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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建立「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本年度(95 年度)延續前二
年(93、94 年度)所研提之性能目標、初步設計、分析程序、數學模擬與可接受標準等
指針條文，增加隔震系統與消能系統之混凝土造建築物(第七章)，以及附屬建築物之
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機械電力設備(第八章)等章節，訂定其數學模擬及可
接受標準之相關指針條文，目前已初步完成「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第一
版之內容。同時，本研究針對第一版之實質內容進行檢討，提出可能之修訂或進一步
研究的方向與改善對策，以提供作為下一階段具體完善改版之修訂基礎。

關鍵詞：性能設計、性能目標、初步設計、分析程序、可接受標準

環節有相當之差異存在。傳統耐震設計規
範只單純的針對某一特定工址之地震動參
有關新建築之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與既
數，訂定較為間接且與建物耐震性能無涉
有建物之耐震性能補強規範，兩者間最大
的地震危害曲線，如圖二(d)即為傳統之地
的差異為新建築之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比既
震譜加速度危害曲線。但所謂訂定工址建
有建物之耐震性能補強規範多了一個「初
物總體耐震性能目標，其實就是分門別類
步設計」的環節。在初步設計階段，必須
的針對各個不同工址與特定形態之建物
依據所設定之耐震性能目標決定初步設計
(例如 RC 韌性構架)，並在相同的地震風險
之基底剪力需求，進而決定該建物之初步
條件下，直接、明確且定量的制定該建物
設計斷面，並作為下一階段檢核其耐震性
總體耐震性能水準之危害曲線，並訂定其
能是否滿足所指定性能目標之用(參考圖
限度值；如圖二(c)即為建物最大層間變位
一)，故於初步設計階段應力求簡單明確。
角之危害曲線，而圖二(a)與(b)為其標準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與傳統耐震設計規 值。由於規範無法完整定義整段危害度曲
範之最大區別，在於傳統耐震設計規範之 線，故僅能替代的以離散性能標的點來進
耐震性能目標僅為定性之理想宣示而已， 行初步設計及檢核，如圖二(a)標示【10%
其最終設計除了進行一些簡單的位移檢核 /50 年，生命安全 LS】的性能標的黑點。
外，對於新設計是否真正達到規範所揭示
以下將針對初步設計、性能分析程序
之耐震性能理想目標並非那麼在意。至於
以及性能可接受標準等階段之初版內容進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則與此相反，其將明確
行檢討，並提出具體改善之對策，以作為
且定量的訂定耐震性能目標，並期望最終
下一階段大幅改版之修訂基礎。
設計可達到此一目標，故兩者之初步設計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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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設計方式之檢討
既然耐震性能目標是直接建立在控制
建物總體耐震性能至為關鍵的性能指標水
準(最大層間變位角)之上，故初步設計之勁
度及強度需求，亦應以此標的水準為制約
條件展開。圖一為建物耐震性能設計流程
方案，其中之初步設計公式，即為目前經
檢討後所提出之建議方式。其原理係藉由
「ESDOF 系統之位移需求等於特定地震危
害層級作用下之目標位移」的條件來決定
設計基底剪力，且該公式業已考慮了估算
地震位移需求以及目標位移之不確定性。

三、分析程序方式之檢討
有關分析程序部分，經檢討後建議只
保留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程序以及非線性
靜力側推分析程序。其過程分別如圖一有
關建物耐震性能設計流程建議方案中之中
間流程所示。採用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程
序，可直接對經過初步設計且斷面已知的
結構，估算各離散點之性能，其典型之分
析輸出如圖二(c)之示範例所示。至於非線
性靜力側推分析程序雖然較為簡易，但必
須經過一個較為迂迴之途徑，才能得到與
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相當的結果。圖二即
為典型從地震危害曲線出發的示範例，經
過(d)-(f)-(e)-(c)之轉換過程，最終求得圖二
(c)的結果；並可藉由圖二(c)之分析結果，
將兩種分析程序進行相互比較驗證。

