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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與不銹鋼水閘門適用性之研究 

陳國和(1)、黃添坤(2*)、陳正炎(2) 

摘  要 目前國內最普便使用於水利工程閘門為 SUS304L 不銹鋼材料，然而近代工業界，鋁合金扮演

非常重要之角色，因為它的材質輕、強度適中、耐蝕性佳、熔接性好並且容易表面處理，被認為未來

最有可能替代鋼鐵之極具潛力材料。依據鋁合金作為水工閘門材料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鍛造用鋁合金

系列中代號為 5083-H116 之鋁合金材料最具有水工閘門之適用性，因此有關鋁合金與不銹鋼於水工閘

門之適用性比較與檢討，是值得加以探討之課題。 

一般而言水工閘門材料在選擇時通常會考慮 9 項影響因子，分別為強度、硬度、延展性、防蝕性、

加工性、安定性、比重、普遍性及經濟性。本研究將依據這 9 項考慮因素，逐一比較鋁合金閘門與不

銹鋼閘門之差異性，並探討鋁合金閘門替代不銹鋼閘門之可能性。經由研究結果顯示鋁合金閘門與不

銹鋼閘門各有其優點，鋁合金閘門在強度、防蝕性、重量及經濟性等特性較佳，而不銹鋼閘門則是在

硬度、延展性及加工性等較優。另外鋁合金閘門除在高水頭及具有大型污雜物且水流非常急促之水流

地方外，應可替代不銹鋼閘門作為水利工程閘門之使用。 

關鍵詞：水工閘門、鋁合金、不銹鋼 

The Study on Applicability of Aluminum and Stainless Steel 
Hydraulic Gates 

Kuo-Ho Chen (1)、 Tien-Kuen Huang(2*)、Jen-Yan Chen(2)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hydraulic gates in Taiwan are now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SUS304L. However, 

aluminum allo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industry because of its light weight, moderate strength, 

corrosion resistance, good capability in welding and easy surface treatment. It is thought most possibly as a 

potential material to replace iron and steel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tudy of aluminum alloy as 

hydraulic gates it indicates that hydraulic gates made of aluminum alloy 5083-H116 have the great applicability 

for the hydraulic gates. Therefore, the topic about the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applicability for aluminum 

alloy and stainless steel hydraulic gates is worthwhile for further study.Nin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in general 

considered in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 used for hydraulic gates. They are strength, hardness, ductility, corrosion 

resistance, malleability, stability, specific weight, availability and cost. The study will aim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luminum and stainless steel hydraulic gates for thos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apability of stainless 

steel gates replaced by aluminum alloy gates is also explored. Th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both aluminum alloy 

gates and stainless steel gates have their own superiorities. Aluminum alloy gates have better characteristics in 

strength, corrosion resistance, weight and cost while the advantages of stainless steel gates are hardness, ductility 

and malleability. In addition, aluminum alloy gates can be used to replace current stainless steel hydraulic gates 

except the stream areas with high-water level and rapid current with large de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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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為多雨型氣候，每

