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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距離大口徑管道水平導向鑽掘工程案例探討 
楊偉文 江承家 余明山                   黃榮裕 高偉騰 李文鐸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液化天然氣工程處 

摘  要 

為配合政府非核家園及溫室氣體減量的能源結構轉型政策，達到能源局規劃2025年天然氣

發電占比達50％的目標，中油公司自2012年起即積極辦理「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二期投資計

畫」，計畫於台中廠增建地上型儲槽、氣化設施、陸上輸氣管線及開關站，以提升台中廠卸收

能量及維持供氣穩定性。台中廠至烏溪隔離站21.8公里26吋輸氣陸管中，有四處管線分別穿越

台中港航道、排水渠道、排水箱涵及烏溪河道等下方，規劃採用水平導向鑽掘 (HDD)工法埋設

管線，並以統包工程發包。  

本文將概要說明HDD工法之基本設計原理及施工機具，並探討施工遭遇課題與突發狀況之

解決對策，包括 :長距離HDD設計施工、穿越結構與路面沉陷管理、HDD於卵礫石層及泥岩層

中穿越課題與對策 (如 :卵礫石層中鑽掘之套管隔離輔助工法、對接穿越技術、泥岩層中鑽掘之鑽

頭包泥現象)，期藉本文中相關施工經驗與解決對策，可供日後工程設計及施工參考。  

關鍵字：水平導向鑽掘、卵礫石、HDD 對接穿越、鑽頭包泥。 

A Case Study of Long Distance and Large Diameter     
Pipeline with HDD 

Wai-Man Ieong   Cheng-Jia Jiang   Ming-Shan Yu 
CTCI Resources Engineering Inc. 

Rong-Yu Huang   Wei-Teng Gao   Wen-Duo Li 
LNG Engineering Office, CPC corporation 

Abstract 

In compliance to the energy policy of Taiwan, Taichung LNG Receiving Terminal Phase II Investigation projec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cludes above-ground storage tanks, a gasification facility at the terminal 

itself, a 26-inch gas pipeline, and a switching station. The 26-inch gas pipeline work,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8.2 km, 

was installed by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i.e. including four sections which installed via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 method are perform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sic design principal and equipment for the HD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four 

HDD sections, and the contingency solutions, i.e. the HDD construction planning for the long-distance pipeline, the 

settlement monitoring crossing under roads, the bit balling phenomenon encountered in mudstone, an auxiliary method 

with casing and auger in cobble layer, and the pilot drilling in the directions technique. It is hoped that the paper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HDD projects. 

Key Words：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 gravel and cobble, HDD underground Intersects, 

bit b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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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DD工法 

水 平 導 向 鑽 掘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HDD)工法，國內又稱潛鑽工法，屬

免開挖工法之一，與傳統的明挖工法埋設管線

相比，HDD工法則透過鑽掘技術來穿越障礙

物，並鑽掘出一適合拉管的孔道後，再將管線

拉入孔道內，從而達到埋設管線的目的。此工

法具有不需大規模開挖、不影響地面交通以及

施作工期短等優點。國內於八十年代開始採用

HDD工法舖設小口徑短距離之公用管線，主

要應用在穿越河川、港區航道、道路、橋梁與

既有地下構造物等的污水管、油管、電力、電

訊電纜線等地下管線佈設，亦有應用在海水取

水管與海底電纜穿越海堤段的佈管施工。  

採HDD工法技術進行管線佈設工作可分為

前期規劃設計、施工前置作業、施工階段及現

場復原等四個主要步驟。HDD施工過程可分為

導孔鑽掘、擴孔及拉管等三個主要作業階段(如

圖一)，先以鑽機配合穩定液，藉由導向系統引

導鑽頭依設計線型鑽掘至規劃鑽出點完成導孔

鑽掘，再以不同尺寸的擴孔器沿導孔反復擴孔

與修孔直至設計孔徑，最後以拉管器將準備好

的管線拉入孔道內，即完成該段佈管作業。 

 
圖一  HDD施工流程示意圖 

HDD前期規劃設計是整個管線工程的最

重要階段，必須綜合考量待佈設管線尺寸、穿

越地層特性、地形條件、河道沖刷及水文資料、

既有或計畫中埋設管線或箱涵之位置深度、佈

管腹地空間等。在上述因素條件下取得平衡並

完成穿越線型規劃設計。其中地質調查工作尤

其重要，工程師必須瞭解規畫線型中不利於施

作HDD工法的地質條件，減輕或避免不良地層

對施作HDD工程產生的負面影響。地質條件對

HDD工法施工的可行性評估如表一所列。 

表一  地質條件對HDD工法施工的可行性評估 

(Watson, 1995) 

