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H-RAIN

吸管排水技術
The DH-RAIN Straw Drainage Technology我們只是在創造土地– 供城市排水及保水The LAND is the only thing we can create- for city drainage and water retentionDate: 2014-10-31

DH-RAIN技術
100%台灣研發Create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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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讓下在「這個都市的雨」 ，

��透過「我們的發明」 ，

���留在「這個都市的土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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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雨+缺水 的台灣

• 台灣有豐沛雨量，年約2,510 mm，
是全球平均降雨量的2.6倍；

• 但每人每年平均可得的水資源約
4,500 m3，卻只有全球平均的1/6，
被列為缺水國家。



4

• 台灣河川短且陡，降雨迅速排入海中，
擷取利用頗為不易；

• 台灣降雨季節乾濕分明、降雨區域不平
均造成水資源儲存不易，而且調配困
難。

• 極端氣候如颱風和洪災、乾旱所造成的
災害頻繁，往往對水資源供給面造成極
大的衝擊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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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0年以來，平均年雨量並未出現顯
著的變化，總降雨時間卻顯著下降，豪
大雨頻率則呈現增加趨勢，但部分區域
反而可能會有缺水的危機。

(摘自:柳中明/氣候變遷威脅台灣水資源)



6

重點：

1. 台灣多雨，但雨水卻迅速排入水溝及大海。

2. 氣候變化：短期間的強降雨頻率增加，且增
強；洪災增加+增大。

3. 人為因素：土地有限、都市化、過度開發、
地下水超抽利用、及生活舒適程度提升、百
姓抗爭、等等，都使我們很難改善水資源的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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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遺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多雨，卻常有水災，

多雨，卻常有乾旱或缺水發生。



8

二、現有的改善方法

• 簡單列舉一些在「都市」中普遍的改善
方法。

(我們日常也經常看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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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行道鋪透水磚
• 利用低荷重的人行道，增加透水面。

但，真的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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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鋪面下，使用鋼筋水泥的硬底(2014街景-高雄市)
人行道完成後，您可能不知道它的雨水入滲功能，幾乎為零(2014街景-高雄市)說明：這種情形普遍存在台灣都會區，並不限定那一個城市，都有相同的作法。因為若使用底部鋪沙的人行道，容易凹陷，造成維護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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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道雖是低荷重設計，但停車佔用、
行駛(含機車)、等行為普遍存在。

行人普遍利用，若有凹陷，除會增加維
護工作，市民的投訴量也不少。

作成硬底不透水，也是不得不然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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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車場鋪植草磚

• 有效的增加綠地、及入滲土地面積。
但，在都市中能有多少土地可以這樣子
被利用呢？
(用途侷限)

圖片摘自: 林憲德等-國民中小學綠建築設計規範之研究



13

3.道路採用透水性鋪面

• 透水性舖面定義：
使雨水通過人工鋪築
多孔性舖面，直接滲
入路基，而具有使水
還原於地下之性能。摘自:WERC水環境研究中心-透水性舖面介紹 網站
http://www.cc.ntut.edu.tw/~wwwwec/eco/pervious_pave

ment/pervious_pavement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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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愛園區 (聯合報 2014-4-30)…..高雄市政府有意挖除大愛園區道路連鎖磚，全面改鋪柏油路面，引發園區居民反彈，認為決策過程不透明，而且要花1億5千萬元把好好的路面挖掉，浪費錢又不環保。養工處表示，考量大型遊覽車經常出入，柏油路面比較耐用，只整修主要道路，不會刨除小巷弄的連鎖磚……..(略)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透水性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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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恒春街景，
算是生態鋪面吧。

但，有沒有缺點？

(2012街景-屏東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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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其他類型”透水路面”，但普遍存在
幾個困擾點：

1. 建設� 成本高昂。
2. 維護� 成本高昂。
3. 會損壞原有的道面基面(承載層)。

� 造成原投入的建設經費的浪費。
4. 影響道路行駛的舒適度。(用路人的感受)
5. 真正的入滲效益，仍待商確。

� 錢花了，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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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綠化

• 我們的都市，真的有這麼多的土地嗎？

• 公園、綠地建設的土地徵收，耗時甚
久，且「所費不貲」 。

� 如果，台灣再大一點就好了。
有無限的土地可供排水，多好。強求罷了。參見: 營建署/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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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築基地保水

• 雨水貯留：
興建「雨水緩衝池」等設施，以符合建照申
請。(但實際使用？)

• 保水：
使用綠地或滲透性鋪面，以達到保水目的。
但，土地建蔽率已經這麼低了(地價甚貴)，還
能有多少土地可供利用？
地面一樓的土地這麼用，實在是…...參見 : 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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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值得注意的事情吧

• 在「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中，
揭示有二項值得留意的設施：

7.滲透排水管設計

圖片來源:  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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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滲透陰井設計

圖片來源: 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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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項設施都可以有效地增加「土地的
入滲面積」。

• 但，也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
必須使用到「大量的土地」才能達成目
標。
因為它們多是「平面式的展開」。

