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廣場

國外擋水設施產品簡介
1

陳志明 、賴桂文

2

1 陳志明水利技師事務所負責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常務理事
2 賴桂文水利技師事務所負責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理事

壹、 概述
水患發生前各水利主管主管機關即已

一、滲透材料袋裝形式擋水設施

進入防汛準備，並就各可能發生損壞之堤

此類型擋水設施是一個個由地工織物

岸進行搶險作業，而當水患發生的時候，

(或地工合成)材料製成之單元體其內經填

則多以圍堵或導流等方式加以防範。本文

入土石料集結組裝而成；由於使用具滲透

蒐集國外在防汛方面常用之圍堵擋水產

性之地工織物須藉由所填充之土石料來達

品，並加以說明提供相關單位參考。

成其水密性。通常這些材料具摺疊性可堆

貳、 產品類別

置儲放，部分產品在使用時亦可堆疊而增
加擋水高度，另部分產品會再利用鐵絲

國外常用之擋水設施產品可依其設置

網、插拴或鋼架予以加強固定。此類型擋

時間分為臨時性擋水設施及可拆卸式擋水

水設施在功能上如同重力壩般以其重量提

設施兩種類別，其中臨時性擋水設施係指

供其構造之穩定性，並以土石料整體低滲

當需洪水防禦時才組裝架設，而在洪水事

透特性防止滲透行為。通常此類型設施可

件結束後即完全拆除之擋水設施；而可拆

靈活的應用於不平坦地形，沙包即為是此

卸式擋水設施之特點在於，其部分擋水設

類型之典型設施。圖 1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

施係於平時即預先安裝在已施工之基礎或

之示意圖。

埋放於預置空間內，當需洪水防禦時再組

‧ 案例

裝架設其它部分即可完全地發揮擋水功

HESCO，英國

能，而在洪水事件結束後僅拆卸再安裝之

Hesco Bastion Ltd.公司生產的單元

部分。

性地工格框。最初設計使用在保護英國海

參、 臨時性擋水設施產品

岸避免沖刷，而後因其具強大的的防禦能

臨時性擋水設施依工法及構造形式可
分為袋裝、管狀、L 形傾斜板及其它預鑄
形式，其中袋裝形式可再依使用材料分為
滲透材料袋裝形式及非滲透材料袋裝形
式，而 L 形傾斜板可再分為自立 L 形傾斜
板及具構架 L 形傾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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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擴展使用在軍事、洪災保護及沖蝕控
制。尤其在波灣戰爭之後，廣泛被各國軍
事單位及聯合國軍隊使用在全世界有衝突
地區，進行防禦性工程。2010 年海地震災
非營利組織因為其快速施工及結構防護能
力之特性，而被使用來快速搭建半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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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稱 R-house），提供緊急避難。