地層類型
礫石含

量(%)
HDD施工可

行性評估 
說明 

黏性土 - 可行-極可行

極軟弱土層易引起控向困難

導鑽時可能發生回漿堵塞 
軟硬土層交界處鑽頭易偏阧

砂性土 0-30 可行-極可行
穿越非常疏鬆砂土或遭遇碟

石可能影響控向操作及精度

礫質砂土 30-50 勉強可行 
礫石可能影響控向操作及精

度、必須調配適合的鑽掘液

砂質礫石 50-85 可行性極低 
控向精度難以掌握 
施工風險大，需採行輔助工法

卵礫石 85-100 不可行 
以現有的技術與經驗，施工風

險極大，應避免 

岩層 - 不可行-極可行 軟硬岩層交界處鑽頭易偏斜

施工前置作業包括工區配置與施工動線

規劃、鑽入側與鑽出側(又稱管串側)之施工用

地及用水取得、整地作業、鑽掘設備定位、泥

漿 (鑽掘液 /鑽孔穩定液 )拌合及泥漿處理設備

安裝、棄土處置規劃、工作坑開挖等。  

導孔鑽掘 (簡稱導鑽 )作業係利用鑽掘設

備 (如：HDD鑽機、鑽桿及鑽頭等 )與導向系統

依照設計線型軌跡中各參數 (如：鑽入 /鑽出角

度、彎曲段曲率半徑、水平段覆土深度與障礙

物淨距等 )進行導孔的鑽掘。在整個導鑽作業

過程中，在操作室內的操作員 (driller)與導向

員 (surveyor)透過鑽機所回饋的推力及扭力

等物理參數，及鑽頭後方測量探測發射儀

(survey probe)回傳的訊號，透過導向系統隨

時對鑽頭進行定位監控，以瞭解目前鑽頭所在

位置，再就與設計線型的差異，針對鑽掘參數

與掘進方向作適當的調整。  

擴孔作業係指導鑽結束後，透過回拉一次

或多次不同尺寸及類型的擴孔器進行孔洞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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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至設計最終孔徑的過程。在前期規劃設計階

段中，需先針對穿越線型的地層條件、穿越長

度及舖設管線之直徑，以決定執行擴孔的次數

與選擇適合擴孔器的類型，並於實際擴孔作業

時作適當的調整。當最後一次擴孔作業完畢

後，一般會再回拉一回擴孔器 (其尺寸介於待

回拉管線直徑與最終擴孔器尺寸間 )，稱為洗

孔作業，用以清除孔內殘留的土渣，確保拉管

前孔壁之完整性。  

拉管作業係指完成擴孔與洗孔作業後，將準

備好的管線由鑽出點沿孔洞回拉拖曳至鑽入點

完成佈設管線的過程。在前期規劃設計階段中，

需先行評估回拉管線所需的拉力以配置符合規

格的鑽機及鑽桿，並依佈管場地空間來規劃拉管

時吊車之位置與管線預定起昇高度，以製造出最

有利的懸吊曲線來進行拉管。另外在拉管作業

前，待回拉管線需先完成銲接處理(鋼管)或熱熔

搭接(PE管)，並完成業主規定之相關試驗。 

管線完成佈設後，先將兩側工作坑內廢棄

土渣泥漿清理，再依照業主與相關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管線路徑測量 (如：慣性定位儀 (OMU)

檢測 )、清管、壓力測試、密封、警示帶舖設、

回填夯實、地表或路面復原等。  

二、工程概述 

2.1 工程簡介 

「台中廠二期投資計畫」中26吋陸上輸氣

管線工程 (以下簡稱本工程 )採HDD工法佈設

共計四段，分別為A段穿越台中港港區航道 (長

度約1,419m)、B段穿越山腳大排與龍井支線

(長度約798m)、C段穿越大肚本圳與大肚抽水

站排水箱涵 (長度約705m)、D段穿越烏溪 (長

度約709m)，四段全長共約3.6km。四段HDD

工程位置如圖二所示。  

 
圖二  各段HDD工程位置平面圖 

2.2 地質概要 

本工程工址之區域地質主要為全新世沖積

層及階地堆積層、更新世之頭嵙山層及卓蘭

層。依本工程地質調查(萬鼎工程,2015)資料顯

示，A段地質主要以粉質砂土與粉質黏土為主，

SPT-N值介於30~40；B段地質與A段相似，主

要仍以粉質砂土與粉質黏土為主，N值介於

50~60；C段地質在回填層下有厚度約12~15m

的卵礫石層，其下方地層以粉砂岩與泥岩互層

為主，N值介於50~80；D段地質與C段相似，

在地表回填層下有厚度約 12~14m的卵礫石

層，其下方地層為粉砂岩與泥岩互層，N值大於

100。其中C、D段卵礫石粒徑約5~30cm，卵礫

石含量75％以上，在HDD工法適用性上屬不良

的地質條件，需以輔助工法穿越此卵礫石層。 

根據鑽探資料顯示，本工程四段HDD工

區地質描述與地下水位整理如表二所列。  

表二  各段HDD地質描述與地下水深度 
HDD段 地層描述 N值 地下水深度(m)

