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TECHNICAL REPORT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協理／劉大慶 (Ta-Ching Liu)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副理／王永誠 (Yung-Cheng Wang)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正工程師／趙宜峯 (Yi-Feng Chao)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工程師／洪銘澤 (Ming-Tse Hung)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部／工程師／陳韋廷 (Wei-Ting Chen) 5

土木工程設計
自動化─以擋土
工程設計為例
關鍵詞(Key Words)： 深開挖(Deep Excavation)、擋土工程(Retaining Wall Design)、

                           設計自動化(Automation of Design Process)、

                           
BIM、Autodesk Revit、Python、C#、JSON

58 │No.120│October, 2018



3
專
題
報
導

摘  要

Abstract

　　近年來受到工業4.0之啟發，3D化、自動化與程式化在土木工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不論是設計創

新、預算管控、成果品質及施工績效，皆有賴資訊技術以取得快速之進展。爰此，本公司資訊系統部、

BIM中心與大地工程部合作規劃與開發了「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將原先需要大量人工作業及不

同工具軟體間繁複切換之擋土工程設計流程，整合於Autodesk Revit平台上，提供使用者快速地進行參數

建模、分析、設計、檢核與結果輸出等功能，有效地縮短工作期程，提升工程設計品質。

土木工程設計
自動化─以擋土
工程設計為例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The Automation of Design Process in Civil Engineering 
– A Case Study of Retaining Wall Design

Due to the inspiration of Industry 4.0, the importance of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utomation and 

programmability in Civil Engineering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during these years.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is 

industry, such as design innovation, budget control,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relies on information 

technique for rapid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ystems, BIM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from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wan have cooperatively planned and developed a system called Retaining Wall Design Automa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built on Autodesk Revit platform and provides functions including modeling by parameters, analyzing, 

design, results output, checking and evaluation. The benefit of the System is that it could shorten effectively the 

whole desig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in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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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 0 世 紀 尾 聲 ， 隨 著 資 訊 科 技 的 蓬 勃 發