四、可接受標準方式之檢討
既然耐震性能目標是直接建立在控制
建物總體耐震性能至為關鍵的性能指標水
準(最大層間變位角)之上，因此判定設計建
物之耐震性能為可接受與否的標準，亦應
以此標的水準之限度值為檢驗條件展開。
新設計或重新設計之結構，經過採用之分
析程序分析後，可如圖二(c)所示般，估算
得該建物在特定離散點之最大層間變位角
的危害程度。一旦得到此危害估計值，即
可將之與圖二(a)與(b)之預期性能目標進
行比對，以檢討設計方案是否滿足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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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們還可實際計算該設計方案之滿意
度(此可藉由計算兩者之比值大小後換算
而得)。FEMA350 規定，此滿意度須達 90%
以上，以確保總體耐震性能之可靠度。

五、結論
以上所建議有關耐震性能設計之流程
與方式，其特點簡單的說，就是將以往只
單純先探討地震對場址的危害再間接考慮
其對不同結構之影響，改為直接探討並估
算地震對某類型結構之危害，並與該類型
結構之耐震性能限度值進行比對。此方式
雖有諸多優點與美意，但其前提是規範必
須為各種不同形態的結構，分門別類地訂
定其在各耐震性能水準階段之限度值，而
此必須有一相當豐富之測試實驗資料庫才
有可能實現，同時其規範複雜度亦增加許
多。僅管如此，此方式未來若能進一步配
合增加某特定部件損壞之易損性曲線，以
及增加決策變數或損失估計隨損壞指標之
依賴關係，就可以達到決策支援或地震損
失評估之境界，此即美國太平洋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PEER)所謂「基於性能考量之地
震工程(PBEE)」

參考文獻
1. Chai, J.-F. and Teng, T.-J., ″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Capacity Spectrum Method to
Performance-based Rehabilita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in the Proc. of the 4TH ICEE,
Taipei, Taiwan, Paper No. 093, (2006).
2. FEMA 350, “Recommended Seismic Design
Criteria for New Steel Moment Frame
Buildings,” SAC Joint Ventur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Sacramento, California, (2000).
3. FEMA-440, “Improvement of Nonlinear
Static Seismic Analysis Procedures,”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SAC Joint
Venture, Sacramento, California, (2005).
4. Vamvatsikos, D. and Cornell, C. A., “Direct
Estimation of Seismic Demand and Capacity
of Multidegree-of-Freedom System through
Incremental Dynamic Analysis of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Approximation,” J. of
Struct. Eng., 131(4), pp. 589-599 (200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選取耐震性能目標

初步設計：決定初步設計基底剪力

ESDOF 位移需求=特定地震危害層級之目標位移
Te2
γ × C1 S a (Te ) 2 = λmax × φ × θ1 Hκ 1κ 2
4π
α

MDOF 結構分析⇒斷面設計或重新設計

檢核設計是否滿足指定地震下之性能要求

Yes

決定是否需要進行

No

非線性動力分析

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

MDOF 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

設定 10-20 組具有相同 S aα (Te )
之輸入地震，計算尖峰最大屋
頂位移與最大層間變位角

將 MDOF 轉換為 ESDOF 系統，
利用非線性位移估算公式，由
SPO 曲線推估特定地震危害層
級 S aα (Te ) 下之最大非線性位移

δ *α = γ × C1 S aα (Te )

NG

可接受標準檢核
γ × Dˆ ≤ λ × φ × Cˆ
max

(

)

OK
完成設計
圖一 耐震性能設計流程之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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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混凝土建物之性能水準限度 θˆmax (%)

(a) 性能目標矩陣圖

(d) 地震譜加速度之危害曲線

(c) 最大層間轉角之危害曲線

(e) 最大層間轉角與 ESDOF 位移之對應關係

(f) ESDOF 全過程性能曲線

圖二 耐震性能目標之設定與二種擷取耐震性能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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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延續前一年度之計畫，針對國內之耐震設計規範進行檢討及提出改進對
策，成立「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及幕僚小組，對於規範相關議題進行研究及討論，
提出具體之修正建議，並規劃新一代耐震設計規範之理念架構及發展方向。

關鍵詞：耐震設計規範、規範修正建議、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

分組，改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成幕
僚小組，對規範相關議題進行初步研究
後，於委員會中提出討論；各委員可針對
議題提出建議或是修正研究方向，若有結
論則可訂出規範條文之修訂建議，作為下
ㄧ次修訂規範時的重要參考基礎。委員會
之運作模式如圖一所示。