A段 粉質砂土/粉質黏土 30-40 約地表下4m 
B段 粉質砂土/粉質黏土 50-60 約地表下2m 

C段 
卵礫石 >100 

約地表下4m-9m
粉砂岩與泥岩互層 50-80 

D段 
卵礫石 >100 

約地表下7m-8m
粉砂岩與泥岩互層 >100 

三、HDD基本設計與施工機具 

3.1 基本設計 

3.1.1 鑽掘路徑線型設計 

在規劃HDD鑽掘路徑線型時，設計者必

須考量到業主的安裝成本、施工可行性及安全

性，以確保施工時不傷及管線本身與管線設計

使用壽命，不影響鄰產安全，降低對環境與交

通衝擊。  

HDD的路徑線型一般是由多段直線與曲線

所組成(如圖三所示)，路徑線型軸線應盡量維持

在同一平面上，以利於導鑽施工的線型控向。 

鑽入點α β

R R

鑽出點

下降直線段

下降彎曲段 水平段

爬升直線段

爬升彎曲段

h

 
圖三  HDD線型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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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路徑線型應根據地質、地形條件和穿

越管線的材質、管徑妥善設計。國內目前尚無

部頒的HDD設計與施工規範，均參考國外相關

規範執行，如國際管道研究協會 (Pipeline 

Research Council International, PRCI)(1995)
建 議 的 鋼 管 管 線 鋪 設 設 計 指 引 (PRCI 

PR227-9424)、美國材料試驗協會(1999)適用於

PE管線鋪設的設計指南(ASTM F1962-99)、中

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2014)「水平定向鑽法

管道穿越工程技術規範(CECS 382:2014)」等，

表三與表四所示為前述規範針對HDD路徑線型

參數的建議值。本工程26吋鋼管水平導向鑽掘

線型設計主要參照PRCI設計指引進行，各段

HDD線型設計規劃如圖四~圖七所示。 

鑽入角 (α )主要受限於水平鑽機設備的限

制，一般設定於水平8°到20°之間；鑽出角(β)

必須考量到回拉管線時的入口角度，過陡則管

線導入高度太高造成施工困擾，通常大管徑管

線的鑽出角以小於10°為宜。彎曲段的最小曲率

半徑(R)取決於佈設管材的撓曲勁度及管徑，為

利於管線佈設，本工程鑽掘路徑線型的最小曲

率半徑以1200倍的鋼管直徑為限。水平段的  

表三  HDD線型設計參數建議值(鋼管) 
規範 CECS 382 PRCI 

參

數 

 8°~18° 8°~20° 
β 4°~12° ≤10°(大管徑)

R 宜大於1500D，且不應小於1200D 1200D 

h 
穿越道路或建物，依主管機關要求，

若不處理覆土層，則hmin≥5~6D hmin=4.6m 

※D為待鋪設之鋼管直徑；hmin為最小覆土厚度 

表四 HDD線型設計參數建議值(PE管) 
規範 CECS 382 PRCI 

參

數 

 8°~30° 8°~20° 
β 4°~20° ≤10°(大管徑)

R 
D<400mm 

400mm 
≤D<800m

D≥800mm 
Rmin1200Drod

≥1200Drod ≥250D ≥300D 

h 
穿越道路或建物，依主管機關要求，

若不處理覆土層，則hmin≥5~6*D 4.6m 

※D為待鋪設之PE管直徑；Drod為使用鑽趕之公稱直徑；    
hmin為最小覆土厚度；Rmin為建議曲率半徑 

表五  最終擴孔直徑建議值 
規範 CECS 382 ASTM PRCI

管線直徑

(mm) 
D<200 200≤D<600 D≥600 無標明 無標明

最終擴孔

直徑

(mm) 
D+100 D*(1.2~1.5) D+(300~400) 1.5D

D+300或
1.5D

※D為待鋪設之管道直徑 

覆土深度必須足以確保穿越物的安全及佈設

管線的設計壽命，並可避免施工對鄰產及環境

產生不良影響。當穿越河川或航道時，覆土深

度應再特別考量水流沖刷、防止冒漿、疏浚及

錨碇深度等要求。  

3.1.2 擴孔設計 

最終擴孔直徑應根據佈設管徑、拉管長

度、地質條件與鑽機能力決定。一般情況下，

最終擴孔直徑可參考表五設計。擴孔應採取分

級、多次擴孔的方式進行，擴孔過程中，如發

現扭矩、拉力較大，可採取洗孔作業；洗孔結

束後，再繼續進行擴孔。本工程設計的最終擴  

 

