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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都市景觀日受重視，地下工程之覆蓋深度增加，且市區施工對噪音及交通維持之要求日趨嚴

格；遂使潛盾隧道成為一般位於沖積層或洪積層都市區域維生捷運系統施工之工程主流；惟潛盾之施工

遭遇地中障礙物時，輕者停機排除障礙，重者須進行潛盾機修復，其結果常造成工期延滯，甚至造成隧

道線形變更之情形。本文藉由桃園機場捷運中壢延伸段CU04標實際潛盾掘進遭遇未預期大卵石障礙物之

案例，從事件發生原因、後續障礙排除處理方式，做一詳實報告，以供工程界參考。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Taoyuan Airport MRT tunnel construction encountered 
obstacles to the removal of large pebbles

Based on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ncreased the coverage depth of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and the urban construction was Increasingly strict in noise and traffic maintenance. Therefore, Bored tunnel 

Engineering became the Construction mainstream for MRT construction in the alluvial layer or flood layer city. 

However, when encountering obstacles in the ground, the contractor may need to stop its work or to repair the 

shield machine. This situation often delayed construction and may need to alter alignmen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a case of unanticipated large pebble obstacle during excavation of the CU04 lot of Taoyuan airport express transit 

project, from its occurrence to the follow-up obstacle elimination, etc. as a reference for engineers in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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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概要

本計畫係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

統延伸至中壢火車站之建設計畫，工程範圍起

自桃園市中豐路與環北路口之機場捷運環北站

(A21站)南側，沿中豐路採地下南行，至中央西

路與中豐路口永興公園附近設置老街溪站(A22

站)，續直行至中山路附近東轉穿越民宅下方至

中正路，後沿中正路至目前臺鐵中壢火車站後

站之健行路下方設置與未來臺鐵中壢火車站共

站之中壢車站(A23站)。路線全長約2.06 km，共

設置2座地下車站，車站間路線係採潛盾工法施

作。本計畫CU04施工標之工程範圍如圖1所示。

一、潛盾隧道

本CU04施工標潛盾隧道型式為內徑5.6m

單圓雙孔左右並行，覆土深度在10m～20m之

間，共分為三段：(1) A21車站沿中豐路至A22

車站，長約793m，本段路線縱坡平緩，其間設

置連絡通道1處；(2) A22車站至橫渡線間，長

約680m，本段路線平面最小曲率半徑150m，縱

坡最大達4.5%，部分線形將穿越建築物下方，

其間設置連絡通道1處；(3)橫渡線至A23車站，

長約126m，本段路線平面最小曲率半徑100m，

縱坡平緩，部分線形穿越中壢火車站及台鐵軌

道下方。有關潛盾隧道施作範圍及長度如圖2

所示。

二、地質概況

本計畫路線沿線之地層由上而下分為表土

層、礫石層與大南灣層，地下水位於地表下3～

5m之間，潛盾隧道主要位於砂岩或泥岩層(大

南灣層)，因大南灣層砂岩或泥岩有遇水軟化的

地質特色，故採密閉型土壓平衡式潛盾機型進

圖1 CU04施工標工程範圍

圖2 潛盾隧道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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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儘可能使直徑≦60cm的卵礫石，在不予以