年平均降雨量為 2500mm 左右，而雨量多集中

在 5 月～10 月期間，其中 7 月～9 月期間，台

灣經常會遭受颱風之侵襲，且降雨洪峰頻率已

因溫室效應之影響屢創新高，甚至超過二百年

重現期距(如莫拉克颱風) ，導致地區嚴重淹

水。為改善地區淹水情況，並避免危及民眾生

命之安全及釀成財產之損失，政府已規劃建造

多條排水系統及防潮閘門等設施，用以排洩區

域內水及防止外水倒灌。而這些水利工程設施

之控制樞紐為閘門設備，藉由閘門設備之啟

閉，以通過水流或阻斷水流，而達到排水及防

洪禦潮功能，因此閘門設備為水利工程上一項

重要及不可或缺之設施。目前國內用在水利工

程之水工閘門的門扉材質最普遍被採用的要

算是 SUS304L 不銹鋼材料。 

在近代工業界，鋁合金扮演著非常重要之

角色，因為它的材質輕穎、強度適中、耐蝕性

佳、熔接性好並且容易表面處理，因此被認為

是未來最有可能替代鋼鐵之極具潛力的金屬

材料。依據鋁合金作為水工閘門材料之相關研

究結果顯示鍛造用鋁合金系列中代號為

5083-H116之鋁合金材料最具有作為水工閘門

門扉材料之潛能。然而 5083-H116 鋁合金閘門

與 SUS304L 不銹鋼閘門之間的比較為何？另

外 5083-H116 鋁 合 金 閘 門 是 否 可 替 代

SUS304L 不銹鋼閘門作為水利工程閘門之使

用，都是實值得加以探討之問題。 

二、鋁合金材料閘門之適用性 

    鍛造用鋁合金依其元素及添加量之不同

可分為八大鋁合金系列，本研究是依據鋁合

金作為水工閘門材料之相關研究結果以 5000

系列中代號為 5083-H116 之鋁合金材料作為

鋁合金閘門探討之對象。5083-H116 鋁合金材

料具有下列之特性。 

(1)強度：該種鋁合金之極限拉力強度雖然不是

很高，但降伏強度卻相當不錯且該材料亦有非

常好之疲勞強度，可以滿足閘門門扉對結構強

度之要求。 

(2)硬度：硬度這項特性是大多數鋁合金材料相

對於鋼鐵材料而言之最大缺點，因為大多數鋁

合金之硬度通常都比鋼鐵材料的硬度要小很

多。然而 5083-H116 之鋁合金的硬度在所有鋁

合金材料中應該還算是稍微可以，因為它的硬

度可達到 85(HB)，約為不銹鋼材料之 63％左

右，是屬於 5000 鋁合金系列中之超硬度鋁合

金代表產品之一。 

(3)延展性：該種鋁合金之延展性還算不錯，在

承受衝擊負荷的情況下，即使彎曲也不會折

斷，但其伸長率非常的低，只有 16％而已。

惟閘門門扉之規範要求其最大之撓度不得大

於 1/800，所以雖然該種鋁合金的伸長率不高

但依然可滿足閘門門扉對撓度規範之要求。 

(4)防蝕性：該種鋁合金之防蝕性非常優良，因

此非常適用於台灣之水文環境。 

(5)加工性：在材料加工性中對閘門門扉之製造

最重要的係屬焊接，而該種鋁合金材料的焊接

性非常優良，可以說是專為熔接考慮而設計。

另外該種鋁合金材料之切削性雖然稍差，但此

點對於閘門門扉之製造並無嚴重之影響。 

(6)安定性：鋁合金材料為無毒性且處於穩定狀

態，不會影響環境生態或造成污染而危害生命

安全。 

(7)比重：鋁合金最大之特點在於材質非常的

輕，該種鋁合金之比重只有 2.66，由於用此種

材料所製造之閘門門扉的單位體積重量可以

減輕，在安裝及維護保養之施工上會較為方

便，且這項特性也最能符合自動吊摺型閘門對

於操作靈活度之需求。 

(8)普遍性：目前地球蘊藏之金屬中，鋁的含量

佔第二位，僅次於鐵的含量。由於早期鋁金屬

之冶鍊技術較為困難，所以在工業材料之應用

上較其他金屬來的慢。但在 1866 年時，美法

兩國之化學家發展出利用電解法高溫解離冶

煉製程技術後，鋁及鋁合金材料立即憑著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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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很快的普及在工業的運用上，因此該

種鋁合金材料之材料來源非常容易取得，亦即

在市面上是非常普遍且很容易購買的到。 

(9)經濟性：雖然鋁之價格較一般鋼材為高，但

因鋁合金閘門門扉整體重量較輕，整體門扉價

格較低廉，且吊門機容量較小，價格較便宜，

故閘門門扉及吊門機之初建成本低，再加上營

運及維護保養成本較低，故整體而言，水工閘

門使用鋁合金材料之經濟成本較為低廉。 

因此本研究認為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

是具有替代鋼鐵材料作為閘門門扉新材料之

潛能。 

三、與現行閘門之比較 

    基於台灣水文環境多屬於具有腐蝕性之

臨海地區及河川感潮區域，故閘門門扉材料多

採用不銹鋼材質，並根據地區性腐蝕程度不

同，採用不同成分之不銹鋼材料，目前台灣閘

門門扉最常採用之不銹鋼材質為 SUS 304L 不

銹鋼材料。本研究即是探討 5083-H116 鋁合金

材料閘門與 SUS 304L 材料閘門之比較。而比

較基礎是以閘門門扉材料選取時所必須考慮

之 9 種影響因素，來探討這二種不同材料之閘

門的比較。 

由於閘門的經濟性需考慮初建成本及營

運成本，而其影響因子又包括閘門所必須使用

之材料數量、動力費用及維護保養經費等，故

要作經濟性評估時，必須予以詳加探討。因此

本研究對於這二種不同材質閘門的比較，將分

成二部份探討，第一部分先行研析這二種不同

閘門對於經濟性之外的其他 8 項在門扉材料

選取時必須考慮之因素的比較情形，第二部分

再比較這二種不同閘門之經濟性，並將探討結

果說明如下。 

3.1 二種閘門強度及物理特性比較 

(1)5083-H116 鋁合金材料與 SUS 304L 材料閘

門材料之特性比較如表 1 及表 2 所示。 

表 1 鋁合金材料(代號為 5083-H116)與不銹鋼(JIS-SUS304L)材料強度及伸長率 

Table 1 Aluminum alloy and stainless steel material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材料代號 抗拉強度