展，帶動了各種產業在結構與服務上的變革

與創新，許多國家也相繼提出與資訊技術相

關的綱領性策略，如西元2011年美國提出之

先進製造業伙伴關係(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西元2013年德國所提出之

工業4.0以及西元2016年的台灣生產力4.0等，這

些策略多從資訊數位化與流程自動化著手，並

將蒐集到的大量資訊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智

能化之依據。因此，資訊數位化、作業流程自

動化與智能化已然成為各個企業甚至國家刻不

容緩之課題。

土木工程雖然是傳統產業，但一直以來

扮演著國家經濟發展火車頭的角色，其技術的

演進與世界文明進程亦息息相關，隨著資訊

科技的開展，工程設計方法已從早期人工二

維製圖與分析設計，發展成採用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建模技術作為塑模與設計之

基礎，而各種通用與專精領域之工程分析軟體

也快速蓬勃發展中，這為土木工程之前景開創

了一個新的契機。

然而，土木工程所使用的各種商業軟體雖

已具備強大的功能，但仍有難以滿足不同使用

者作業流程上之特殊需求，以及不同商業軟體

間資料拋轉的相容性問題，而隨著BIM建模技術

的導入，如何將業主的意見快速回饋至3D模型

並產生修訂方案，亦難以透過單一商業軟體來

實現。基於前述問題，本公司於數年前即先後

推動3D化設計與設計自動化策略，由各專業部

門全力並行開展，冀望能藉此突破現況，提升

公司競爭力。

「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以下簡稱

自動化系統)為本公司在此精進過程中之一項成

果，其由本公司大地工程部、資訊系統部及BIM

整合中心共同研發而成。本文將敘述該系統之

架構與開發環境，並從實際工作流程展示如何

達到自動化作業之目標。

貳、動機與目的

土木工程設計工作經常是設計與檢核不斷

迭代的過程，且各個作業階段常需使用到各類

商業軟體或輔助工具，由於部分軟體預設採用

交談式資料輸入方式之限制，以及不同軟體間

資料交換或功能介接之隔閡，使得工作過程中

常需由人工進行大量且繁瑣之資料輸入，或者

不斷進行軟體間資料轉換或前後期處理，此不但

形成效率瓶頸，更容易造成設計成果之瑕疵。

以深開挖擋土工程設計為例，工程師需先

取得開挖工址地質資料，依工址現況進行擋土

壁及支撐系統初步規劃與設計後，再使用專業

軟體或輔助工具進行諸如穩定性分析、擋土壁

體力學分析、支撐檢核等相關分析與檢核，倘

分析結果未達設計安全係數，則須修正原有設

計再重新分析，如此重覆作業，直至結果符合

安全規範，而後再依力學分析結果進行支撐設

計與擋土壁體鋼筋配置，最後依據設計結果產

製相關報表、計算書與圖說。

在傳統作業模式下，前述擋土工程設計

之各個階段，都需以人工方式進行諸如基本設

計、資料正規化、結果匯入匯出或圖說報表輸

出，導致作業成本難以降低，以及成果品質難

以精進之窘境。

本文所述自動化系統即為解決前述問題而

生，其以既有設計作業流程為基礎，整合BIM技

術與各種分析設計軟體API技術，以實作BIM建

模、分析檢核與設計、以及報表輸出等自動化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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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最後將檢核之結果回饋至模型以產生最終設

計成果，並依使用者需求產出相關圖說及報表。

考量日後的維護性與發展性，本自動化

系統先以矩形規則開挖基地為應用標的，並以

Autodesk Revit(BIM建模軟體)作為整合平台，平

台實作功能選項如圖2所示，程式語言則使用C# 

及Python，資料交換一律採用JSON格式，每個

階段涵蓋的工作、開發工具及資料交換的方式

詳見表1。

參、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之
架構與實作

本自動化系統係參考現有之擋土工程設

計流程，並歸類為「規劃階段」、「分析與設

計」與「圖說與報表輸出」三個階段，以作為

本自動化系統之設計基礎，其系統流程與架構

如圖1所示；工程師先輸入初步設計參數，由系

統自動建置擋土壁及支撐BIM，再利用模型中所

儲存之設計參數，進行相關分析檢核與設計，

同時自動修訂設計參數，直至符合安全係數為

圖1 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流程與架構圖

圖2 自動化整合系統平台(Autodesk Re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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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階段

本系統於規劃階段提供了Autodesk Revit

參數化自動建模功能，並結合Autodesk Revit 

API及 Windows Forms C# 設計了互動介面如

圖3所示；使用者於輸入開挖基地之幾何參數、

支撐類型與間距及工址之土層等相關參數後，

系統將自動建置擋土設施模型。此外，「分析

與設計」階段後之結果，亦可經由自動建模功

能模組，自動修訂工作模型，以產製符合最終

設計成果之擋土工程BIM。

二、分析與設計

「分析與設計」階段係以大地工程專業知

識為基礎，透過資訊技術來實現分析設計自動

化以及前後作業之自動串接。由於各類設計規

範之符合性要求，本階段之系統功能必須滿足

工程專業之嚴謹性，而繁複的運算邏輯也要求

系統能夠提供足夠的執行效能。以下將分別說

明各個分析與設計階段之系統功能：

  表1 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各階段涵蓋的工作與開發工具

階段 工作項目 開發工具 資料交換

規劃階段 擋土設施佈設(BIM)

.NET Framework
Windows Forms C#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Revit API

分析與設計

穩定性分析
擋土壁體與支撐力學分析
支撐檢核與設計
擋土壁體鋼筋設計

.NET Framework
Windows Forms C#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Revit API
Plaxis
Python
JSON

圖說與報表輸出

穩定性分析報表
擋土壁體力學分析報表
支撐檢核與設計報表
擋土壁體鋼筋設計圖說
其它相關數量報表

.NET Framework
Windows Forms C#
JSON

圖3 擋土設施佈設互動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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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擋土壁體與支撐力學分析