破碎情況下能直接進入土艙，再利用無軸型式

螺運機(如圖5所示)排出。又，為防止土艙內土

石方凝結堵塞，另於土艙室加設固定式及轉動

式攪拌棒。

四、潛盾機發進或到達前之地盤改良

潛盾機出發或到達時，都須面臨鏡面破除

之問題，為確保其施工之安全性，均須於工作

井擋土壁外進行地盤改良，使潛盾機穿破鏡面

時，周圍之改良體能夠提供足夠之強度與止水

性，以避免水、砂併同潛盾機破鏡湧進站體。

本工程採用雙環塞低壓灌漿工法(如圖6所示)，

將灌漿材料以低壓劈裂或滲透方式注入地層

中，填充地層中之孔隙將地層予以固結，藉以

強化地層之強度且降低其透水性。由於潛盾機

總長(含切刃端至盾尾端)為8.39m，為使潛盾

機切刃穿出地盤改良區前，盾尾後方環片能夠

安裝並完成背填灌漿作業、且為利於鏡面止水

行隧道施工。本計畫施工範圍之地質分佈如圖3

所示。

三、潛盾機選用

為因應本工程之複合地層特性及土體性

質，且須因應急轉彎路線，本工程潛盾機在設

計考量上，除具一般正常功能外，尚需具備如

盾首灌漿、機上灌漿、可中折等。另為因應卵

礫石層鑽掘，切刃轉盤以大開口率設計(如圖4所

圖3 工址沿線地層剖面

圖4 大開口率潛盾機

圖5 無軸型式螺運機 圖6 雙環塞低壓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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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地盤改良施作範圍

圖8 掘進時出現卵石

圖9 排土含水量提高

圖10 開閘門發生噴發

封圈外周能完成止水填塞，本工程潛盾發進與

到達端之地改範圍尺寸係設置為長10.5m×寬

24.5m×高13.65m，如圖7所示。

貳、事件發生過程及緊急處理

一、事件發生過程說明

本工程A22車站往橫渡線上行線潛盾隧道

係於民國(以下同)106年5月25日完成鏡面二次

破除進行初期掘進作業，惟於5月27日進行臨時

環片R7掘進時，遭遇非可預期之卵石(如圖8所

示)。經初步研判，可能為連續壁施工時，卵石

被擠到連續壁外側所致。續於5月28日掘進至臨

時環片R8時(潛盾機頭推進土體約1.5m)，除出現

零星45cm卵石外(如圖9所示)，並於出土時閘門

發生噴發情況(如圖10所示)，致使切刃盤及螺運

機轉動不順暢且土艙壓力無法控制。現場雖調

整加泥材配比提高濃度，但仍無法抑止閘門噴

發現象，乃不得不緊急關閉閘門，並停機停止

掘進作業。

二、對周遭環境影響衝擊及緊急應變處理

停機後於土艙內灌注皂土，惟經過長時間

灌注，潛盾機土壓計數據仍無明顯提升。經研

判係有孔洞產生使土艙內加泥材流失，爰廠商

隨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於鏡面上方進行止水

灌漿填補孔洞(如圖11所示)，同時進行路面沉

陷測量(如圖12所示)及地面灌漿作業(如圖13

所示)，以防止路面沉陷，確保上方道路交通

安全。

參、事件原因研討分析

由於本工程潛盾出發端位於砂岩層，潛盾

機出發區域應不會出現大型卵石，惟潛盾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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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盤改良區僅1～1.5m即遭遇大卵石，因潛

盾機土艙內因進入過多卵石，使驅動部荷載過

高，導致切刃盤無法轉動而停機。經評估潛盾

機掘進擠壓地改區時，雖採小於5mm/min之緩

速推進避免擾動改良土體，惟該改良土體區仍

因水路產生造成噴發情形導致土體流失，使地

改區上方約2.6m處之砂岩產生淘空現象，進而

將砂岩層上方礫石帶下至潛盾機前方(如圖14所

示)。經研判其水路形成之可能原因說明如下。

一、地盤改良完成後閒置時間過長

該地盤改良於104年6月完成，106年3月方

開始進行水平試水及鏡面一次破除作業，期間

A22車站潛盾工作井區在開挖及支撐過程反覆加

壓、解壓，造成連續璧與地改區有擾動情形，

使得連續壁與地改土體間產生縫隙。

二、連續壁鏡面破除作業產生震動

當地盤改良閒置過久，其完整性效果已有

所折損，而後續進行連續壁鏡面一次破除時又

直接擾動，致土體與連續壁間之縫隙擴大而形

成水路。

三、鏡面水平試水時未能探測出地下水路

鏡面水平試水係於鏡面一次破除前進行，

該測試時各測室孔皆能符合滲透係數k<1×10-5 

圖11 鏡面上方水平灌漿

圖12 路面沉陷測量

圖13 砂漿填補地層孔洞

圖14 形成水路→土砂流失淘空→礫石帶下及路面沉陷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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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ec之試驗規定(鏡面框內測試5孔，鏡面框外