(kg/mm
2
) 

降伏強度

(kg/mm
2
) 

 硬度 

(HB) 

伸長率

(％) 

不銹鋼 57.51 21.41 135 58 

鋁合金  32.34 23.20 85 16 

(摘錄自美國 ASM Aerospace Specification Metals Inc.資料) 

 

表 2 鋁合金材料(代號為 5083-H116)與不銹鋼(JIS-SUS304L)材料物理性質 

Table 2 Aluminum alloy and stainless steel materials physical properties 

材料代號 比重 

 

彈性係數

(kg/cm
2
) 

防蝕性 焊接性 

不銹鋼 7.93 2.1×10
6
 良 優良 

鋁合金  2.66 7.0×10
5
 優良 優良 

 

(2)5083-H116 鋁合金之極限拉力強度雖然不

是很高，但其降伏強度卻相當不錯，甚至比

SUS 304L 不銹鋼還要強。由於在台灣對於閘

門強度之計算是以降伏強度作為設計之依

據，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可承受

長期靜水壓力的能力比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

閘門還要好。 

(3)5083-H116 鋁合金之硬度可算是最大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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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因為 SUS 304L 不銹鋼的硬度可高達

135(HB)，而 5083-H116 鋁合金的硬度卻只有

85(HB)，約為不銹鋼材料之 63％左右而已。

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所能承受

之瞬間動能及耐沖刷磨損的能力不如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閘門優秀。 

(4)5083-H116 鋁合金之延展性算是不錯，在承

受衝擊負荷的情況下，即使彎曲也不會折斷，

但其伸長率只有 16％而已，比起 SUS 304L 不

銹鋼伸長率高達 58％而言，可以說是相當的

低。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能承受

彎曲變形的能力不如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閘

門來的好。 

(5)5083-H116 鋁合金之防蝕性比 SUS 304L 不

銹鋼要好。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

對於台灣水文環境之適用性比 SUS 304L 不銹

鋼材料閘門要來的佳。 

(6)5052-H32 鋁合金的焊接性非常優良，可以

說是專為熔接考慮而設計，而 SUS 304L 不銹

鋼也是具有非常良好的焊接性，但由於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的切削性稍差，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的加工性不如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閘門來的優良。 

  有關於 5052-H32 鋁合金材料及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皆為無毒性且處於穩定狀態，不會

影響環境生態或造成污染而危害生命安全。因

此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之閘門的安定性與

SUS 304L 不銹鋼閘門一樣優秀，皆屬於普通

材料而不是稀有材料，所以在市面上是非常普

遍而且很容易購買的到。因此 5083-H116 鋁合

金材料之閘門的普遍性與 SUS 304L 不銹鋼閘

門是相同的，又 5083-H116 鋁合金之比重只有

2.66，而 SUS 304L 不銹鋼材之比重卻高達

7.93，因此 5083-H116 鋁合金閘門之單位體積

比重量要比 SUS 304L 不銹鋼閘門來的輕穎許

多。 

經由上述比較結果，顯示 5083-H116 鋁合

金閘門與 SUS304L 不銹鋼閘門之間各有其優

點，鋁合金閘門在強度、防蝕性、重量及經濟

性等特性方面較佳，而不銹鋼閘門則是在硬

度、延展性及加工性等特性方面較優。 

3.2 二種閘門經濟性比較 

所謂閘門的經濟性乃是包含初建成本、營

運成本及使用年限等三項因素，但因鋁合金閘

門及不銹鋼閘門使用年限都可合乎台灣省水

利局「灌溉及排水手冊」對閘門使用年限規定

為 30 年之要求，因此本研究原則上忽略掉閘

門使用年限之因素而只以初建成本和營運成

本二項因素作探討。由於初建成本及營運成本

二者都具有主要之影響因素且這些主要影響

因素較為明確，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經濟性之比

較時，則是針對這些主要影響因素來做比較。 

(1)初建成本-有關閘門之初建成本即是指閘門

新建置時所需要的工程經費，其主要影響因素

在於閘門材料的使用量以及操作設備的規格

容量。 

(2)營運成本-有關閘門之營運成本即是指閘門

在營運操作時所需要之營運經費，其主要影響

因素在於動力費用(手動操作除外)、維修保養

經費。 

3.2.1 初建成本比較 

探討鋁合金閘門及不銹鋼閘門之初建成

本時，必須先依據閘門結構安全之需求性，計

算出這二種閘門所必須使用的材料數量。至於

閘門門扉所使用之材料數量主要是來自面板

和橫樑二項子項目，而這二項子項目之材料數

量約佔全部門扉材料之 85％以上，所以在材

料使用數量之比較可以這二項子項目為基準。 

(1)面板 

    閘門門扉面板結構強度所考慮之主要因

素為應力，因此面板所承受之應力必須在材料

容許應力範圍內，方屬安全。目前台灣對閘門

面板結構計算公式是採用下列(3)式： 

2

2

100

1

t

p
ak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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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面板承受應力 (kg/cm
2
) 

