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的結構安全嗎？這樣的結構安全嗎？
這樣的結構能耐多久年限嗎？這樣的結構能耐多久年限嗎？
這樣的結構力學及穩定分析如何計算？這樣的結構力學及穩定分析如何計算？
這樣的結構如何施工？這樣的結構如何施工？
這樣的結構是否有設計、施工或材料規這樣的結構是否有設計、施工或材料規
範？範？
是否有專利及獨家規格疑慮？是否有專利及獨家規格疑慮？

地工合成材料問題探討



 利用加勁材料及填築土料、面版系統、基礎及排水系統所構
築而成的加勁土壤結構物，藉由其本身的重量，可以抵抗來
自牆體背後的土壓力或其它應力。

加勁工法簡介

排水系統

面版系統

加勁材料及填築土料
基礎

其他複合工法



加勁工法之基本學理

原狀土壤原狀土壤原狀土壤原狀土壤 加入加勁材料加入加勁材料加入加勁材料加入加勁材料 加勁土壤加勁土壤加勁土壤加勁土壤

• 在土壤中人工材料予以加勁在土壤中人工材料予以加勁在土壤中人工材料予以加勁在土壤中人工材料予以加勁，，，，以彌補土壤中剪力或張力強度之不足以彌補土壤中剪力或張力強度之不足以彌補土壤中剪力或張力強度之不足以彌補土壤中剪力或張力強度之不足。。。。

• 利用土壤及加勁材料間之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利用土壤及加勁材料間之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利用土壤及加勁材料間之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利用土壤及加勁材料間之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抑止土壤產生側向變形或滑動抑止土壤產生側向變形或滑動抑止土壤產生側向變形或滑動抑止土壤產生側向變形或滑動

• 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增加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增加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增加互制行為及摩擦阻抗增加 →→→→視凝聚力增大視凝聚力增大視凝聚力增大視凝聚力增大 →→→→抗剪強度提高抗剪強度提高抗剪強度提高抗剪強度提高

加勁格網

土壓力 interlockinterlock

土壤
變形方
向

摩擦力



設計概論
 工作應力分析

包含了加勁材料的選定與配置，
並且查核所選之材料強度是否能滿
⾜每⼀應⼒區段（例如不同埋設深
度）避免被加勁土壤產生破壞所需
要之加勁效果

 極限平衡分析
針對加勁擋土牆總體穩定性（包
含內穩定與外穩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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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圓心

 設計及分析程式
MSEW、RESSA、STABL、Reslope、PLAXIS、TALREN、
SLOPE/W、RE Wall



穩定性分析

Elias et. al, MSE Walls and Reinforced Soil Slopes Design &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FHWA, (2001)

加勁擋土結構物設計

內部穩定 外部穩定 整體穩定 變形分析

抗拉出牆面連接力 抗斷裂 滑動 傾覆 基礎承載力



結構穩定分析之軟體應用

 MSEW套裝軟體
水平滑動

傾倒

承載力 拉斷 拉出



結構穩定分析之軟體應用
StedWin

1.建立(Soil Profile)

2.輸入土層參數
3.配置加勁
4.載重與水位建置
5.分析模式建立
6.分析

 Stedwin



加勁設計與施工規範參考來源

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手冊
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結合生態與景觀之
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

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加勁結構設計原理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美國
ASSHTO(2002) FHWA (2001) NCMA (2009)

加勁設計與施工規範參考來源



結構穩定分析之安全規範標準(續)

 依據：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安全係數的種類 最小安全係數
平時 地震 暴雨

內穩定
加勁材拉斷破壞 3.0 2.0 －

加勁材拉出破壞 2.0 1.1 －

外穩定

水平滑動 1.5 1.1 
傾倒 2.0(e/6) 1.3(e/3) 

承載力 3.0 2.0 
整體滑動整體滑動 1.5 1.5 1.1 1.1 1.2 1.2 



加勁擋土牆與RC擋土牆之效益比較

比較項目 傳統RC擋土牆 加勁擋土牆

建造成本 隨牆高度上升單價上漲鉅 較經濟，單價不因牆高有
太大變化

外觀 僵硬不自然 造型變化多，能與自然環
境相配合，景觀較佳

施工方式 需開挖基礎、綁筋、組模、
灌漿等，施工較慢 施工簡易快速，利於趕工

設計理念 外穩定，藉RC牆提供穩定力
矩及滑動抵抗力

內穩定；藉加勁材料與土
壤摩擦力提供穩定的來源

耐震性 應力集中，易生裂縫
加勁材料抗張性強，應力
分配均勻，結構體無破裂
之虞

(北市⼟⽊技師⼯會，結合⽣態與景觀之加勁擋⼟結構設計及施⼯規範，⺠國93年8月)



同樣尺寸之RC擋土結構與景觀加勁擋土結構，於結
構安全無虞之前提下

生命週期CO2排放量RC擋土結構較加勁擋土結構高
出5~8倍。

RC擋土牆與加勁擋土牆於CO2排放量比較

（摘自「財團法人成大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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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勁設計與施工規範參考來源

加勁擋土牆-

地工合成加勁材施工規範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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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勁格網規範訂定說明
試驗項目 試驗規範 備 註

抗拉強度 [ASTM D6637（地工格網寬幅抗拉強度試驗）]、[GRI GG1
（地工格網抗拉強度試驗）]、[ ]

工廠試驗證明
及現場抽驗

伸⻑率 [ASTM D6637（地工格網寬幅抗拉強度試驗）]、[GRI GG1
（地工格網抗拉強度試驗）]、[ ]

工廠試驗證明
及現場抽驗

結點強度 [GRI GG2][ ] [工廠試驗證明] [現場抽驗]

抗紫外線 [ASTM D4355]、[ ] 工廠試驗證明

施工損傷 [ASTM D5818]、[ISO 10722]、[ISO 13437]、[ ] 工廠試驗證明
[現場抽驗]

⻑期潛變 [ASTM D5262]、[ASTM D6992]、[ISO 13431]、[ ] 工廠試驗證明

耐久性 [GRI GG7]、[GRI GG8]、[EN 12447]、[ ] 工廠試驗證明
拉出試驗 [ASTM D6706][ ] 工廠試驗證明

[拉出試驗] [ASTM D6706][ ] 現場抽驗

直剪試驗 [ASTM D5321][ ] 工廠試驗證明
[現場抽驗]

行政院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第028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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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廠商
國內外生產廠商

國外廠商
項次 國別 廠商名稱

1 美國 COLBOND
2 英國 TENSAR
3 荷蘭 TENCATE
4 德國 HUESKER
5 美國 TENAX
6 美國 SYNTEEN
7 德國 NAUE
8 美國 PROPEX
9 韓國 SAMYANG 

CORPORATION
10 義大利 MACCAFERRI
11 美國 STRATA

項次 廠商名稱
1 盟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七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立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沅展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銓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 歐吉森企業有限公司
7 勁錩企業有限公司
8 輔彬實業有限公司
9 泛亞實業有限公司
10 甲門實業有限公司
11 郁興實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