一、前言
內政部最新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說」已於 94 年 7 月 1 日起正式施
行，為能釐清或修訂新版規範中之各項疑
點與缺失，並規劃新一代耐震設計規範之
理念架構與發展方向，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於 94 年邀集國內之學者專家以及業
界與主管機關代表，共同成立「規範研究
發展委員會」，作為產官學研各界針對規
範相關議題之交流平台。期能藉由該委員
會之運作，針對耐震設計規範之實務問
題，共同研擬因應方案與改進對策，以解
決工程實務之迫切需求，並落實修訂耐震
設計規範使其更為合理完善。

列舉規範
相關議題

幕僚小組進行
分析研究

取得分析成果

研究小組

定期召開規範
委員會議進行討論

取得結論

二、歷次委員會討論之議題
• 研究小組視需要邀集產官學研專家組成

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至 95 年底已舉
行過五次會議，其重要討論內容與結論概
述如下：

2.第二次會議

主要討論委員會之運作模式，會議中
委員們針對各工作小組之工作項目與分工
提出諸多建議，並決議簡化原先構想之各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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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條文
修訂建議

圖一 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運作模式

1.第一次會議

1

提出相關
建議及方向

本次會議除延續上次會議討論之委員
會架構外，並提出兩項初步研究報告供委

助理研究員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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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配套措施情形下，再以重要結構物
乘上 I 值之加速度值，直接用於液化評
估分析上，會使液化程度過大，設計確
實會過於保守。

員會討論，即基礎抗液化耐震設計問題之
初步探討以及地盤分類準則與工址放大係
數研究，各簡述如下：
(a) 基礎抗液化耐震設計：
z

經由初步分析及實例研究發現，依據
最新耐震設計規範進行基礎抗議化設計
時，具有以下特點與疑慮：
z

z

z

現行規範考量三級地震，相較於舊規範
與日本建築規範之兩級地震，對於基礎
設計之耐震需求提高。

z 若需提出適合我國之土壤液化評估規
在三級地震考量下，再將地表加速度乘
範，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可就液化議
上用途係數 I，所代表之物理意義不明
題提出研究案之人力配置及時程需求。
確，係提高地震回歸期(地震需求)，或
是反映結構物依其重要性所對應之不同 z 未來進行建物或橋梁之性能設計研究
時，應與基礎構造相關規範一併考量。
性能水準？若為後者，由於液化潛能係
指土層在指定之地表加速度下發生液化 (b) 地盤分類準則與工址放大係數
之可能性，不應依結構物重要性而不同。
經由初步分析及實例探討，可發現下
以樁基礎進行抗液化設計，因液化程度 列特性及建議：
增加引致垂直承載力減少，可透過增加 z 藉由不同地震力輸入結果得知，地盤譜
樁長或樁數獲得解決；然而側向位移量
加速度之放大效應與輸入震波無關，而
並不能作有效控制。
與工址地盤之性質相關。

因此，針對上述特點提出下列建議供
委員會討論：
z

用途係數 I 係以結構重要性所對應之性
能要求為考量目的，對於土壤液化分析
時是否恰當值得商榷。

z

在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將基礎結構限
制在彈性範圍內之設計理念，會使基礎
設計無法進行或基礎過於龐大。是否可
引進耐震性能理念，允許基礎結構在最
大考量地震下進入塑性，並發揮韌性。

z

另外亦就其他液化評估課題，如地震規
模之修正及 DE 折減因子之連續性等進
行參數分析供委員會討論。

z

將上部 30m 內之土層替換成波速為平均
剪力波速 VS30 之等值均勻土層，則中長
週期之譜加速度放大效應與原土層結構
之差異不大；而短週期區段則因高頻震
波對土壤分層較為敏感而有些微差異，
但差異不致過大。

z

藉由 30m 內之平均剪力波速做為考慮工
址放大係數之地盤分類指標，則不同場
址之地盤譜加速度放大效應可相互比較
並進行分類。

z

藉由分析結果，建議將規範相關條文具
體修正為：

用於決定工址地盤放大係數之地盤分
類，除台北盆地區域外，餘依工址地表面
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決定
之。VS30≥ 270 m/s 者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
盤)；180 m/s ≤ VS30< 270 m/s 者，為第二類
地盤(普通地盤)；VS30< 180 m/s 者，為第三
類地盤(軟弱地盤)。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