κ：支撐形狀係數 

α：面板短邊 (cm) 

Ρ：平均單位水壓 (kg/cm
2
) 

t：閘門面板厚度 (cm) 

5083-H116 鋁合金材料容許應力 σaal約為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容許應力 σsal 之 1.08

倍，但鋁合金閘門應需考慮遭受瞬間動能撞擊

之變形裕度，故二者閘門面板所需使用之尺寸

規格可視為一樣，因此在同樣設計條件情況下

鋁合金閘門與不銹鋼閘門對門扉面板所使用

之材料數量可為相同的。 

(2)橫樑-橫樑結構強度所考慮之主要因素有應

力及應變二種。應力是為考慮橫樑結構安全，

使其不會產生降伏或破壞現象，目前台灣對閘

門主橫樑應力結構計算公式採用下列(4)式： 

Z

maxM


………………………………(4) 

式中 

σ ：橫樑承受應力 (kg/cm
2
) 

Mmax：最大彎曲力矩 (kg-cm) 

Z ：剖面模數 (cm
3
) 

應變因素則是為防止所產生之撓曲現象造成

水封止密性之不良或影響閘門之正常操作，目

前台灣對閘門主橫樑應力結構計算公式是採

用下列(5)式： 

)
82

(
48

32
3

BBL
L

IE

Bq








 ………(5)  

式中 

δ：變形量 (cm) 

q：橫樑承受荷重 

B：受水壓寬度 (cm)  

E：彈性係數 (kg/cm
2
) 

I：剖面慣性矩 (cm
4
) 

L：二支撐點之間距 (cm) 

在同樣設計條件下，利用上述公式演算結

果，發現鋁合金閘門橫樑所使用量最多不超過

不銹鋼閘門的 1.65 倍。 

(3)初建成本比較 

目前市面價格：SUS 304L 不銹鋼材料約

為 135 元/kg，5083-H116 鋁合金材料約為 170

元/kg，因此使用二種不同材料之初建成本比

值如下表所示。 

 不銹鋼 鋁合金 

橫樑 1 1.65 × 1.26 ÷ 3＝0.69 

面板 1 1.26 ÷ 3＝0.42 

由上表得知，使用 5083-H116 鋁合金材

料對於水工閘門門扉面板及橫樑部份之初建

成本要比使用 SUS 304L 不銹鋼材料低廉。 

 

3.2.2 營運成本比較 

探討鋁合金閘門及不銹鋼閘門之營運成

本時，必須計算出閘門操作時所需要電力度數

或燃料消耗量之費用。而閘門維護保養經費則

最主要是人工及機具費用，也就是在維修保養

時，所需要之施工人數以及吊卸機具大小的費

用，即為閘門營運時之維修保養經費，將這二

項經費相加即可估算出主要影響因素所需要

之營運成本。 

(1)動力費用比較 

閘門重量愈大所需要之操作設規格容量   

則愈大，操作設備規格容量愈大，在操作運轉

時所耗費的單位時間電力或燃料則愈多，其動

力用也就較高。由於在同樣設計條件下鋁合金

閘門重量較不銹鋼閘門之重量來的輕，所以鋁

合金閘門所需要之操作設備規格容量較小，也

因此鋁合金閘門在營運期間所需要之動力費

用比使用不銹鋼閘門時要來的節省。  

(2)維修保養經費比較 

    閘門重量愈大時，在維修保養時所需要之

施工人員通常會較多，而吊卸機具之規格也愈

大，所耗之工程經費也較多。由於在同樣設計

條件下鋁合金閘門重量較不銹鋼閘門之重量

來的輕，也因此鋁合金閘門在維修保養之工程

經費比使用不銹鋼閘門時要來的經濟。 

3.2.3 經濟性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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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3.2.1 及 3.2.2 節分析探討結果，使用鋁

合金閘門不論是在初建成本或營運成本都比

使用不銹鋼閘門來的低廉，因此鋁合金閘門之

經濟性要比不銹鋼閘門好。 

四、結論與建議 

1.鋁合金閘門與不銹鋼閘門各有其優點，鋁合

金閘門在強度、防蝕性、重量及經濟性等特性

方面較佳，而不銹鋼閘門則是在硬度、延展性

及加工性等特性方面較優。 

2.除在高水頭及具有大型污雜物且水流非常

急促之水流地方外，鋁合金閘門應可替代不銹

鋼閘門作為水利工程閘門之使用。 

3.水工閘門採用鋁合金材料，其初建成本及營

運成本都比使用不銹鋼材料來的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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