 
圖四 Ａ段線型平剖面圖 

 

 
圖五 B段線型平剖面圖 

 

 
圖六 C段線型平剖面圖 

 

 
圖七 D段線型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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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直徑為38吋，分三級 (20吋、30吋、38吋 )

三階段進行擴孔作業。  

3.1.3 回拉力計算 

回拉力估算是選取鑽機設備規格及評估

管線在回拉過程中動態穩定性的重要依據。回

拉阻抗主要由管材自重及由此引致的管材與

孔壁摩擦力、泥漿黏滯阻力及過彎曲段的阻力

效應等三部分組成，其中以管材自重及由此引

致的管材與孔壁摩擦力所佔權重最大，藉由增

加擴徑比 (擴孔直徑 /管材直徑)、彎曲段曲率半

徑或採用浮力控制措施可以有效減輕管材與

孔壁摩擦阻抗，降低鑽機拉力容量。  

目前在業界以及學術界雖有很多關於

HDD回拉力之計算方法被提出，然而其預測

的準確性仍無法讓人完全滿意，需更多的現場

實測資料來回饋修正計算模型。  

本工程係依據國際管道研究學會設計指

引 (PR227-9424)建議，採用Huey et al. (1996)

所提的方法進行回拉力估算。該方法假設最大

回拉阻力發生在拉管的最後階段，忽略地面上

管線的回拉阻力，僅計算鑽孔內管線的回拉阻

抗，並考慮經過彎曲段管材彎曲變形效應所產

生的額外拉力。藉由累加每段直線及彎曲段所

需的回拉阻力從而計算中路徑上任何一個位

置對應的拉力，限於篇幅相關細節請參閱相關

參考文獻。  

表六所示為本工程四段HDD採用PRCI建

議方法所估算的回拉力及管材最大應力比(最大

聯合應力與容許應力比值)，分析結果顯示，回

拉時管線的最大應力均低於管材容許應力，不影

響管線結構安全。鑽機數量的規劃則考量契約工

期需求，採用2部鑽機分兩階段施工，並依計算

回拉力值選用1部350噸鑽機及1部150噸鑽機(設

備容量安全係數約1.5)。鑽桿依契約規定採用新

品，鑽桿材質規格符合API S-135(6-5/8”)，降

伏拉力為400T，抗扭降伏強度17.6 T-m。 

表六  設計與實際最大拉力比較表 

HDD段 長度(m) 
最深覆土

深度 (m) 
設計最大

拉力 (T) 
實際最大

拉力 (T)
管材最大

應力比

A段 1419 35 221 220 0.50 
B段 798 53 127 80 0.40 
C段 705 38 101 42 0.41 
D段 709 25 103 100 0.41 

3.2 施工機具 

水平導向鑽掘 (HDD)工程施工應綜合考

量基本設計結果、地形地層條件、待回拉管線

直徑與長度等因素以準備合適性能規格的

HDD機具以應付施工需求。以下將簡單說明

HDD工程各主要機具設備的功用。  

1. 鑽機 (rig)：鑽機係提供HDD作業過程

中所需之推力、拉力及扭力之動力來源，鑽機

依設計鑽掘線型準確就位是確保管線依設計

線型精確佈設的基礎，鑽機就位時的軸線偏離

或錨固不穩，均將造成後續鑽掘路線的偏移，

甚至導致施工事故。故於鑽機前方應依地質及

最大回拉力等需求設置適當的反力設施 (如鋼

板樁或H型鋼 )，並與鑽機連結固定，以確保

鑽機施工過程的穩定。本工程採用的350噸鑽

機及150噸鑽機照片如圖八所示。  

 
350噸鑽機 

 
150噸鑽機 

圖八  鑽機照片 

2. 鑽桿 (drill pipe)：鑽桿係傳遞輸出動

力的鋼管，與傳統地質鑽探中的鑽桿功用相

似，鑽桿中空的管道可供泥漿與訊號電線通

過。而在HDD作業期間，鑽桿常遭受反覆性

推 /拉力、旋轉鑽進產生的扭矩以及與孔壁的

摩擦撞擊，所承受的複合應力極易使鑽桿產生

疲勞破壞，故需針對鑽桿的外觀與螺牙定期進

行檢查與汰換，以確保施工安全。本工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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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6-5/8”鑽桿與安裝照片如圖九所示。  