• 最可惜的是滲透陰井的設計，仍是採用
最傳統的「陰井設計觀念：集水井」

-- 所以，才有我們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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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怎麼改進？

• DH-RAIN 吸管排水

– 源自我們的另一項不同領域的技術(DH-
PHC: P-LV.1)。我們將一部份的創意元素摘
出，重新創造為適用於水資源領域的技術。

– 主要適用：
保水(雨水入滲)、地下水利用等。

其他：……(待與其他應用領域結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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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排水技術 -創意發想

• 這個「DH-RAIN 吸管排水技術」(技術代號: W1)
是源自德翰公司2013年在中國上海市發表的DH-PHC
技術(P-LV.1)。– 該DH-PHC技術是針對大地工程基樁結構的一個大型改造計劃。在這個主計劃中的一個子計劃，特別是針對植入式基樁(埋入式管樁)的施工改良工法，我們在基樁壁上創造了許多的洩氣孔，以便於使基樁能更順利地埋入地下土層中。雖然我們並不十分滿意這個技術，但我們之後引用了這個技術點，來創造了「吸管排水技術」。

• 其次，我們也引用了「海綿城市」的概念來作為我們
對環境改善的動力，尤其是在台灣的城市--我們居住
的地方。

• 希望這個「吸管排水技術」能為人類居住生活的環境
帶來進步的方法，更希望能帶往世界其他地方，改善
更多城市的居住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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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排水技術-簡介

• 使用一個外包覆著不織布的直徑約 15～
25 cm、長度約3～6 m的沙柱(這是一種
基本款式)，可以為一段道路額外再創造
出15%～50%的自然排水面積，可以加
速雨水排水；
也可以將雨水自然排入土地中，作為地
下水資源的再利用。

前者是排水功能，後者是保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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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德翰DH-PHC預力基樁技術(2013)，圖中可見樁內的液體自內噴出。↖左圖則是我們將「液體自內噴出」的技術元素，再加以延伸發展出來的吸管排水技術。吸管排水技術示意圖

DH-PHC預力基樁示意(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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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也引用了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中所揭示的基本技術：
並將其中的滲透陰井的概念，自「平面構造」向外延伸為「立體的深管構造」。並用這樣的概念來創造一個全新的排水工法，增加排水面積，就如同是「在平地上，無法滿足於平房建築，而蓋起了高樓大厦，反而增加了數十倍的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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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創造出來的「新土地」。

• 德翰相信它「DH-RAIN吸管排水工法」可
以為我們的城市向”海綿城市”邁進一
大步，也會讓我們的地下水資源更豐
富，也有機會讓我們擺脫缺水大國之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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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入滲的幾個考慮點：

1. 土地面積 (夠不夠大)

2. 土地的入滲率 (功能)

3. 其他：
如建設經費(含難度)、維護經費(含難度) 、
耗損率、使用人的接受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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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面積 (夠不夠大)

• 這是最現實且嚴苛的城市條件
– 您的城市有多少空閒的土地？

要再徵收($)？
多少人會有反對意見或抗爭？

• 什麼可以被利用來作為「雨水入滲」？
– 建築物周圍 (除公有建物外，有挑戰難度)
– 公園綠地 (已經在利用了)
– 水岸溼地 (算已經在利用了)
–道路、巷弄地

(Bingo! 台灣都市就剩這個可以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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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道路」？

• 道路是用來”行車”的，不可以用。

– 那就「儘量」不要用道路面積。

• 道路的基底是夯實用來承載車輛的，不
可以用雨水入滲破壞。

– 那就「儘量」不要「雨水入滲破壞」。

• 道路建設不便宜，不可以「破壞再重新
建設」(各級政府已經花很多錢了)

– 那就「儘量」不要破壞現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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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設計觀念」

• 我們一定共了兩個基本力：

–牛頓的萬有引力

–毛細管吸力

– 其他…

• 還有幾個設計觀念：
利用「垂直的地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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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設計觀念」

1. 天井：

讓只可以直線前進的「光」可以穿過多
個樓層，讓各樓層享用「光」。

� 雨水也可以穿過「沙管」，穿透至許多的
土層中。(實務上也不過就是3~6m而已)

� 有些土地是不具改善價值的，不必強求。
如：黏土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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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梯田：

讓水可以停留、讓土可以吸用水、讓土
可以不必流失。

� 雨水入滲在沙管中停留，並為沙管圍土壤
所吸收、擴散 (滲流、地心引力及毛細管
力)，下降成「地下水」 。

� 沙管中的「沙」被包覆在不織布膜中，不
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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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冠狀動脈血管遶道：

當心血管阻塞時，以手術重新構造一段
「新的心血」 ，以維護血流暢通。

� DH-RAIN 利用「沙管」重新構築一段
「地下水的通道」(人造血管)，讓水得
以”流通”。



35

4. 平面引道溝渠　脈絡的串連

� 利用地面的溝渠，可以形成更廣面積的集
水。

� 如果要有更好的效益，就必須如此作。

� 也可以”串流”到收集井，另作他用。
(這是普通技術了，要有更大的效益，就收集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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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與土的溶合　歸於自然

