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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述 

河防建造物中堤岸之坡面工及堤腳之

護坦工常於颱風或暴雨形成之洪流中遭受

破壞，而通常坡面工及護坦工於設計過程

中即應就其安全性有一適當之分析，本文

綜合國內既有報告及資料、日本日本河川

協會出版(1999)之「建設省河川砂防技術

基準(案)同解說設計編【I】(改訂新版)」

及日本國土開發技術研究中心（2007）出

版之「護岸力學設計法(改訂)」之研究成

果，就河防建造物坡面工及護坦工之安全

評估分析模式，作一整合性介紹。 

貳、 破壞型態 

坡面工及護坦工常見之破壞型態分別

概述如下。 

一、坡面工破壞型態 

坡面工常見之破壞型態有滑動、捲起

及掃流等三種。 

1、滑動破壞 

如圖 1 所示，當作用於坡面工構件或

突出物之水流作用力大於其底部摩擦阻力

即發生滑動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可能發生

於砌石坡面工及混凝工塊坡面工。 

 

圖 1 坡面工滑動破壞型態示意圖 

2、捲起破壞 

如圖 2 所示，當作用於坡面工構件之

水流作用力使其循一支點發生捲起、迴轉

現象而引致之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可能發

生於無端工保護之處如連結型混凝土塊坡

面工、石籠墊坡面工之端部。 

 

圖 2 坡面工捲起破壞型態示意圖 

3、掃流破壞 

如圖 3 所示，坡面工構件受水流作用

力作用而發生分離、小跳躍之移動現象而

引致之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常見於石料或

少凹凸之混凝土塊材處，其可能發生於拋

石坡面工。而於植生護坡、土坡，水流作

用力會直接沖蝕坡面而發生沖蝕破壞亦為

掃流破壞之類型，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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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坡面工掃流拖曳破壞型態示意圖 

 

圖 4 坡面工沖蝕破壞型態示意圖 

二、護坦工破壞型態 

護坦工常見之破壞型態有滑動、轉動

及掃流等三種。 

1、滑動破壞 

如圖 5 所示，當作用於護坦工構件或

突出物之水流作用力大於其底部摩擦阻力

即發生滑動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可能發生

於拋石護坦工、鋪混凝土塊護坦工。 

 

圖 5 護坦工滑動破壞型態示意圖 

2、轉動破壞 

如圖 6 所示，當作用於護坦工構件之

水流作用力使其循一支點發生捲起、轉動

現象而引致之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可能發

生於護坦工無端工保護之處如連結型混凝

土塊護坦工、拋石護坦工之端部。 

 

圖 6 護坦工轉動破壞型態示意圖 

3、掃流破壞 

如圖 7 所示，護坦工構件受水流作用

力作用而發生分離、小跳躍之移動現象而

引致之破壞，此種破壞型態常見於石料或

少凹凸之混凝土塊材處，其可能發生於拋

石護坦工。 

 

圖 7 掃流破壞型態示意圖 

參、 設置狀態 

主要之設置狀態依構件端點處與既有

設施之銜接狀態、構件整體性強弱及設計

分析考量等再分類，玆分述如下。 

一、依構件端點處與既有設施之銜接狀態 

1、端點處有保護狀態 

指坡面工或護坦工構件之端點處(如

上游側、下游側、頂部)受端工保護而沒露

出者，如圖 8 所示，如連續砌石及有端工

保護之坡面工等。 

 

圖 8 端點處有保護狀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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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端點處無保護狀態 

指坡面工或護坦工構件之端點處(如

上游側、下游側、頂部)並無沒端工保護，

受流水作用時將呈露出狀態者，如圖 9 所

示，如無端工保護之坡面工端部等。 

 

圖 9 端點處無保護狀態示意圖 

3、構件整體性強弱狀態 

(1)一體性強狀態 

如圖 10 所示，約同大小之構件排列平

整，碎石填隙底面襯混凝土，鄰接構件間

之連結性、挾鎖性處於好之狀態，即構件

具有內聚力凝聚成一體而承受外力，如漿

砌石、連結混凝土塊坡面、混凝土舖面等。 

 

圖 10 一體性強狀態示意圖 

(2)一體性弱狀態 

如圖 11 所示，單獨構件或鄰接構件間

之連結性、挾鎖性處於不良之狀態，即構

件以其個體自重承受外力，如拋石、乾砌

石等。 

 