 在穩定性分析後，需模擬開挖過程各

階段擋土支撐之荷重，並計算所承受之彎

矩、剪力及變位，以作為設計擋土壁體與

支撐之參考依據。本階段力學分析軟體係

選擇具有雲端計算功能的二維力學分析軟

體Plaxis，在取得BIM所儲存之設計參數

及穩定性分析之結果後，系統將自動產生

Python程式碼，且用該程式碼之執行緒函

數，呼叫雲端伺服器之Plaxis進行擋土壁體

與支撐力學分析，如圖5所示，而分析所得

擋土壁體與支撐所承受之彎矩、剪力及變

位結果，將自動以報表形式儲存，以供後

續支撐檢核與壁體鋼筋設計使用。

(三) 擋土壁體鋼筋檢核與設計

 擋土壁體鋼筋檢核與設計功能係將大

地工程部之研發計畫成果，整合於本自動

化系統中，使用者執行擋土壁體設計功能

選項後，平台便會依據擋土壁體力學分析

結果與RC設計規範，並結合工程師的實務

設計經驗，自動進行擋土壁體鋼筋檢核設

計及輸出，包含彎矩、剪力檢核功能、結

構計算書輸出、數量計算表輸出及基本斷

面配筋圖輸出等功能，如圖6所示。

(一) 穩定性分析

 為了確保開挖土層之穩定性，擋土工

程設計首要的分析作業便是穩定性分析，

其中包含貫入深度分析、隆起分析、砂湧

檢核及上舉破壞檢核等多個面向。本系統

將所需的分析項目全部整合進Revit平台，

利用Windows Forms C# 結合API取得模型

中分析所需之相關屬性資訊後，進一步自

動進行穩定性分析；在操作上，使用者先

在BIM上選取所欲分析之擋土壁及支撐系統

元件，系統將自動取得BIM中之相關參數，

並傳入穩定性分析模組進行分析，再透過

其功能視窗呈現分析結果如圖4所示，並提

供設計建議給工程師參考，其中穩定性分

析結果將以JSON格式儲存，以作為資料交

換使用。

圖4 穩定性分析實作介面

圖5 雲端計算之力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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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支撐檢核與設計

 擋土工程開挖時，需進行外側土體之

側壓作用對擋土壁體與支撐之變位影響分

析。本系統在支撐檢核與設計作業之程式

開發，主要先取得支撐之力學分析結果，

再以由Windows Forms C# 所撰寫之支撐檢

核與設計程式，針對不同階之圍令(Wale)、

橫向支撐(Strut)及角撐(Angle Brace)分別進

行檢核，最後再根據計算結果，自動提供

最佳化支撐設計建議，如圖7所示。

三、圖說與報表輸出

由於擋土工程設計相關報告中，常需要

附上分析設計之Excel計算報表與相關圖說，

故「圖說與報表輸出」階段主要以輸出分析設

計與檢核後之相關圖說與報表為主，包含穩定

性分析報表、擋土壁體力學分析總表、支撐檢

核設計表、擋土壁體鋼筋設計圖說與相關數量

報表等，輸出格式為Excel及Word檔，如圖8所

示。

肆、結語

土木工程乃與土、水、文化有關之基礎

建設，結合不同專業領域再搭配不同工具軟體

或程式進行規劃、設計、建造與維護。為了加

快不同階段之作業流程，設計自動化與模型數

位化的工作將會從過去的「選配」進展到「必

備」，因此本文以擋土工程設計自動化為例，

圖7 支撐檢核與設計實作介面

圖6 擋土壁體鋼筋設計實作介面

圖8 圖說與報表輸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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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章煜(2018)，基礎開挖工程實務。

5. 歐章煜(2017)，進階深開挖工程分析與設

計。

6.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2018)，地工構造物

之設計輔助分析系統之建置-台灣世曦研發

計畫期中報告書。

7. Autodesk Revit, https://www.autodesk.com/

products/revit/overview

8. Autodesk Revit API Docs, http://www.

revitapidocs.com/

9. Plaxis 2D, https://www.plaxis.com/product/

plaxis-2d/

10. Python, https://www.python.org/

11. JSON, http://www.json.org/

12. 維基百科

從模型數位化BIM開始，運用API技術，將原本

耗時的BIM建模工作改變成自動建模，並運用各

種不同的資訊技術與雲端計算技術，將原本繁

複的分析設計過程與檢核工作自動化，再利用

JSON串聯技術與檔案輸出技術，將所有的分析

結果輸出成電子檔報表與圖面檔案，並統一整

合於單一系統平台上，以達到規劃數位化、設

計自動化與輸出完整化之目的。

由於本專案目前仍處於開發階段，未來期

望可從矩形規則開挖基地強化成為不規則開挖

基地之擋土工程分析與設計，並提供更多樣的

土層及擋土牆模擬模式，再讓雲端力學分析計

算支援多執行緒分散式處理，如此一來，可更

有效地縮短工作期程，提升工程設計品質，邁

向土木工程3D設計化、營管自動化及設計自動

化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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