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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類型 

拱壩 重力壩 

重力拱壩 重力式攔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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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 

一般而言，較土石壩耐久性高 

較能抵抗溢頂之作用而不致損壞，但可能 

   因溢頂水流沖刷壩基座岩盤而導致失穩 

損壞的狀態較不易察覺，惟失穩或損壞可 

   能於短時間內發生 

主要之損壞較易發生於壩基座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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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常見之缺陷 

壩體混凝土開裂、膨脹、剝落或老劣化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 

  －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 

  －超張應力 

壩體沉陷或變位過大 

  －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足 

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4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之成因 

鹼骨材反應(Alkali-Aggregate Reaction, AAR) 

硫化物侵襲(Sulphate attack) 

配比不佳/施工品質管制不良 

骨材強度不足/不適用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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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骨材反應 

水泥中之鹼性離子+ 

   骨材中之矽離子 

    膠結體 (gel) 

    膠結體+水份  

    膨脹 

造成混凝土膨脹、開裂、 

   喪失整體性外觀 

特徵 

   1.混凝土面有白色物析出 

   2.特定型式之裂縫分佈 
  6 

 



硫化物侵襲 

臨近土壤或水份中 

   含有硫化物+混凝土 

   抗硫能力不足 

混凝土膨脹、開裂 

   或表面劣化 

特定型式裂縫、混 

   凝土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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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不佳/施工品質管制不良 

過時設計、試驗或施 

   工方法 

施工品質管制不良、 

  混凝土強度不足、低耐 

  久性、升層縫或施工縫 

  連結不佳 

造成混凝土開裂或剝落、 

  混凝土受壓碎裂、混凝 

  土性質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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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材強度不足/不適用骨材 

骨材抗壓強度不足、骨 

   材吸水性過高、骨材不 

   潔、骨材熱力性質不佳 

水泥漿與骨材膠結不良 

造成混凝土開裂或剝落、 

   混凝土受壓碎裂、混凝 

   土性質劣化 

 

骨材強度不足 

不適用骨材 

頁岩吸水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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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1/3) 

塑性收縮裂縫 

  形成原因：混凝土表面乾燥較
快而產生收縮導致裂縫產生(濕度
變化) 

  發生時機：發生於混凝土凝
結前，屬早期裂縫 

  裂縫主要特徵：形狀不規則，
深度一般較淺，多為中間寬兩端
細，且長短不一，互不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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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2/3) 

乾燥收縮裂縫 

  形成原因：混凝土養護不當，
受天候影響表面水損失快，體積
收縮大，表面收縮受內部束制而
出現開裂(濕度變化) 

  發生時機：於混凝土硬化後，
大約在澆置後3個月發生，隨齡期
增長而持續發生 

  裂縫主要特徵：寬度較細，
走向縱橫交錯而無規則性，大體
積混凝土在平面較為多見，開口
部位亦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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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3/3) 

溫度裂縫 

  形成原因：表面溫差或內外溫
差過大產生收縮(溫度變化) 

  發生時機：表面裂縫發生在
施工期間，深層或貫穿裂縫多發
生在澆 置完成 2~3星期或 更              
長期間(多在3個月內即會發生) 

  裂縫主要特徵：表面裂縫走
向無規則性，大面積裂縫常縱橫
交錯，開度多在0.3mm以下；深層
或貫穿裂縫一般與短邊平行，開
度多在0.5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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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張應力 

受到巨大外力(如地震、
爆炸、大量土石、洪水或
湧浪等)作用，產生之張
應力超出混凝土強度而發
生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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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常見之缺陷 

壩體混凝土開裂、膨脹、剝落或老劣化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 

  －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 

  －超張應力 

壩體沉陷或變位過大 

  －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足 

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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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
足之成因 

岩盤抗壓強度或變形模數過低 

岩盤存在大型弱面(層縫、節理、斷層等) 

岩盤透水性過大或滲流情形明顯 

岩盤溶水性過大或易受水流沖蝕 

抵抗溢頂水流沖蝕之能力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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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岩盤強度或變形模數過低 

St. Francis Dam 

(H=56 m) 

壩基存在軟弱剪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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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岩盤含有大型弱面 

壩基岩盤斷層通過 

壩座存在層縫及脫力裂縫 壩座存在大型層縫 

壩基岩盤裂隙與節理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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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盤透水性過大或滲流情形明顯 

抵抗溢頂水流沖蝕之能力不佳 

壩基滲漏 

壩基沖刷 壩基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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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常見之缺陷 

壩體混凝土開裂、膨脹、剝落或老劣化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 

  －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 

  －超張應力 

壩體沉陷或變位過大 

  －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足 

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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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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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常見之缺陷 

壩體混凝土開裂、膨脹、剝落或老劣化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 

  －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 

  －超張應力 

壩體沉陷或變位過大 

  －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足 

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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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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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常見之缺陷 

壩體混凝土開裂、膨脹、剝落或老劣化 

  －混凝土強度及耐久性不足 

  －混凝土養護或溫度控制不佳 

  －超張應力 

壩體沉陷或變位過大 

  －基礎岩盤強度、穩定性及水密性不足 

混凝土流水面沖蝕損壞 

壩體分塊張開或錯動 

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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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體滲漏及碳酸鈣等析出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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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壩檢查區域 

壩基及壩座岩盤 

  －拱壩特別注意壩座岩盤 

  －重力壩特別注意壩基岩盤 

上游及下游壩面 

壩體基礎或通達廊道 

壩頂及其與壩座交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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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基及壩座岩盤檢查重點 