經由委員會討論後，綜合各委員之意
見如下：
z

參考各國規範時，在液化評估方面參考
美國規範之規定，在土質參數折減上又
參考日本規範，故台灣現行規範條文就
整體而言缺乏一致性。因此，應先完成
設計規範之完整一致性後，再考慮檢討
用途係數之必要性。

現行規範已考量三級地震與近斷層效
應，較過去規範與日本規範大幅提高地
震等級，且現今使用之 JRA(1996)液化
評估方法本身即具相當程度之保守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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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依下列公式計
算：

∑ d
∑ d V

(b) 垂直地震力
規範條文中規定，在計算垂直地震力時
應考慮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與最大考
量地震等三個地震層級，然而該如何修
正計算垂直地震力，同時滿足中小度地
震、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的多重性
能目標，規範條文與解說均並無明確交
代。因此建議在計算垂直地震力時，僅
考慮設計地震此單一地震危害層級，並
刪除原規範條文 2.18 節中「2.10 節中小
度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之設計垂直地震
力可修正計算之」的規定。

n

VS 30 =

i =1

i

n

i =1

i

si

其中，di 為第 i 層土層之厚度(m)，滿足
n
∑i =1 d i = 30 m。Vsi 為第 i 層土層之平均剪
力波速(m/s)，可使用實際量測值，或依下
列經驗公式計算
⎧120qu0.36
粘性土層： Vsi = ⎨
13
⎩100 N i

砂質土層： Vsi = 80 N i

13

; Ni < 2
; 2 ≤ N i ≤ 25
; 1 ≤ N i ≤ 50

(c) 建築物之間隔
規範第 2.16.2 節最後一段規定：「2.10.2
節最大考量地震發生時，建築物之間隔
不必檢核」。是否意味由最大考量地震
控制建築物之設計時不須檢核其間隔，
此部份會使設計者造成疑慮。建議當設
計地震由最大考量地震控制時，應檢核
475 年地震力(式 2-3)作用下之間隔。

其中，Ni 為由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第 i 層土
層之平均 N 值；qu 為第 i 層土層之單壓無
圍壓縮強度。
委員會討論後建議增加分析之地盤種
類使統計樣本數增加，以進一步作出更明
確之歸納結論。
3.第三次會議

(d) 韌性容量

本次會議之議題為設計地震規模與特
參考 FEMA-450 及 IBC2006，建議增修
徵地震模型對設計地震之影響，台灣地區
第一章 1.7 節之表 1.3，將 BRBF 列入二
工址之設計地震規模主要用於在判斷地盤
元系統之斜撐系統 R=4.8，含鋼板剪力
液化的潛勢時，所輸入的地震規模大小，
牆鋼構架系統亦列入二元系統之剪力牆
主要依據台灣地區活動斷層之特徵地震在
類，其 R 值亦為 4.8。
線機率模型，配合地震危害度分析等，訂
(e) 週期上限係數 CU 值
定出設計地震規模，其分區圖如圖二所示。
規範 2.6 節中有關週期上限係數 CU 值，
4.第四次及第五次會議
係參考 FEMA-302 之建議，其值介於 1.2
至 1.7 之間，但在 FEMA-368、FEMA-450
此二次會議主要討論之議題為建築物
及 IBC2006 等較新版規範及技術報告，
耐震設計規範之修訂建議，主要項目有以
又修正回復成 1.4 至 1.7，國內規範是否
下幾點：
應同步作適當之調整。
(a) 建築物地下部份之設計水平地震力
(f) 液化潛能判定採用之地表水平加速度
規範條文 2.12 節規定，在計算建築物地
規範 11.1.3 節中規定液化潛能判定所採
下各層之設計水平震度 K 時，必須考慮
用之地表加速度，應將工址地表水平加
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
速度乘上用途係數 I，以考量建築物之重
等三個地震層級，在不同條件控制時，
要性。參考第二次委員會討論結果，由
因未考量容許韌性值之不同，其差異相
於液化潛能判定係評估在特定地震條件
當大(相對比值可高達 (1/4.2)：1：1.3)，
(中小地震、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震)
故建議修訂為以 475 年設計地震為基準
下飽和砂土層發生液化之潛勢，潛勢並
計算 K 值。
7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不會隨建築物重要性而不同，故建議液
化潛能判定時取消用途係數 I 值。