測試9孔，如圖15所示)，另在二次破除前(連續

壁僅剩約40cm)亦再次探查測試亦符合規定。惟

因該等測試均屬於抽查性質，極可能未發現局

部有異常之情形。

肆、潛盾機障礙排除

因噴發情形使得土艙內土碴細粒料流失，

導致土艙內卵礫石含量過多，使潛盾機推力、

切刃盤之扭力及軸承密封溫度均升高，最後造

成驅動荷載達到安全保護上限而強制停機。為

於後續再啟動潛盾機掘進作業，必須先解決排

土時所產生的噴發情形，並將土艙內障礙物(大

卵礫石)清除，俾潛盾機驅動荷載不致過大，使

潛盾機可恢復正常轉動掘進作業。

土艙內障礙排除係分為兩種方式：一為不

開艙處理方式，採置換方式增加細粒料，以降

低卵礫石含量比例；另一則為開艙處理方式，

採人工進入土艙將卵礫石清除處理。

上述潛盾機二種障礙排除方式皆有施行，

其過程分述如下：

一、水路封堵(水平止水灌漿)

因水路產生導致地改區上方之砂岩層土壤

及更上方之礫石層卵礫石掉落。如不先將水路封

堵，後續螺運機排土時仍會造成噴發；故水路封

堵為首要工作。經查該鏡面上方於連續壁施作時

有坍孔情形(如圖16所示)，推測該鏡面上方應屬

圖15 連續壁鏡面一次破除前水平試水

圖16 連續壁超音波探測圖

圖17 水平止水灌漿位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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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帶面，即為水路產生之位置，故從該區位實施

封堵水路之水平止水灌漿作業，共計施作8孔，

鑽孔位置約位於連續壁外2.5m，如圖17所示。

二、土艙卵礫石數量評估

確認止水效果後，再利用探桿插入土艙面

板18處注入孔(如圖18所示)以評估卵礫石的數

量。經初步評估，土艙內之卵礫石約佔土艙容

量(30m3)之75％(約22.5m3)，沉積高度約達潛盾

機面板高之2/3左右，已完全將切刃盤與驅動部

間之6個支撐軸卡住，致使切刃盤無法轉動。

圖18 土艙卵礫石探查

            圖19 螺運機二次閘門

圖20 螺運機前後方閘門切換順序

 

三、螺運機二次閘門製造與安裝

為有效防止閘門打開時發生噴發情形，又

要使礫石能夠順利排除，乃於原閘門後方加裝

二次閘門(如圖19所示)。其程序為：螺運機排

土時將前方閘門(原閘門)打開，後方二次閘門關

閉，俟兩閘門間填滿礫石土壤時，再將前方閘

門關閉、後方二次閘門開啟，將兩閘門間之礫

石土壤排出，如此重複切換閘門開啟作業以排

出土石並防止噴發(如圖20所示)。

四、土艙內卵礫石清除

一般土艙內卵礫石之清除較不考慮風險高

之開艙處理方式，故初始係以土石方置換方式

於土艙面板之18處注入孔(固定式注入孔8處，

擺盪式注入孔10處)反覆循環將可塑性黏土注入

土艙內，以增加細粒料含量、降低土艙內卵礫

石含量使土艙內的土碴恢復塑性與可流動性，

俾擠壓土艙內之卵礫石由排土口經螺運機排

出；排土過程中須隨時注意土艙壓力變化情形

(如圖21及圖22所示)。

該方法使用之初確實可順利排出卵礫石，

惟其後效果逐漸遞減，卵礫石排出量逐漸減

少；經過8天作業實際土艙內卵礫石僅降約至

土艙一半高度(排出約7.5m3的卵礫石量)，其後

之置換效果漸趨於零。經研判，土艙內尚有約

15 m3之卵礫石堆疊成緊密結構，須將其破壞後

方可排出；經施工團隊研討結果，改採高壓沖

洗(水刀切削)方式將底部卵礫石沖散，以一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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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方式破壞該卵礫石堆疊結構，並於沖吸同時