潛在不穩定岩楔 

岩盤位移之跡象 

  －裂隙、沉陷、岩塊突出或掉落 

滲水量是否增加(相較之前相同庫 

   水條件) 

滲水中是否夾帶細料 

岩盤沖蝕情形 

推力墩(人工壩座)之 

   穩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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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及下游壩面檢查重點 
裂縫 

混凝土表面缺失 

  －剝落、爆出、磨損、穴蝕、化損 

  －蜂窩、爆模、層化、鬆散 

滲濕及碳酸鈣沉積 

升層縫或施工縫開裂情形 

分塊收縮縫張開或錯動情形 

植物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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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體基礎或通達廊道 

裂縫 

接縫張開或錯動情形 

排水孔 

  －排水(堵塞)情形及排水量 

  －碳酸鈣或銹染沉積程度 

裂縫或接縫滲水情形 

排水孔或滲漏處是否有細料或泥砂攜出 

混凝土表面缺失 

  －剝落、爆出、化損 

  －蜂窩、爆模、層化、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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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頂及其與壩座交接處 

裂縫(延伸至上游或下游) 

分塊接縫張開、錯動(垂直或水平) 

壩體與壩座交接處情形 

混凝土表面缺失 

  －剝落、爆出、化損 

  －蜂窩、爆模、層化、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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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檢查 

時機與目的 

   對於壩體及附屬結構位於水下無法以目視或
偵測儀器檢查的部分，必要時得藉助水中攝影
及潛水人員以手觸方式進行檢查，以瞭解壩體
長期隱藏在水面下之結構缺失或基礎淘刷情況 

檢查作業 

  1.以潛水夫以水中攝影機及觸摸方式進行全

程攝影記錄，同時就明顯損壞處進行靜態拍攝
照片，以為輔助評估之用 

  2.一般多用於發電進水道、河道放水道進水口
結構與攔污柵等、閘門上游面及落水池、靜水
池底版等處，若空間太小人員無法進入施作，
則改採水中遙控攝影機(ROV)進行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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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檢查重點 

壩體上游面 

   1.與基礎及壩座岩盤交接處是否淘刷或張開 

   2.混凝土表面狀況(沖刷、撞擊損壞或裂縫) 

   3.壩前淤積及雜物堆積狀況 

      (量測堆積高程) 

落水池及靜水池 

  1.底版沖刷、磨損及淤積程度 

  2.底版與壩趾及底版與河床交接處狀況 

  3.底版與側牆(或護岸)交接處狀況 

  4.混凝土表面狀況 

  5.落水池或靜水池尾檻或副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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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堰面磨損 

閘墩與堰體交接處
破損 

底版與側牆交接
處淘空破損 

底版沖刷損壞 



水中檢查重點 

進水口結構 

   1.與基礎或岩盤交接處是否淘刷或張開 

   2.混凝土表面狀況(沖刷、撞擊損壞或裂縫) 

   3.攔污柵是否變形、斷裂或銹蝕 

   4.進水口或攔污柵前方淤積或雜物堆積情形 

      (量測堆積高程) 

   5.閘門門框等構件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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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污柵變形扭曲 

進水口柵條支撐柱
斷裂 進水口前方雜物堆積 



混凝土壩檢查結果影響初步研判 

拱壩 
   二側壩座岩盤無不穩定岩楔或推力墩 

   壩體分塊收縮縫未張開或錯動 

   壩體未形成獨立區塊 

      壩體基本上無安定問題 

   混凝土缺失、老劣化或滲水 

      壩體無立即性之危害，惟耐久性及抗震能力將受影響 

重力壩 
    壩體分塊收縮縫未張開或錯動 

    壩體分塊未明顯沉陷且基礎排水正常 

    壩體與壩座交接處無張開或錯動 

      壩體基本上無安定問題 

    混凝土缺失、老劣化或滲水 

      壩體無立即性之危害，惟耐久性及抗震能力將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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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碳酸鈣沉積(白華)之影響 

形成原因 

   裂縫或升層縫開裂成為水份之滲流通路，而在水份滲出同時將混凝
土中的氫氧化鈣Ca(OH)2攜出，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CO2生成碳酸鈣
CaCO3，乾燥後析出沉積便形成白華 

影響評估 

   1.一般白華並不會影響混凝土短期之強度，但大量之白華代表該處混
凝土搗實不良或有開裂滲漏，也容易造成混凝土中性化，使混凝土失
去保護鋼筋生銹的作用，影響混凝土結構之耐久性 

   2.由於白華一般屬於局部現象，對於巨積的混凝土壩而言，壩體混凝
土因白華而導致嚴重中性化之可能性很低，同時內部鋼筋配置數量也
很少，不太可能造成嚴重之鋼筋銹蝕，因此白華對壩體安全基本上並
無太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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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檢查作業之執行 

檢查類型與時機 

   1.定期檢查：一定週期進行之目視巡視檢查 

   2.不定期檢查：特殊事件(如地震、颱風、暴雨、較大排洪等)後進行 

                              之檢查 

   3.特別檢查：針對特定異常缺失或區域進行深入之檢查、調查或探測 

      各類型之檢查重點有所不同，其所用工具或方式也不同，應各別規
定並視需要進行調整 

檢查作業要點 

   1.適當之檢查表格 

   2.適當之檢查工具與方式(照相機、望遠鏡、測縫規、捲尺等) 

   3.詳實之紀錄(缺失發現時間、狀況描述、量測或照相，必要時錄影) 

   4.先前檢查結果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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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