  
圖九  6-5/8”鑽桿照片 

3. 鑽頭(drill bit)：為導鑽作業的輸出動

力末端，安裝在首支鑽桿的最前方。透過泥漿

在鑽頭上的噴嘴輸出，可形成高壓噴漿，與鑽

頭切刃齒配合即可進行水力性及物理性的切削

土體或破碎岩層，進而獲得進尺。本工程依據

地層特性分別採用適用土層的銑齒 (MT)鑽頭

及適用岩層的鎢碳鋼(TCI)鑽頭如圖十所示。 

  
          銑齒鑽頭                 鎢碳鋼鑽頭 

圖十  鑽頭照片 

4. 測量探測發射儀 (survey probe)：安

裝 於 導 鑽 鑽 頭 後 方 無 磁 性 環 鑽 桿 (non- 

magnetic collar)內的高精度測量探測發射

儀，此測量探測發射儀可接收大地磁場強度

及鑽頭處環空壓力等數據，並沿訊號電線傳

送至地面上接收器，經由導鑽導引系統軟體

即可計算出鑽頭目前位置其深度、水平距

離、偏移量、曲度、誤差值，以供控制室導

鑽手掌控導鑽線型路徑，來指揮鑽機操作

手，判定下一支鑽桿是否要調整角度之依

據，才能準確地鑽掘出近似設計要求的導鑽

路徑。本工程採用Prime Horizontal Ltd.公

司Para Tracker II 導引系統。  

5. 擴孔器 (reamer)：為導鑽階段結束

後，進行擴孔作業時所使用設備。除可將原孔

洞擴大至設計孔徑外，擴孔器仍提供將孔洞不

平滑處壓實修直的功能，以降低後續拉管阻

力。配合地層特性，本工程擴孔施工分別採用

適用土層的桶式擴孔器(barrel reamer)、飛刀

擴孔器 (fly cutter)以及適用岩層的岩石擴孔

器 (hole opener)，如圖十一所示。  

6. 泥漿回收系統(mud recycling system)：

為將含土渣的泥漿處理回收再利用的設備。其

原理係將施工過程中從地下返回的泥漿，通過

多組振動篩及水力旋流器等將土渣顆粒分離

出，並通過混漿裝置加入皂土及其他化學添加

劑調製至再次使用的性能要求，循環再利用。 

四、遭遇困難與解決對策 

4.1 大深度、高水壓、長距離的海底輸氣管線 

本工程A段穿越台中港港區航道，地質以

粉 質 砂 土 及 粉 質 黏 土 為 主 ， 穿 越 總 長 約

1419m，為避開兩岸既有護岸及計劃中碼頭樁

基礎，穿越最大深處達地表下56m，地下水壓

達5.2kg/cm2，為國內大深度、高水壓、長距離

曲線穿越航道的海底HDD工程首例，在設計與

施工期間遭遇的問題與解決對策說明如後： 

1. 鑽出側泥漿回收問題：鑽出側泥漿回收

常見的方式有二，一是採用密封車運送回鑽機

側，二是於鑽機側與鑽出側間佈設一條回漿

管，以高壓泵送回鑽機側回收處理再利用。為

避免運輸車輛影響交通，本工程四段HDD均採

用回漿管回收泥漿。A段無法於航道上直接舖

設回漿管，故採用HDD工法穿越航道下方佈設

一條6吋回漿鋼管，佈管路徑與26吋鋼管線型

平行間距約8m，以供泥漿回收使用，另藉由回

漿管的鑽掘與導向數據蒐集沿線地質資料與確 

 
桶式擴孔器 

 
飛刀擴孔器 

 
岩石擴孔器 

圖十一  擴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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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導向精度，作為後續26吋鋼管施工參考。 