填充可塑性黏土於卵礫石縫隙，增加卵礫石潤

滑度，再配合螺運機排土以期能將礫石順利排

出；惟經過5天高壓沖洗排出結果，終僅排出零

星約1m3之卵礫石，潛盾機切刃盤仍無法轉動。

最後經各方會商，決定採開艙方式，以人工將

該卵礫石清除。

在進行潛盾機土艙開艙作業前，必須確認

二件事：一為地下水狀況、二為開挖面穩定，

其目的在避免開艙時，因大量地下水流入將卵

礫石間土砂帶走，造成開挖面不穩定而崩落，

因此需採取因應輔助工法(如點井降水、地盤改

良及壓氣工法等)：

(一) 點井輔助降水

 本潛盾作業區之地下水係位於地表下

3～5m間，而潛盾機遭遇障礙處則位於地

表下約22m(至潛盾機中心)，雖潛盾機位於

地盤改良區內，且已經進行止水補灌漿作

業，惟考量出艙作業能確保安全性，仍須

於工作井外側進行區外降水輔助措施，以

降低土體承受之水壓。

 為達有效降水目標，經評估周遭環境

地形後，決定於地改區兩側各設置25m深

之點井2口，而為避免破壞地改區上方之地

盤改良完整性，則設置2口15m之深之點井

(如圖23所示)。抽水用沉水式馬達採3HP能

量，並以A22車站所設置之點井為OW水位

觀測井來判讀，最後降至穩定水位約為地

表下10m。雖無法降至潛盾機下方，但已

降低潛盾機鏡面之水壓，對工作人員出艙

作業之安全性已有極大助益。

圖21 注入可塑性黏土擠壓置換卵礫石排出

 

 

圖22 注入可塑性黏土及螺運機排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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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櫬板寬度≦30cm，厚度1cm，利用

5cm×5cm以上的角材做為支撐，角材架

設位置避開人員進出安全門逃生動線。

5.  氣體偵測：人員進入土艙作業前，須以

手持氣體偵測器偵測有害氣體及氧氣含

量(CO、H
2
S、CH

4
、O

2
)，確認無有害氣

體且氧氣含量符合規定方可進入作業。

氣體偵測器之偵測管拉至土艙內採24小

時開機偵測，並每2小時記錄一次。

6.  地面沉陷監測：於潛盾機上方進行即時

監測作業，共佈設12個沉陷測量點，監

測頻率為每4小時1次。

7.  地下水位監測：量測頻率為每4小時1

次，以瞭解水位變化情形。

8.  人員編制及作業時間：共計11員(含現場

工程師2人及現場施工人員9人)，作業時

間採24小時連續施作。

 有關潛盾機開艙之安衛設施與管理如

圖25所示。

(四) 人工出艙礫石清除

1. 土艙內礫石清除作業

  在開艙清除礫石過程中，均以手持工具

挖除搬運礫石，而不以破碎機工具將大

(二) 潛盾機開艙前試水

 在開啟人孔安全門之前，須先進行土

艙試水作業，確認鏡面出水量<5L/min後，

才可開啟安全門，讓工作人員進行土艙礫

石清除作業。其測定方法為搭配土壓計採

定量排水法，由盾首灌漿孔進行排水；排

水前先記錄土壓，開始排水後土壓會下

降，當排出定量的水後關閉盾首灌漿孔，

開始計時，當土壓恢復至先前土壓即停止

計時，用定量排水量(L)除以此段時間(T)即

可算得開挖面之進水速率(W)，藉以判斷止

水成效(試水方法如圖24所示)。

(三) 安衛設施及監測

1.  通風：使用ψ300送風機，利用風管由

安全門拉至土艙內進行送風。

2.  照明：於切刃盤上架設防水日光燈，供

人員作業照明之用。

3.  施工架及人員上下設備：土艙內空間狹

小，一般施工架及上下設備恐無法架

設，故儘量採用小型鋼製踏板架設於

潛盾機輪幅上，並使用繩梯供人員上下

使用。

4.  擋土襯版：土艙內每清理完一部分區

域 ， 即 架 設 木 櫬 板 作 為 擋 土 之 用 ，

圖23 點井施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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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礫石破除俾減少震動，並配合真空