圖 11 一體性弱狀態示意圖 

4、籠塞狀態 

如圖 12 所示，將約同大小之構件置於

籠內之狀態，如蛇籠、石籠墊、石籠等。

蛇籠(石籠)坡面工或蛇籠(石籠)護坦工之

構件雖本身無內聚力，在構造上係以鐵絲

綑結而成為一體以承受外力，惟其綑結鐵

絲有腐蝕或磨損斷裂而失去一體性之潛在

風險。 

 

圖 12 籠塞狀態示意圖 

5、框塞狀態 

如圖 13 所示，將約同大小之構件置放

於框狀物內之狀態，如沉床等。 

 

圖 13 框塞狀態示意圖 

6、堆置狀態 

如圖 14 所示，構件以排列方式堆置之

狀態，如沉床等。 

 

圖 14 堆置狀態示意圖 

7、亂拋狀態 

如圖 15 所示，構件以隨意方非排列方

式拋放之狀態，如拋石、拋設異型混凝土

塊等。 

 
圖 15 亂拋狀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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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分析考量狀態 

1、單體狀態 

單體狀態係指坡面工或護坦工構件其

在滑動、捲起或轉動係呈單獨構件狀態為

單一個體之行為，如乾砌石坡面工，其在

設計分析考量上以單一個體方式進行，另

如拋石型式之坡面工亦屬單體狀態。 

2、群體狀態 

群體狀態係指坡面工或護坦工構件其

在滑動、捲起或轉動係呈連結構件狀態為

群體連動之行為，如漿砌石坡面工在設計

分析考量上以群體連動方式進行，另如鋪

混凝土塊再輔以鋼筋連結之坡面工亦屬群

體狀態。 

肆、 外界之作用力 

坡面工或護坦工除本身之自重外，受

水與土等外界之作用而產生作用力，此作

用力影響坡面工或護坦工之穩定與安全，

因此設計時對各種可能狀況之加諸於坡面

工或護坦工作用力須有充分之了解，並且

對其作用力之大小要有正確之掌握，始能

設計經濟安全之構造物以達成預期之功

能。茲將作用力分別介紹於下： 

一、構造物自重 

為構造物本身受地心引力而產生之力

量，其構件的水中重量 wW ，可依式(1)計

算之。 

bbvwbw tAKgW •••−= )( ρρ   (1) 

式中 wW ：構件的水中重量 

bρ ：構件之比重 

wρ ：水之比重 

bA ：構件之垂直投影面積，參見圖 16。 

vK ：體積修正係數，構件實際體積與

控制高度 bt 為之方形體積之

比，參見圖 16。 

 

圖 16 構件投影面積示意圖 

二、掃流剪應力 

水流在河道中流動時，水流與構造物

接觸時，如河床、河岸或堤坡上，因表面

阻流而產生剪力，此項剪力有曳引構造物

之作用稱為掃流剪應力。水流在物質界面

產生之理論性的掃流剪應力 τ 如式(2)所

示。 

2
*uw ⋅= ρτ                 (2) 

式中τ：單位面積河床上之掃流剪應力 

wρ ：水之比重 

*u ：摩擦速度，於寬廣之河其橫斷面

的水深變化小、縱斷面水流緩之

狀況， *u 之定義見式(3)： 

00* /φVu =                  (3) 

式中 0V ：設計代表流速，通常為經一維模

式或曼寧公式所推算之平均流

速值 mV ，再考量局部流況依相

關經驗修正之流速值。 

0φ ：流速係數， 

)/log(75.50.60 sd KH+=φ ， 

Ks 為坡面粗糙高度，可假設為

Dm(最小平均粒徑)，最大可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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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D ； dH 為設計水深。 

三、上揚力 

構造物全部或部份沉沒於水中時，構

造物體積排開水而產生上浮之力量，稱為

上揚力。流水作用於構件塊體之上揚力 L 

可依式(4)估算，此式是以能量方程式所導

出之動能來表示力的形式。 

2

2
1

dbLw VACL ⋅⋅⋅= ρ         (4) 

式中 L：作用於構件單位面積之上揚力

(kg/m
2) 

wρ ：水之單位重(kg/m3) 

LC ：上揚力係數 

bA ：構件之垂直投影面積，參見圖 16。 

dV ：近傍流速，為近構造物的流速，

依構造物類型不同計算方式不

同，通常以設計代表流速 0V 代

替。 

四、曳引力 

水流觸及構件塊體產生之曳引力 D 

依式(5)估算之，此式亦是以動能來表示力

的形式。 

2

2
1

dDDw VACD ⋅⋅⋅= ρ        (5) 