之議題；對我國耐震設計規範之發展而言
實有助益。性能導向設計已成為未來地震
工程發展之潮流與方向，規範研究發展委
員會可負責主導及推動國內耐震規範開始
邁向以性能導向之設計理念與架構，促使
國內工程界在耐震技術方面能持續增進。

(g) 液化潛能判定所採用之地震規模
規範未明訂液化潛能判定時各區域所須
採用之地震規模，在第三次委員會時已
針對地震規模分區進行研究，建議規範
相關條文解說中加入規模分區圖(見圖
二)，供工程師參考。

此外，為能有效連結各界訊息，規範
研究發展委員會將建立專屬網頁，除可供
業界上傳規範相關之工程實務問題外，亦
可即時公告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研擬之因
應方案與對策，解決工程實務之迫切需
求。並擬定期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並依
據研究成果，研擬耐震設計規範之修訂草
案，逐步推動我國之耐震設計相關法規以
臻完備。

26N
Magnitude (MS) of Controlling Earthquake
based on 475 Yrs. Return Period

25N

Ms6.7

Ms7.3

Latitude, N

24N

Ms7.1

Ms6.9

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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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設計地震規模分區圖

三、結論與展望
經由幾次委員會之討論及修正，目前
已針對上述幾項關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之修訂建議研擬具體之修正條文，並送請
相關單位進行後續審查工作。
長久以來，台灣欠缺ㄧ個常態性的組
織，彙整並解決耐震設計規範之相關問題
與疑慮，而如今藉由「規範研究發展委員
會」之運作平台，對耐震設計之工程實務
問題及未來耐震設計規範之發展方向，提
供了有效解決的途徑。今後包括產官學研
各界有關地震工程及耐震設計規範之相關
議題，皆可納入委員會中討論。必要時，
更可配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中長程
研究計畫，訂出明確目標以解決複雜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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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瑞埔國小校舍結構現地試驗
邱聰智1 張毓文 1 鍾立來2 葉勇凱 2 翁元滔3 蕭輔沛 3 黃世建4

摘 要
本中心於 2006 年 7、8 月期間，利用桃園縣瑞埔國小老舊待拆校舍，進行現地試
驗。本次試驗主要探討不同載重型式對結構受側力行為之影響以及進行校舍結構補強
工法之驗證，因此規劃四座測試單元，分別進行 1.靜態單向推垮試驗 2.擬動態試驗 3.
靜態反覆載重試驗 4.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構架單向推垮試驗 5.垂直載重重分配試
驗 6.自由振動、強迫振動與微震量測等 6 大項試驗。
一般認為，擬動態及反覆載重試驗較趨近結構物真實受震行為，根據試驗結果顯
示，反覆載重下的韌性僅有單向側推的 50%，此結果可作為建物耐震評估方法考慮反
覆變位行為之重要參考；試驗結果亦顯示，在隔間磚牆以複合柱補強，提升強度高達
65%；此外，垂直載重重分配試驗成果顯示，柱於瞬間喪失承載力時，對其他柱桿件
垂直載重重分配的動力放大效應為 2.69 倍，此結果有利於崩塌行為之研究；而自由振
動與強迫振動等試驗結果顯示，未補強前的校舍結構長向主頻為 2.71Hz，然而透過補
強後，主頻便提升到 3.7Hz，此結果對於既有結構物耐震能力評估之應用，可作為結
構分析模型參數校正之依據，提供老舊校舍補強工程之參考。

關鍵詞：校舍結構、現地試驗、耐震評估、耐震補強

際地震荷載之反覆運動行為，故本試驗可
作為單向載重試驗之對照比較，以探究此
兩種加載方式對結構受震反應之影響。

一、前言
本試驗之目的，係經由現地試驗以獲
得既有校舍建築物於補強前後之受側力反
應，以供校正理論分析模型與驗證補強工
法之用。本次試驗將探討不同載重型式對
結構受側力行為之影響。因此，本試驗規
畫預計執行二座原型試體但不同加載方
式，即靜態單向載重、擬動態載重搭配靜
態反覆載重；另外進行一座補強試體試
驗，最後進行一座垂直載重重分配試驗，
共計四座測試單元。本次試驗主要項目計
有：