2. 鑽掘盲區 (drilling blind)：為避開既

有棧橋碼頭，26吋鋼管佈管規畫為三維Ｓ型複

合曲線線型(如圖十二 )，在導鑽控向上困難度

高，有賴精準的測量導向系統。由於現地的護

岸鋼板樁、棧橋鋼管樁與航道中行駛的船舶均

會干擾磁場，導致測量探測發射儀無法獲取真

實的大地磁場數據來對鑽頭進行導引，對導向

鑽掘作業無疑是一大難題。因此，為提高導向

精準度，施工時於兩側陸地上沿設計路徑另舖

設已知座標的地表線圈網 (surface coil)藉放

電構成人造磁場，以與大地磁場定位結果相互

比對，供導鑽手準確掌控路徑。但行經港區航

道段 (長約800米 )仍無法舖設地表線圈，形成

導向鑽掘盲區，所幸依6吋回漿管施工經驗，

透過鑽入側人造磁場的複測比對，配合有經驗

的導鑽手與先進的導引系統，於穿越航道後鑽

掘路徑尚可控制在地表線圈網範圍內，為避免

影響船舶進出，故施工時未採手持式定位追蹤

儀輔助導向，直接由導引系統導向鑽掘至對岸

地表線圈舖設區域後，即藉由人造磁場進行定

位測量，再以其誤差為修偏基準，透過回拉鑽

桿將鑽頭退回至設計路徑處重新鑽掘，終於克

服 鑽 掘 盲 區 問 題 ， 導 鑽 線 型 的 偏 移 量 為

2.06m，比契約規定容許的3m偏差更精準。  

3. 管線回拉作業無法連續施工：A段總長

約 1419m，但現地焊接管線工區長度僅約

800m，管線必須分為兩段，拉管作業於第一

段管線拉入鑽孔後，必須中斷待管線完成續

接、焊道檢驗與防蝕包覆後，始得繼續，過程

中雖仍維持孔內泥漿循環，但因穿越距離長，

粉質砂層坍孔風險高，為此採取下列防範措施： 

(1) 為確保鑽掘與拉管順暢，避免穿越角

度過大而導致管線回拉塌孔，減少回拉時孔壁

對管道的摩擦阻力，鑽出角設計為10°。  

(2) 選用進口高效皂土，並依地下水與地

層特性，添加適當比例的增粘劑與分散劑等調

製成具適當粘度與流動性的泥漿，確保泥漿具

有良好的懸浮能力，以攜帶土渣、潤滑鑽具、

降低回轉扭矩及穩定鑽孔防止孔壁崩坍。  

(3) 擴孔尺寸由38吋增加至42吋，分三階

段分別採用24吋桶式、30吋飛刀及42吋飛刀

擴孔器擴孔，回拉前再以40吋桶式擴孔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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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Ａ段鑽掘路徑線型平剖面圖 

2次洗孔，以盡可能減少孔洞內的土渣，減小

回拉阻力，擴孔後內填充泥漿，減少上浮之額

外摩擦力。  

(4) 焊接技術優良的焊工、放射線照相檢

驗 (RT)設備、RT底片判讀人員及覆判人員、

防蝕保護施工班等均於現場待命，以期無縫接

軌連續作業，縮短拉管作業停頓時間。  

經過事前周密的準備，管線續接仍使拉管

作業中斷近6小時，當再次啟動拉管時，拉力

由中斷拉管前的100噸劇增至186噸，其後隨

著拉入管線長度增加而遞增，最終拉管力達

221噸，研判於管線續接期間部份孔壁已發生

坍孔並埋覆管線，導致拉管阻抗增加。惟整體

而言，施工過程所採取的各項防範措施已成功

發揮預期成效，最終拉管力仍控制在350噸鑽

機容許拉力容量內。  

4. 拉管路徑橫越港區30m主要道路：考量

此主要幹道重車進出頻繁，無法於施工期間採

行封路或改道，故於拉管作業前架設三組6m高

托管滾輪 (如圖十三 )，拉管時管線採架高方式

跨越，以確保拉管作業期間車輛正常運行。 

中
南
一
路

(

往
南)

中
南
一
路

(

往
北)

 
圖十三 高架托管滾輪 

4.2 繁忙公路上的HDD施工 

本工程B段位於交通繁忙的台17線上，佈

管路線穿越山腳大排、龍井支線及臨港二號橋

下方，HDD長度約798m，最大覆土深度約

53m。道路主管機關除要求施工期間維持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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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三車道通行外，特別要求管線埋設位置的