式中 D：作用於構件單位面積之曳引力

(kg/m2) 

wρ : 水之單位重(kg/m3) 

DC ：曳引力係數 

DA ：構件塊體突起部之水平投影面

積，參見圖 16。 

dV ：近傍流速，為防構造物的流速，

依構造物類型不同計算方式不

同，通常以設計代表流速 0V 代

替。 

 

五、摩擦阻力 

產生於兩種材料或同種材料某一界面

間的摩擦阻力 1sT ，主要是在抵抗水流曳引

力（D），參閱圖 17，並依式(6)估算之。 

δθ tan)cos(1 •−= LWT ws     (6) 

式中 1sT ：摩擦阻力 

wW ：構件的水中重量 

θ：坡面工傾斜角 

δ ：界面摩擦角 

L：作用於構件塊體單位面積之上揚力 

 

圖 17 作用於坡面工構件諸力示意圖 

六、沖擊力 

當水流沖擊構造物時，由於阻擋水流

改變流速及流向而產生沖擊力，稱為流體

沖擊力；若水流挾帶土石及漂流木沖擊構

造物，亦會對構造物產生沖擊力，稱為巨

礫沖擊力。流體沖擊力係屬面的沖擊力，

與構造物安定性分析相關；而巨礫沖擊力

為點的沖擊力，為評估構造物坡面構件的

耐撞程度，與構造物坡面構件強度和厚度

相關，會產生局部破壞，而比較不會危及

構造物整體之安定性。 

1、流體沖擊力 

流體沖擊力可由流體之理論推導而

得，如式(7)所示： 

ddf UqP ⋅⋅= ρ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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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P ：單位寬沖擊力 (kg/m)  

dfρ ：土石流之單位重 (kg/m3) 

q：土石流單位寬度流量(m3/sec/m) 

dU ：土石流流速 (m/sec)  

2、巨礫沖擊力 

土石流巨礫沖擊力屬非彈性碰撞，依

日本經驗公式可表示如(8)所示： 

224.1
2 0.12 Ed DUP ⋅⋅=          (8) 

式中 2P ：單位寬衝擊力 (T/m) 

dU ：土石流流速 (m/sec) 

ED ：設計之巨礫粒徑 (m) 

若假設土石流巨礫沖擊力屬於完全彈

性碰撞時，則依理論可推導如式(9)所示： 

25/6
2 2.20 Ed DUP ⋅⋅=         (9) 

式中 2P ：單位寬衝擊力 (T/m) 

dU ：土石流流速 (m/sec) 

ED ：設計之巨礫粒徑 (m) 

 

 

 

 

 

 

 

 

 

 

 

 

 

 

 

 

 

伍、 安全評估分析模式 

一、坡面工安全評估分析模式 

從坡面工過去災害案例，其坡面工之

安全評估分析方面可依坡面坡度陡（V:H

＞1:1.5）緩（V:H＜1:1.5），主要破壞型

態（滑動、傾倒、拖曳、捲起、大量變形

及沖蝕等）及設置狀態（如頭尾與既有設

施之銜接、整體強度及設計分析考量等）

來加以分類進行安全評估分析，其分析模

式可分類成六類，如表 1 所示。表 1 所述

六類安全評估分析項目，彙整如表 2所示。 

表 1 坡面工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分類表 

項

次
安全評估分析模式 

破壞 

型態 

設置

型態

1 滑動＋單體 滑動 單體

2 滑動＋群體 滑動 群體

3 捲起＋單體 捲起 單體

4 掃流拖曳＋一體性弱 掃流拖曳
一體

性弱

5 掃流拖曳＋一體性強 掃流拖曳
一體

性強

6 掃流拖曳＋籠塞 掃流拖曳 籠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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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坦工安全評估分析模式 

護坦工之安全評估分析方面就破壞型

態、設置狀態及型式等概略區分其分析模

式可分類成五類，如表 3 所示。表 3 所述

五類護坦工安全評估分析項目，彙整如表

4所示。 

表 3 護坦工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分類表 

項 

次 

安全評估 

分析模式 

破壞 

型態 

設置 

型態 

1 滑動、轉動＋堆置 滑動、轉動 堆置 

2 滑動、轉動＋亂拋 滑動、轉動 亂拋 

3 掃流拖曳＋亂拋 掃流拖曳 亂拋 

4 掃流拖曳＋籠塞 掃流拖曳 籠塞 

5 掃流拖曳＋框塞 掃流拖曳 筐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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