3.靜態反覆載重試驗－本試驗亦為靜態單
向推垮試驗之對照組，透過反覆位移控制
手法呈現結構耐震能力，兩組試驗結果比
較後，作為常見建物耐震評估方法於考慮
反覆變位行為時之重要參考。
4.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單向推垮試驗
－本試驗針對教室之隔間磚牆部位增設
中間柱補強工法，透過與靜態單向推垮試
驗之比較，進行補強效果測試驗證。

1.靜態單向推垮試驗－本試驗為標準試
驗，作為其他試驗之對照組。

5.垂直載重重分配試驗－本試驗的目的擬
找出當建物中某一柱於地震中損毀時，其
他柱瞬間分配到之載重的動力放大因
子，以了解建築物在地震中崩塌的機制。

2.擬動態試驗－實體 RC 校舍結構受震反
應之擬動態大型試驗為世界首例，由於
RC 建物耐震評估方法尚未能適切考量實

6.自由振動、強迫振動與微震量測－可得知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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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結構之自然週期，做為校舍耐震設計
之重要參考資訊。

動器損壞，反覆載重於此刻停止試驗，而
將油壓制動器與試體解鎖，改為靜態單向
推垮試驗，直接將試體推倒。本試體共分
三階段分別完成擬動態、靜態反覆載重、
靜態單向推垮試驗，其試驗結果與靜態單
向推垮試驗（試體 II）比對，如 Fig.5 所示。
實驗結果顯示，不同的測試方式，所獲得
的最大抗側力強度同為 1190kN，然而位移
韌性的表現，則因反覆載重作用下，減少
約 50%，此結果顯示，進行建物耐震評估
時，若採用非線性推垮分析，應考慮反覆
變位行為之折減，以免高估韌性。

7.材料性質取樣統計分析－於試驗結束
後，對校舍之鋼筋、混凝土及磚牆取樣並
對其作材料試驗，有助於瞭解校舍之耐震
能力。

III

2006 年 7、8 月，本中心於桃園縣瑞埔
國小針對待拆除重建之校舍建築，進行實
體建築物耐震能力之現地試驗。本試驗以
二間教室為一測試單元，其中，教室 3,4
為擬動態搭配靜態反覆載重之試驗單元，
教室 5,6 為空構架之試驗單元，教室 11,12
為隔間牆增設複合柱補強之試驗單元，教
室 7,8 則為柱爆破之試驗單元，其餘教室作
為反力單元（Fig.1）。

Fig.2 擬動態試驗測試佈置
Fig.1 瑞埔國小校舍現地試驗試體規劃

二、擬動態及反覆載重試驗
為進行擬動態及反覆載重試驗，吾人
於教室 1、2 單元中，構築一座能提供雙向
反力的剪力牆，將本中心之油壓制動器安
置於剪力牆上，並透過高拉力螺桿將實驗
試體（教室 3、4）前後以預力對鎖，靠預
力螺桿來傳遞油壓制動器的推力與拉力。
如 Fig.2 所示。

A. The failure situation of A5
Col. in PDTNo5（PGA240）

B. The failure situation of A6
Col. in PDTNo5（PGA240）

Fig.3 擬動態試驗測試情形

經以 921 地震於嘉義 CHY041 測站的
東西向地震紀錄（PGA=240gel），進行擬
動態試驗，於最大抗側力強度 1190kN 產生
後，隨後的兩次迴圈強度立即衰減，此時
也 已 經 過 載 重 歷 時 的 最 大 峰 值
（PGA=240gel），從 Fig.3 可看出，窗檯
柱已產生剪力破壞模式，此時改做靜態反
覆載重試驗，從頂層層間變位角 0.75%開
始進行反覆載重測試，完成層間變位角
2.0%後，所有柱已經產生剪力破壞，如 Fig.4
所示，因此為避免試體倒塌，造成油壓制

A. The failure situation of A5
Col. in cyclic test（2.0%）

B. The failure situation of A6
Col. in cyclic test（2.0%）

Fig.4 反覆載重試驗測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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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Base Shear (kN)