� 雨水就該入滲於土壤，這才是本來的道
理。現在是因為人為的建設行為，阻斷了
這個自然界的現象。

6. 讓自然界的物質得以「恢復交流」

� 土、水、空氣、、

(這些就有點抽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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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的入滲率 (功能)
• 吸管排水，以不織布膜中的砂作為主要

的排水通路。
利用「土壤材料的特性」，沙的入滲率
(10-5)仍為一般性土壤(10-6~10-7)的
10~100倍。

– 以入滲率而言，地下土壤相對於沙管中的
沙，就跟相對於路面上的空氣一樣(比喻而
已)。

資料來源: 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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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織布膜」作為包覆沙管的材料。
� 不織布，埋設於地下土層中，不會受陽光中紫外線

的破壞，老化速度慢，耐久性佳。

� 不織布包覆可以阻擋土壤細粒進入沙管中，維持沙
管的入滲能力。

� 當土壤細粒進入沙管中時(這是無法避免的事)，由
於沙的材料特性使然，(如在10年內)仍可以維持相
當高的入滲能力。
(沙管外的地下土壤都是經過數十年以上的壓密的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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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設成本 ($)

• 沙管：

– 建議尺寸：直徑 15~25cm (6~10” Φ)，
長度 3~6m。
(很小的尺寸，其至農用機械都能施工。
當然，土建機械施工效率更佳)

– 使用材料：不織布外膜、內填沙(海沙也
可)。都是最易取得、最便宜的材料。

– 以現代化的自走式機器施工而言，
施工成本低、且迅速。註：原始DH-PHC基樁尺寸外徑Φ500~1,000mm，長度16~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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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維護成本 ($)

• 檢查：

– 多為地面層的目視檢查，
頂多潑點水觀查入滲狀況。期望在都會城市中，檢視率為: 1次/1年、或 1次/2年、或更久。

• 維護：

– 在地面層的目視檢查後，以手工填沙維護，
大多僅在地表下 30cm 左右。或其他維修方式 (總得要維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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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耗損率

• 沙管埋入地下土壤中，不易為外物破
壞，耗損率低。

• 若被破壞時
–僅損及部份功能，仍保有部份排水功能。
–被完全破壞時，重新再補一支即可。

原沙管無須移除。
–所使用材料即使廢棄，也不會造成環境污
染。

–沙管中的「沙」��回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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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人的接受度

• 沙管埋入地下土壤中，只有頂部有設置
混凝土透水蓋板(中間有格柵孔或FRP材
質的孔蓋)，所佔面積小。
– ( FRP材質可以降低失竊率)

• 即使在行車的道路上，
– 行路人或乘客也不易感受「不愉快的顛箥

感」，就像普通的人孔蓋一樣。

• 若設置於綠地：
– 可以無須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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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

例一：(巷弄)8m寬道路，沿單側各間隔2m
設置1支沙管，外徑20cm (8”)、長度
4m。

�單支沙管表面積=π*0.2m*4m=2.513 m2。

�在100m長的道路上，共設置了50支沙管

�創造了50支*2.513 m2 =125.65 m2 的排水
面積(約當8m*15.7m的面積，為原道路面
積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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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道路)12m寬的道路，沿兩側各間隔
2m設置1支沙管，外徑25cm (10”)、長
度6m。

�單支沙管表面積=π*0.25m*6m=4.7 m2。

�在100m長的道路上，共設置了50*2側
=100支沙管

�創造了100支*4.7 m2 =470 m2 的排水面積
(約當12m*39.2m的面積，為原道路面積的
39%)。以工程的觀點，儘量不去破壞原有的道路建設 (能與現有設施相容)，以免形成二次浪費。



45

• 沙管的效益為其創造的沙管表面積。
會因沙管直徑、沙管長度而改變。

• 考慮到成本、施工簡易度、施工地點
等，建議沙管直徑為15~25cm，長度為
3~6m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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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 德翰公司的 DH-RAIN吸管排水技術，並沒
有改變或增加排水的效能，但

創造了「排水面積」

創造了「新的排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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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RAIN Technology

• 曾幾何時，我們才
可以讓我們的小
孩，手牽手，重新
在這塊土地上 ……
玩泥巴、

玩跳繩？• 都市讓我們得到一些東西，也讓我們失去一些東西。圖片來源：Ms. Ant W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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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RAIN吸管排水還能作什麼？

• DH-RAIN吸管排水工法，以「不織布+沙
管」作為排水的介質，這只是基本款的功
能。

它有可能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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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補地下水
–防治沿海地沉，至少減緩。
–救高鐵？ (您覺得有點問號嗎)

– 地下水庫？ (您也覺得有點問號嗎)

• 改善熱島效應

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

就看設計的人「怎麼用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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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RAIN吸管排水有沒有缺點？

• DH-RAIN不是神。

使用材料也只是最普通的材料。
也有使用地點的侷限性。

• 有缺點，才能改進。

期待更多的進步。

歡迎您來與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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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

~ 德翰智慧科技公司 祝大家心想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