Rese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ERDC）

二、非滲透材料袋裝形式擋水設施

也因為其優異的實驗測試成果，已認定其

此類型擋水設施是一個個由具防滲透

為下一代緊急搶修的重要工法。最近更成

性之聚酯、聚乙烯或塑膠材料製成之單元

功應用在美國數州發佈的洪災水患，包括

體集結組裝而成；由於具非滲透性，單元

北達科塔州 Jamestown，Minot，Lamoure

體內可不需填充任何東西，不過一般均藉

等地， 密蘇理州密西西比河及其支流水災

由填充土石料或水來增加其重量。同樣地

Mississippi

此類型擋水設施在功能上如同重力壩般以

Flooding， 以及猶他州的 Cedar Springs

其重量和形狀提供其構造之穩定性。惟此

等地。

類型產品之材料容易受到尖物破壞或撕

River

and

Tributary

(3)連續遮水壁，日本

裂，因此使用時組裝所在地的地形必需先

為日本片桐公司之產品，見圖 6。本

有整地行為，而無法靈活的應用於不平坦

項產品功能類似前述 RDFW，內部也是填滿

地形。圖 3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之示意圖。

沙土作為水患搶修使用，其強調施工較傳

‧ 案例

統太空包等工法更為迅速、簡單，且只需

(1) Metalith H2O，美國

1/3 人力即可組裝完成，5 公尺長的重量僅

Infrastructure

Defense

40 公斤，因此容易收納及運輸的優點可符

Technologies 公司生產，見圖 4。該公司

合搶修(險)之時效性。

最早發展類似單元格框（Metalith）作為

三、管狀形式擋水設施

爆破與防撞擊之保護，廣泛運用於軍事、

此類型擋水設施通常為於由地工薄膜

油槽瓦斯槽、核電廠等用途。第二代

(geomembrane)預製之管狀物內部填入空

（Metalith H2O）發展則沿用上一代的技

氣或水形成一個類似壩體物；其特色在可

術，使用輕量鋁質版柵組合，當內部填滿

使用現場容易取得且取之不盡的空氣或

沙土時可作為水患搶修使用，一道三呎高

水；另管狀物便於攜帶，使用時只要利用

四

度

幫浦予以膨脹即可。此類型之管狀物在功

（H0.92*W1.22*L21.33 公尺）的牆壁，估

能上如同重力壩般以其重量和形狀來提供

算 4 個工人，26 分鐘可完成。目前該產品

構造之穩定性，一般其高與寬有一定比例

應用在水患搶修、沖刷控制、增加堤頂高

（兩公尺高的管子約佔用 7 公尺的寬

度、堤防保護工、邊坡穩定、擋土牆、海

度）
。此類型擋水設施一般於其內部及外部

堤搶修及導水牆等方面。

配置錨定設備以防止傾倒或滾動，尤其是

呎

寬

約

七

十

呎

長

(2) RDFW （ Rapid Deployment Flood

填入空氣時因重量較輕更需利用外部錨定

Wall）
，美國

設備予以使其穩定。此類型擋水設施可應

為 Geocell Systems Ltd.公司之產

用於需保護長度較長之場合，較不適合用

品，見圖 5，優點在於可以快速部署且結

於小缺口之場合。圖 7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

構強大，因此也成為當美國發佈緊急水患

之示意圖。

事件時被建議使用的擋水材料。美國工兵

‧

案例

團附屬之工程研究發展中心（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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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loodWalls，捷克共和國

作用於底部構件之水體重量用以抗衡作用

捷克 Rubrena Corp 公司製造，設計用

於防水屏障構件之水平力，為強化穩定性

來取代沙包的傳統工法，見圖 8。目前有

一般放置沙包於底部構件邊緣，並可降低

九種標準尺寸可以選擇，最高高度達到 6

低水位時之滲漏現象。圖 11 為此類型擋水

英尺，長度則從 6.5 英尺一直到 65 英尺。

設施之示意圖。

亦接受特殊尺寸製造。

‧ 案例

(2) AquaDam，美國
由 Aqua Dam Inc.公司發展設計並製
造，見圖 9。最早從 1980 年代開始發想其

AquaFence，挪威
2007 年美國首度在華盛頓州 Vernon 山
使用，其特色為：

概念，利用水患現場最多的材料就是水的

 可快速組裝並移除

想法，把水的麻煩轉換成解決水患的救

 組裝時先安置錨定設施及防滲屏

星。使用在各項河川工程，包括壩、圍堰、

障，再配合此等設施進行組裝

河道改道、水患控制等方面，其他諸如儲

 單元標準寬 6.9 英尺（2.1 公尺）

水或需乾燥工地現場、遊憩碼頭皆可使

 保護高度從 2.5 英尺（0.76 公尺）

用。以 3 呎高（0.91 公尺）34 呎長（10.3

到 3.9 英尺（1.19 公尺）

公尺）之擋水牆計算，使用沙包需要 5 工

 可客製化

花費 4 小時，而 Aquadam 則需 2 工花費 20

 底寬 3.9 英尺

分鐘，若以重複使用來看更具經濟效益。

 100% 可重複使用並修復

(3) Portable Lightweight Ubiquitous

2、具構架 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

Gasket，美國

此類型擋水設施呈 L 狀，通常由金屬

由美國工兵團 USACE 附屬之 ERDC 所研

製構架及被覆其間具柔性防滲的膜狀物組

發，簡稱 PLUGs，見圖 10。2009 年美國國

成，防滲的膜狀物一般延伸至水體內並放

土安全部門與美國工兵團成功地以數種以

置沙包於邊緣，以增加穩定性及水密性。

水擋水的方式修復堤防缺口，而 PLUG 來自

構架支柱處通常對土壤有較高的承載壓

同樣的概念，它可以從直昇機上下放到接

力，因此此類型擋水設施較不適宜用於軟

近堤防缺口的位置，然後以幫浦將水打入

弱土層之地面。圖 12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之

水囊中至 90％滿，讓它隨著水流的速度慢

示意圖。

慢移動到缺口，再藉著水壓推擠逐漸把缺

‧ 案例

口堵塞。這些水囊的構造與材料都有著類

(1) Portadam，美國

似的設計，但 PLUG 目前仍在試驗階段尚未

由美國 Portadam Inc 公司所設計製

提供商業量產。

造，見圖 13，為一暫時性的可攜式產品。

四、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

主要用在河川工程，或需乾燥的工作現

1、自立 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
此類型擋水設施通常呈 L 狀具可自立
性，而所使用之構材耐用並具有撓曲性及
防滲性。此類型擋水設施之穩定性係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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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其設計主要包含兩部分一是管狀的鋼
架構，另一則是覆蓋在上面的彈性塑膠織
布。
(2) GeoDesign Barrier，紐西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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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 Response Ltd 公司設計發展製

