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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爐水泥之CNS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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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NS 15286水硬性混合水泥定義

 水硬性混合水泥，若由爐石粉與卜特蘭水泥均勻混拌而成即稱為卜特

蘭高爐水泥(簡稱高爐水泥)，依據CNS15286的規定，高爐水泥因性能不

同分為許多種類，標示型號亦不相同，例如：

 IS (<70)MS

Medium Resistance to Sulfate

高爐水泥= 水泥+ 爐石粉混拌而成

水泥業者提供客戶符合 CNS 15286規定之混合水泥，如:

IS(<70)MS型高爐水泥

一、高爐水泥之CNS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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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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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期強度成長優異
Strength Development : 50% OPC+ 50% SlagPowder  

( 強度成長曲線會因爐石粉添加量及爐石粉細度而異)

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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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2/8)

(2)增強耐久性-抗環境侵蝕作用

海邊或硫酸鹽濃度高環境對水泥會產生侵蝕作用導致混凝土膨脹崩解，用

IS(SM)型高爐水泥提升混凝土抗環境侵蝕作用，避免膨脹導致混凝土劣化

BFC指高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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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3/8)

(3)增加混凝土緻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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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4/8)

(4)提升混凝土抗中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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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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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材料(海事工程)

修改章篇 目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預計105.11公告)

第02384章

(混凝土錨塊)

一般採用卜特蘭水泥第 I型，坍度為2.5～7.5cm。除另有規定外，28天抗

壓強度應達245kgf/cm2。

所使用之水泥一般採用 [CNS 61第II型] [CNS 15286

IS(<70 )(MS)][CNS 15286 IP(MS)][ ]。除另有
規

定外，28天抗壓強度應達245kgf/cm2。

第02391章

(防波堤)

(1)鋼筋混凝土用水泥：採用符合CNS 61規定之第[Ⅱ][ ]類水泥。

(2)無筋混凝土用水泥：採用符合CNS 61規定之第[Ⅰ][ ]類水泥。
水泥須符合[CNS 61Ⅱ型][CNS 15286

IS(<70 )(MS)][CNS 15286IP(MS)] [ ]之規定。

第02392章

(碼頭)
所使用之水泥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應符合CNS 61之第Ⅱ型。

所使用之水泥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應符合[CNS

61  Ⅱ型][CNS 15286IS(<70 )(MS)][CNS 15286

IP(MS)][]之規定，其餘混凝土材料應符合第03050

章「混凝 土基本材料與施工一般要求」之相關規

定。

第02395章

(港灣用沉箱)
混凝土工程應符合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產品之相關規定。

混凝土工程應符合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產品

之相關規定，所使用之水泥除另有規定外，均應

符 合 [CNS 61Ⅱ 型 ][CNS 15286IS(<70 ) 

(MS)][CNS  15286IP(MS)][ ]之規定。

第03439章

(港灣用預鑄

混凝土塊)

混凝土工程應符合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產品之相關規定。

混凝土工程應符合第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產品

之相關規定，所使用之水泥除另有規定外，均應

符合[CNS 61Ⅱ型][CNS 15286IS(<70)(MS)][CNS  

15286 IP(MS)][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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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6/8)

(6)爐石類產品綠色標章
1. 混凝土及水泥墁料用水淬高爐爐渣粉

2. 飛灰爐石粉

3. 新型高爐水泥（H2F）

4. HSC301處理劑（水泥系處理劑）

5.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型

6.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型-H1

7.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型-HH1

8.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MS)型

1.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型-H1

2.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MS)型

3.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IS(WR)型

4. 瀝青鋪面用粒料AC6

5. 瀝青鋪面用粒料AC3

6. 瀝青鋪面用粒料AC2

綠

建

材

標

章

環

保

標

章

主要產品取得環保署環保標章共計8項，內政部再生綠建材標章6項，另有

3項自行開發之產品取得台灣營建研究院新材料新工法(CETES)驗證。



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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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高爐水泥