水平偏差不得大於1.5m，作業期間廠商需定

期監控路面沉陷狀況。針對導鑽路徑精度與施

工沉陷控制因應作為及成效，說明如下：  

1. 導鑽路徑精度控制：B段的平面線型因

順應道路線型在南段為曲線 (參見圖五 )。由於

導鑽起始段應至少有20m長的直線段，為利於

導鑽控向精度及管線回拉順暢，導鑽鑽入點及

管線焊接工區均選擇在北端，導鑽完成後再將

鑽機移至南端進行擴孔及回拉作業。導鑽前先

沿設計路徑全線佈設地表線圈網，藉人工磁場

對鑽頭進行定位，以準確地掌握鑽掘路徑，並

適時調整鑽掘角度與方位以達到預定的精度。

B段導鑽結果水平位置偏差值均在1.5m內。 

2. 施工沉陷控制：為減少施工引致的道

路沉陷，泥漿配比於施工中均配合鑽掘地質做

適當調配，透過提高泥漿流變性能及黏度等措

施，提高泥漿的攜渣能力與造壁性，以確保孔

內土渣充分攜出與穩定孔壁防止崩塌。另外泥

漿泵入流量也配合孔徑、鑽頭埋深與鑽進速度

的變化調整，避免孔內壓力過大導致地層水力

破裂，發生地面隆起或冒漿情形影響交通。施

工期間於龍井支線路面上量測得最大沉陷量

為2mm；而山腳大排路面上的沉陷量則隨著

鑽掘孔徑擴大而增加，最大沉陷量約6mm，

均遠低於警戒值(35mm)，顯示施工控制得宜。 

4.3 卵礫石層與岩層穿越 

本工程C段及D段分別穿越大肚抽水站排

水箱涵及烏溪，穿越的地層主要為卵礫石層及

砂頁岩與泥岩互層，卵礫石層厚約12~15m，

礫石含量在75%以上，最大粒徑約30cm。施

工中遭遇的問題與對策，說明如下：  

4.3.1 卵礫石層穿越 

本工程基址的卵礫石層其基質材料以砂

性土壤為主，膠結性不良，自立性差，水平導

向鑽掘期間，可能因卵礫石坍落，造成管線回

拉困難，因應此特殊地質，設計時曾就地質改

良固結卵礫石層、挖除置換及打設套管隔離等

方案評估，考量卵礫石層深度與組成，最終採

用 ”工作坑降挖8m+夯管工法設置隔離套管 ”

的組合穿越方案。  

於兩側工作坑處先依設計鑽入及鑽出角度

開挖坡道至地表下約8m移除淺層礫石層，於坡

道打設PC並依設計線型舖設導軌後，將42吋隔

離套管、氣動錘(標稱夯擊力2400噸)依序吊入

放置在導軌上，並連結固定 (如圖十四 )，以空

壓機泵送高壓空氣驅動氣動錘，利用氣動錘的

衝擊力夯擊套管，使前端的加勁刃口得以貫切

土體，並克服卵礫石層與套管的摩擦力，使套

管不斷貫入卵礫石層。夯擊過程中須定期量測

套管的貫入角度，以確保符合設計線型。待第

一節套管達預定深度後，卸下氣動錘，以螺旋

土鑽取出管內礫石 (如圖十五 )，然後再吊入下

一節套管銲接後，以氣動錘夯入，依次循環直

至隔離套管已完全穿越卵礫石層。之後於套管

內安裝定心器 (如圖十六)，確保鑽頭與鑽桿均

位於套管中心，以利後續導鑽作業。C段及D

段隔離套管設置長度如表七所列。 

氣動錘

42”套管
高壓管

 
圖十四 外套管夯擊作業照片 

卵礫石
取出

42”套管
螺旋鑽

 
圖十五 螺旋鑽取出礫石 

42”套管

定心器

 
圖十六 定心器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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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C段及D段隔離套管設置長度 
HDD段 鑽入側 鑽出側