定性方面除因其基礎有固定插座而可縮短

造，見圖 14，係由鍍鋅鋼架製成，可容易

底部構件長度，此類型擋水設施與自立 L

開合折疊成 45 度。利用水的壓力可以將表

狀擋水設施類似係依賴作用於底部構件之

面使用的防水覆膜緊密貼合在防水版及底

水體重量用以抗衡作用於防水屏障構件之

下，減少水的滲流。該系統在歐洲使用超

水平力。此類型產品之材料通常容易清潔

過 10 年，主要用在水患的防範、需將水暫

及重新使用，並容易受到尖物破壞或撕

時抽乾的工作現場等場合。其快速且容易

裂，惟可在使用中予以修復。圖 17 為此類

使用的設計可以有效地將水隔離在外。同

型擋水設施之示意圖。

時因應水位可能上升，該設計亦提供擴充

‧ 案例

高度之機能。

AquaFence 挪威

(3) Water-Gate 紐西蘭

由挪威 Aqua Fence 公司與生命科學大

由 Hydro Response Ltd.公司設計發

學合作其技術並發展測試之產品，見圖

展製造，見圖 15。是一個可攜式，自動充

18。該系統獲得挪威水資源及能源機構之

氣，可重複使用之擋水產品。這個系統最

認可。每一 Aqua Fence 單元有 2.1 公尺

特別的設計在於藉由水本身的重量流進內

寬，可提供 75 公分到 120 公分高的保護，

部，來撐起防護，因此可以自動地穩定地

可快速安裝，估計 10 工一小時可安裝 100

發揮防禦效果。

公尺。

五、其它預鑄形式擋水設施

二、折疊形式擋水設施

此類型擋水設施可由預鑄混凝土製

此類型擋水設施由剛性材料如鋼版或

品、鋼鐵製品或其它嵌板單獨或併用組合

玻璃纖維製成，通常係整體預先折疊組裝

而成一連續性之擋水屏障。此類型擋水設

安置於地面下預先築好之坑洞內，或緊鄰

施在功能上係以其重量使其具穩定性，它

於結構物上。，而於緊急狀態下使用。使

們可抵擋沖擊力及其它破壞行為，惟需要

用時可採手動或自動控制方式，大多數洪

較大型吊重工具、運輸車輛和大的儲存區

水閘門即為是此類型之典型設施。手動操

域。此類型擋水設施對土壤有較高的承載

作方式通常將先打開地面上之保護蓋再把

壓力，因此較不適宜用於軟弱土層之地

折疊設施向上拉起形成一擋水屏障；而自

面，另在佈設上於角落處較不適用調整。

動控制方式可透過感應器和激勵器進行啟

圖 16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之示意圖。

動。為避免風險目前大多數此類型擋水設

肆、 可拆卸式擋水設施
可拆卸式擋水設施依工法及構造形式
可分為 L 形傾斜板、折疊形式及構架形式。
一、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

施係採用手動操作方式或半自動控制方
式。圖 19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之示意圖。
‧ 案例
折疊形式擋水設施為較新產品，類似
功能的產品如擋水閘門，可以折疊或組合

此類型擋水設施係由耐用、具撓曲性

方式組立，實際應用案例如台北捷運擋水

及防滲性之構材所組成，一般其插座或槽

設施、民間出入口防水閘門等，見圖 20。

溝為固定設施，其它構材則可折卸。在穩

三、構架形式擋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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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型擋水設施係將剛性嵌版水平地
安置於因定於永久性基礎之有導溝之立柱
間，嵌版與立柱導溝係緊密接合或有密合
塗料以確保其水密性。此類型擋水設施在
基礎承載力容許下，可依需要臨時予以增
加防水高度。圖 21 為此類型擋水設施之示
意圖。
‧ 案例
構架形式擋水設施為較新產品，類似
功能的產品如擋水閘門，以組合方式組
立，實際應用案例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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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City 路易斯安那
2011
圖 1 滲透材料袋裝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圖 2 HESCO 施工及案例照片

利用金屬插拴組裝
圖 3 非滲透材料袋裝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USACE ERDC 做各種產品田野
試驗，最前方者為 RDFW

海地，R-house 2010

拆除過程

組裝完成並填土

圖 4 Metalith H2O 施工及案例照片

解除連結，清理並收合

運輸過程

圖 5 RDFW 施工及案例照片

組裝完成並填土

一個人即可完成組裝作業

圖 6 連続遮水壁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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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拉格。12 英尺高 60 英尺長

圖 7 管狀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愛達荷州 2004

河川水患

圖 8 FloodWalls 案例照片

愛達荷州 2004

解除連結，清理並收合

運輸過程

圖 9 Aquadam 施工及案例照片

美國奧克拉荷馬。 Stillwater 以一比一全尺寸測試
圖 10 PLUGs 測試過程照片

圖 11 自立 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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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具構架 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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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麻省。海堤施工時利
用 Portadam 防止海水進入
工作區

現場施工照片

圖 13 Portadam 施工及案例照片

瑞典 2000。兩個區域總共 1500 公
尺。每天以 12 公分的速度上升，最
後水位比湖面正常高度高 3 公尺。

澳洲威爾斯，2004。全長 550 公尺的
防護，在五小時之內完成 1.25 公尺
高度，鐵橋附近更達 1.8 公尺高。

圖 14 GeoDesign Barrier 案例照片

WaterGate 運作方式

Waitaki River
圖 15 Water-Gate 施工示意及案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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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其它預鑄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圖 17 可拆卸 L 形傾斜板擋水設施示意圖

圖 18 AquaFence 施工示意及案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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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折疊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圖 20 折疊形式擋水設施案例照片

圖 21 構架形式擋水設施示意圖

圖 22 構架形式擋水設施案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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