以促使潛盾機轉向，造

成線形偏離。為避免洞道線形持續偏離，經檢

討潛盾機採取較小轉彎半徑掘進，避免曲線外

側超挖，同時採加強背填灌漿以穩固地盤、再

強化線形測量並回饋施工，以確保線形精度。

三、急曲線推管施工

推進工法係藉由油壓千斤頂提供推進反

力推送管材向前掘進，考量設置於發進井之元

押千斤頂推力於通過曲線段之推力損失及對推

進管材之偏壓陡升，須設置中押千斤頂分段推

進。因本工程推進線形包含一段R=100m及一段

R=50m，故分別於里程0K+110及0K+230設置中

押千斤頂(圖20)，以減少推進壓力。

管材長度須配合推管所經曲線段轉彎半徑

進行佈設，本工程通過R=50m及R=100m曲線

區段分別採用0.8m及1.8m短管施作。為確保急

曲線推進施工順利，除強化對中折千斤頂之控

制，並於曲線段增加測量頻率並回饋至線形調

整，以強化控制施工線形品質。透過上述適切

的推進機型式選擇、審慎施工規劃及良好線形

控制，推進機出坑時垂直高程差為+83mm，方

向偏左86mm，工程品質良好。

伍、結語

本工程為林口～頂湖345kV線路17km中唯一

地下化且為困難度與挑戰性最高的標段，更是攸

關全線能否順利完工送電的關鍵。遭遇有限空

間環境、林口大粒徑礫石、高含礫比地層之不

利施工條件下，透過整體工程之檢討、研擇適

當掘進工法及控制方式更顯重要。在台電北施

處及統包團隊齊心努力下，透過風險管控及採

用新工法、新思維，始順利克服困難與挑戰，

相關礫石地層洞道施工經驗提供各方參考。

圖20 曲線推進管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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