吸泥機吸取泥沙以加快清理速度。其

粒徑以小於15cm者佔大宗，粒徑20～

30cm數量也為數不少，其中最大粒徑為

70×50cm之卵石(如圖26所示)。

2. 攪拌棒受損及更換

  在土艙清土作業時，發現原設置於潛盾

機切刃盤上之4支轉動式攪拌棒除1支完

整無損外，餘3支有1支彎曲變形、1支

折斷、1支崩角受損(受損位置如圖27所

示)，顯見湧進土艙內之卵礫石數量多且

衝擊力強，所幸檢視土艙內其他結構並無

受損，攪拌棒亦於清理期間完成更換。

3.  於土艙礫石清理作業時曾造成出水湧

砂，緊急關艙及後續處理情形

圖24 潛盾機開艙前試水

 
 
 

 

 
  

( )  

1. 110kpa 
2. (L)

20L
100kpa  

3.

110kpa (T)
40min  

4. (W)
L/T=20L/40min
0.5L/min 

圖25 潛盾機開艙之安衛設施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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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土艙內土石完成清除。

4.  切刃盤幅梁間清除礫石再次造成出水湧

砂之緊急關艙及後續處理情形

  土艙內土石全部清除以及攪動棒全部完

成更新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清除切刃

盤幅梁間之大型卵礫石。因取出卵礫石

恐使得原先穩定鏡面產生擾動破壞，故

清除順序需審慎檢討。幅梁區域共分為

6個區塊，其中較大之卵礫石係位於編號

1～ 4區塊，清除順序原則是由下往上依

序拆除木襯版及背撐材並取出卵礫石(如

圖31所示)，惟考量第4區塊先前發生過

出水湧砂情形，雖已完成止水作業，惟

該區域仍屬於一弱帶面，故將該區域幅

梁間卵礫石做為最後清除結束點。

  7月18日晚上21：40當區域1之大型卵礫

石已清除完成，續進行區域2大型卵礫石

清除時，於該區域9點鐘方向又突然發生

  於7月11日凌晨清理土艙至卵礫石高度

剩下1/3時，於4點鐘方向鏡面突然發生

出水湧砂情形(如圖28所示)，當下人員

即緊急撤出並關閉安全門，並於土艙內

注滿水(如圖29所示)，以維持鏡面壓、

避免鏡面外土砂流失。

  經檢討出水湧砂處係位於面向開挖側之

右側，故於7月11日至13日進行水平灌

漿止水作業以封堵水路(如圖30所示)，

完成後於7月14日開艙前，再次進行潛

盾機開艙前試水作業，測試合格後恢復

開艙繼續進行土石清理，於7月18日凌

圖26 土艙內卵礫石

圖27 攪拌棒受損情形 圖28 第1次出水湧砂位置

圖29 關安全門及注水 圖30 灌漿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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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湧砂情形(如圖32所示)；因該次出