C段 
卵礫石厚度 12m 15m 
隔離套管長度 43m 40m 

D段 
卵礫石厚度 12m 14m 
隔離套管長度 29m 45m 

4.3.2  D段砂頁岩與泥岩互層穿越 

由於卵礫石層隔離鋼套管會影響周邊的大

地磁場，鑽頭在接近鑽出側的套管時，導向系統

無法正確導向，導致鑽頭很難由套管中心鑽出，

故鑽出側的套管規劃於導鑽完成後，再沿鑽桿方

位夯入隔離套管，以確保擴孔與拉管無虞。因

此，Ｄ段於鑽入側完成套管設置及沿線地表線圈

網作業後，隨即採用350噸鑽機啟動導鑽作業，

惟鑽至鑽出側直線段鑽桿爬升遭遇卵礫石層

時，鑽掘過程發生鑽掘角度大幅上仰且無法修正

的情況(如圖十七)。研判為卵礫石層礫石排列呈

覆瓦狀結構，鑽頭在卵礫石層內進行低角度鑽

掘，易使鑽頭往覆土壓力較小的上方偏移，且

隨著鑽進長度增加，鑽頭徧離設計路徑的幅度

越大，致最終以大仰角鑽出到達對岸工作坑。 

#66 砂頁岩 /泥岩

卵礫石層42吋套管

#65

鑽出側

 
圖十七 偏離設計線型示意圖 

為避免鑽出角度過大，以致拉管階段風險

提高，隨即將鑽頭回拉約110m，退回至砂頁岩

/泥岩層內，並依原設計線型進行鑽出側隔離套

管設置，將套管貫入至卵礫石層與砂頁岩/泥岩

的界面下。另安排150噸鑽機至鑽出側，由鑽出

側進行反向導鑽作業，藉人工磁場及精密導引

系統進行鑽頭定位，逐步導引向鑽入側的鑽頭

停留位置平緩趨近，透過測量探測發射儀及鑽

掘推力等資訊回饋，確定鑽頭順利銜接原鑽入

側鑽掘路徑後，鑽入側鑽頭開始回退，鑽入側

鑽頭則沿既成的導鑽孔道鑽進到達鑽出側(如圖

十八)，成功完成國內導孔對接施工的首例，解

決長距離導鑽定點鑽出的施工技術難題。 

4.3.3  C段砂頁岩與泥岩互層穿越 

C段接續於 D段後施工，地質與 D段相

似，故同樣採用導孔對接施工方式進行導鑽作

業。惟從鑽出側執行反向導鑽，經數次嘗試鑽

掘路徑均向下偏離，始終無法銜接至原鑽入側

鑽掘路徑，研判鑽出側套管外地層經多次鑽掘

後已被過度擾動軟化，無法提供足夠反力供導

鑽作業修正方向。因此，將鑽出側鑽頭回退，

並針對遺留的孔洞進行水泥砂漿灌漿回填作

業。隔日重新啟動導鑽作業，即順利銜接原鑽

入側鑽掘線型，完成導孔對接作業。  

4.3.4 鑽頭包泥問題 

本工程D段卵礫石層下方為砂頁岩與泥

岩互層，當導向鑽掘至第35支鑽桿 (水平段線

型 )時發生鑽頭無法進行控向的情況，經多次

回拉鑽桿重鑽仍未改善，因此抽出全數鑽桿及

鑽頭，始發現鑽頭外緣與角度肘 (bent sub)前

段被泥岩包覆 (如圖十九)，即一般所稱的鑽頭

包泥現象 (bit balling)。形成原因為泥岩或黏

土吸水後其可塑性增加，當鑽頭在水平段孔洞

往前旋轉掘進時，前方鑽頭持續刮削在孔壁上

的泥岩，而高塑性的泥岩會黏附在鑽頭的外

緣，當鑽頭選擇不當或泥漿性能不佳以致無法

適當清潔鑽頭帶出鑽屑時，將造成更多的泥岩

或黏土包覆在前方鑽具上，最終導致控向失效

並失去鑽進能力。  

鑽頭
(鑽出側)

鑽頭
(原鑽入側)

圖十八 兩側鑽頭對接照片 

 
圖十九 鑽頭包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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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鑽頭包泥問題，經重新調整泥漿的性

能，在泥漿中添加適量的界面活性劑，降低泥

岩或黏土對鑽具的黏著性，成功克服鑽頭包泥

問題，重新獲得進尺。  

4.3.5 管線佈管焊接工區用地不足 

D段佈管總長712m，受限於烏溪高灘地

用地，管線焊接工區無法以直線佈設，故除接

近鑽出端維持至少80m直線佈設外，其餘採曲

線佈管 (R=200m)及拉管 (如圖二十 )，以克服

用地問題。拉管時於管線下方沿線每12m佈設

一組地面型滾輪支承，並在曲線段前中後各配

置一台吊車以吊車型滾輪控制回拉過程中離

心力可能之外甩影響。實際施工期間管線受地

面型滾輪束限，外甩現象並不明顯。  

 
圖二十 曲線佈管焊接 

五、結論與建議 

1. 本工程穿越台中港航道的三維Ｓ型複

合曲線鑽掘，由於事前依據地質、航道鑽掘盲

區、拉管無法連續等問題詳細評估，謀求改進

解決對策，並根據6吋回漿管穿越經驗回饋，

使輸氣管線的導鑽能順利克服航道區鑽掘盲區

問題，並在拉管段6小時後管線拉仍可一次回

拉成功，規劃作業模式與案例經驗值得參考。 

2. 本工程在進行上覆厚層卵礫石的岩層穿

越時，採用“工作坑降挖+氣動錘設置隔離套管

+導孔對接技術”的組合穿越方案，成功完成國

內導孔對接施工首例，解決長距離導鑽定點鑽

出的施工技術難題，施工中並配合地層特性適

時適性調整泥漿配比，成功排除泥岩層導鑽時

卡鑽、擴孔下沉等問題。相關施工經驗與解決

對策可供日後類似工程設計及施工參考。 

3. 在泥岩、頁岩等黏土成分較高的岩層

鑽進，由於此類岩石易吸水軟化，出現鑽頭包

泥現象，進而可能造成卡鑽無法鑽進，在此類

岩層中鑽進需特別注意泥漿調製，應盡量降低

泥漿的漏失量，並添加適量的界面活性劑，降

低泥岩或黏土對鑽具的黏著性。  

4. 鑑於目前台灣大型的HDD工程案例

不多，本土施工廠商大多僅能執行小口徑短距

離且穿越一般土層的工程規模，而未來國內離

岸風力發電近岸海纜施工，大多將採用大口徑

之HDD工法。雖管串作業 (銲接、慣性定位測

量及清管試壓等 )可由本地廠商承接施作，惟

大口徑長距離的HDD主體工程本土化與專業

人才培訓上仍有發展空間。建議未來應針對離

岸HDD工程、30吋以上鋼質管線拉管作業時

的浮力控制技術、拉力計算參數本土化等議題

作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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