預拌廠現行常用

二合一 三合一

拌

合

時間 約90秒 約45秒

方式 乾粉拌合 含水狀態拌合

均勻性
佳

(無表面張力包裹)

差

(有表面張力包裹)

檢驗

各原料 皆測 皆測

組合料
皆測

(依性能要求檢驗)

未測

(預拌廠未針對組合料檢驗)

品質穩定性 佳 差

(7)高爐水泥 VS預拌廠常用(二合一或三合一)



 無法隨意逕自調整膠結料的混合比例

 膠結料的拌合均勻性佳

 從原料進廠、生產到出貨，均由水泥廠分別取樣檢驗，

品質穩定性較佳

 生產過程的嚴格品管及拌合均勻性的提升，對色澤及工

作性有正面的助益

 生產過程有降溫效果，水泥到場溫度較低

 對於鹼質反應性及抗硫酸鹽侵蝕性能，CNS標準均有量

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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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爐水泥之優點(8/8)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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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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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爐水泥型號 客戶 工程名稱 時間 混凝土用量(m3) 水泥用量(MT)

IS(<70)MS

水利局 高屏溪攔河堰工程(固床工混凝土塊) 85.04~88.05 170,000 ---

高雄市環保局 南星計畫工程(消坡塊、胸牆、堤面) 84.01~91.06 340,000 ---

高雄市捷運局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建工程 90.10~97.03 --- 1,061,188

中國鋼鐵 中鋼廠內改建工程 90.01~105.07 --- 81,231

中國鋼鐵 中鋼總部大樓新建工程 96.07~100.02 --- 14,491

公路總局 台26線車城橋改建工程 98.01~102.12 4,607

中龍鋼鐵 中龍二階七期擴建工程 98.12~103.05 55,600

中龍鋼鐵 中龍二階六期擴建工程 98.12~103.05 64,478

中鴻鋼鐵 中鴻公司鋼管新廠新建工程 101.11~102.02 5,550

東丕營造 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沉箱) 102.08~105.06 11,516

中欣開發 中欣前鎮住宅大樓 103.09~ 8,085

聯鋼營造 淡海輕軌新建工程 105.01~ 9,479



IS(<70)MS已用於臨海之捷運、輕軌、固床、消波塊及沉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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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2/9)



太平島整建共用IS(<70)MS 11,516噸(102~105年) 17

 新建2段重力沉箱式碼頭，總長318m

 施工效益：提高混凝土流動性及耐久性

、抑制氯化物(鹽分)滲透

 所用高爐水泥：IS(<70)MS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3/9)



高雄市環保局南星計畫共用47萬米(84~91年) 18

 混凝土結構：消坡塊、胸牆及堤面

 施工效益：提高抗海水及鹽份侵蝕

等耐久性效益

 所用高爐水泥：IS(<70)MS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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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固床工混凝土塊(3×3×3m)

 施工效益： 增加水密性及耐久性及

減少溫度裂縫

 所用高爐水泥：IS(<70)MS

水利局高屏溪攔河堰共用15萬米(85~88年)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5/9)



淡海輕軌共用IS(<70)MS 23,478噸(105年~至今) 20

 系統長度 13.99km

 施工效益：提高工作性、耐久性及

抑制氯化物(鹽分)滲透

 所用高爐水泥：IS(<70)MS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6/9)



中欣前鎮住宅共用IS(<70)MS 8,085噸(103~107年)

 地上樓高29層、地下5層

 施工效益：提高流動性、 耐久性及

抑制氯化物(鹽分)滲透

 高爐水泥型別：IS(<70)、IS(<70)MS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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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總部共用IS(<70)MS14,491噸(96~100年)

 地上樓高29層、地下4層

 施工效益：提高流動性、 耐久性及

抑制氯化物(鹽分)滲透

 高爐水泥型別：IS(<70)、IS(<7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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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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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長度 42.7km

 施工效益：提高混凝土流動性、工作度

及耐久性

 所用高爐水泥：IS(<70)、IS(<70)MS

IS(<70)MS-MH

高雄捷運共用 580萬米(90~97年)

三、高爐水泥之工程應用案例(9/9)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