水湧砂之速度非常快，當下緊急撤出土

艙內施工人員，惟部分區域之木襯版及

背撐材無法及時取出而留置於土艙內，

為維持鏡面壓，避免鏡面外土砂流失，

只能選擇緊急關閉安全門並於土艙內注

滿水維持鏡面壓。

  由於僅剩下區域3、4較大型卵礫石，經

評估應不影響切刃盤運轉；而留置於土

艙內未移除之木襯版及背撐材，應可在

掘進作業時將其攪碎排出，不致於造成

螺運機排土障礙，爰決定不再開艙，僅

對鏡面周圍進行水平止水灌漿作業(如圖

33所示)，以防止掘進過程排土時再次造

成噴發，並避免從鏡面框止水封圈處流

出水砂，止水灌漿作業處理後即重新啟

動掘進。

伍、潛盾機再次掘進

為使潛盾機能順利再次掘進，爰考量造成

地改區內因地層陷落之不確定因素及彙整本事

件發生原因與開艙處理後所掌握之資料，針對

重新掘進之部份措施進行補強。

一、土艙內填充可塑性特殊黏土

圖31 切刃盤幅梁間礫石清除順序

圖32 第2次出水湧砂位置

圖33 鏡面周圍水平止水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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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切刃前方仍有大量卵礫石，及土艙內先行填滿

特殊黏土使得土艙壓提早上升，其掘進過程較不

易控制。然後續隨著潛盾機掘進而卵礫石逐漸減

少，土壓亦逐漸趨於穩定，原先未及時撤出土艙

內之木襯版及背撐材，亦如預期般絞碎成塊狀而

順利排出。潛盾機重新掘進至臨時環片R9時，

所排出土體皆為砂岩土體，已無卵礫石出現，

故該障礙已正式排除，恢復正常掘進作業。

陸、結語

本事件起於106年5月28日潛盾機受困停

機、至7月24日恢復掘進作業，影響工期將近2

個月，過程中係動員大量人力物料進行搶救，

包括工期及費用之損失甚鉅。所幸過程中並未

造成人員傷亡或周遭鄰房及路面之影響，係將

災損控制至最低。

本事件之發生原因在於地盤改良成效不如

原先預期，雖然在發進前均依規定探查測試，

以及辦理強化止水補灌漿作業，惟最後成效仍

無法達到預期效果而形成滲流水路導致潛盾機

受困；至於針對該區域大南灣層砂岩、泥岩遇

水軟化之地質特色，應可再檢討採用何種地盤

改良方式較為合宜。

一般於潛盾機發進前，係將土艙內填滿液

態狀之加泥材；而本次障礙排除後再重新掘進

前為避免再次發生土石噴發，土艙內改換成填

滿半固體狀之可塑性特殊黏土(如圖34所示)。

主要係因潛盾機切刃盤前方之地盤改良體完整

性已有破壞，效果不如預期；改採可塑性特殊

黏土填注，於潛盾機再次掘進時，可將土艙壓

直接逼出鏡面，避免鏡面前方土體進入土艙而

造成前方土體流失；另因可塑性黏土止水性良

好，於掘進時可保持前方土體穩定，避免再次

發生土石噴發情形。

二、提早啟用機上灌漿

提早啟用原設定於轉彎段超挖時方使用之

機上灌漿設備，將盾殼與土體間之間隙先行使

用特殊黏土填充止水(如圖35所示)，以避免該間

隙產生水路而導致地表沉陷。

三、採用二次閘門排土

考量前方地盤改良體完整性不佳，為避免

掘進時排土作業產生噴發情形，乃採用二次閘

門(如圖36所示)以為防範。

經完成上述改良措施後，潛盾機於106年7

月24日再次啟動恢復初期掘進，剛開始掘進時

圖34 潛盾機發進前土艙內填入特殊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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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充滿不確定性，潛盾機受困時如

何排除障礙，乃潛盾施工必須思考審酌之重要

課題。本文所述最終採行開艙排除土石以解決

困境乃不得以之作為，其因空間狹小、密閉，

過程中風險極大；為降低施工風險，開艙作業

啟動就必須採取24小時日夜不停持續施工，對

施工人員亦造成極大壓力。

希藉由此案例經驗分享，供設計單位及施

工廠商做為潛盾施工風險評估與因應之參考，

期能於設計階段及施工前做好審慎模擬規劃，

俾利施工作業可妥善顧及安全需求，遭遇障礙

能夠及時且順利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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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螺運機採用二次閘門進行排土

圖35 潛盾機掘進時機上灌漿(特殊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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