1500
1000

最大強度增加了 775 kN，平均每根補強柱
所提供之強度為 129.2 kN。補強前後頂樓
位移與基底剪力關係如 Fig.7，破壞前後照
片如 Fig.8。

Mono. Pushover Exp (Specime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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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複合柱配置平面圖及斷面配筋圖

Fig.5 不同測試方式下基底剪力與層間變
位角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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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L Displacement - Base Shear
Without Retrofit
With Retrofit

1600

Base Shear (kN)

三、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試體靜
態單向推垮試驗
本試驗採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強
工法，增設之複合柱分為兩部分，配以橫
向鋼筋，於兩側夾住隔間磚牆。增設之複
合柱本身對耐震容量有所貢獻外，並可降
低隔間磚牆之有效寬度，同時增加隔間磚
牆之面外強度及承載能力。隔間磚牆之補
強工程不必拆除門窗，因而省工、省時、
省錢又環保，且對原有校舍功能之衝擊降
至最低。

12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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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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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RFL Displacemen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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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補強前後基底剪力與位移之關係圖

每根補強柱斷面為 40cm×65cm，主筋
為 8-D19；箍筋則於距一樓樓板 65cm 內為
D10@10cm，其餘箍筋為 D10@15cm，共
六根柱，平面配置及斷面配筋詳如 Fig.6。
補強柱前後夾住隔間磚牆，上穿透樓板，
下則於一樓樓板下方施作一 100cm×100cm
×75cm 之基腳。其中，因隔間磚牆之關係，
傳統柱箍筋無法使用，故改以兩ㄇ型筋於
隔間磚牆前後對接，對接部份以 3/8 吋 U
型鋼索夾交互置放鎖固，以形成一良好之
圍束機制。

A. 試驗前

B.試驗後

Fig.8 補強試體試驗前後照片

四、垂直載重重分配試驗

建物的穩定性有賴於垂直承載構件，
如立柱、RC 牆與磚牆等，是否能有效的承
擔建物的自重。地震中某立柱損毀後，其
垂直載重重分配給其他立柱，這些立柱的
垂直承載立刻大增，若超出其垂直承載能
力，將導致一連串立柱的損毀，以致建物
由實驗結果可得，補強後之試體最大
倒塌。同時立柱的震毀是瞬間的，其垂直
強度為 1966 kN，此時頂樓位移為 87 mm，
載重重分配會有動力放大效應，亦即其他
二樓位移為 42 mm；於 0.8 倍最大強度時，
立柱增加的垂直載重，不僅是分攤震毀立
頂樓位移為 146 mm，二樓位移為 72 mm。
柱原本承受的垂直載重，還要因為動力放
補強試體除一樓產生破壞外，二樓亦產生
大效應，承受額外的載重。因此要研究建
破壞，其原因應為補強後上下兩樓層之
物的耐震能力及其崩塌行為，有必要了解
強、勁度相若，軟弱層現象消除。
立柱損毀後，垂直載重重分配的機制，及
與未補強之試體比較，補強後試體之 相關的動力放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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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採用教室 7、8 為測試單元，如
Fig.9 所示，柱位 C2 即作為震毀的立柱，
移除的方式係採用火藥爆破柱身 1.5 公尺
範圍，火工作業係委託中山科學研究院執
行。各立柱皆安置量測變位的各式儀器，
如動態的 LVDT 及靜態的 Dial gauges，以
量測立柱長度的縮短量，進而分析得到其
垂直承載在 C2 柱移除後，靜態與動態的變
化量。

力，記錄該建物擺動情況與大小。如此逐
一改變振動頻率，從低頻至高頻，分別記
錄建物在不同頻率下之反應，即可得到頻
率反應曲線，藉此了解建物之動力特性。
3.微震量測(Microtremor Measurement): 本
試驗藉由自然界對建物所造成的自然振
動，經由量測儀器得到結構物各樓層不同
地點之振動情形，經分析獲得結構物本身
的振動頻率。

Fig.10 顯示，C2 柱移除前後的照片，
試驗後順利量到各立柱的長度變化量，由
D2 柱的量測結果顯示，動態放大效應為
2.69 倍，而非一般假設的 2 倍，顯示本次
試驗的成果，值得提供給學界未來研究的
參考。

各試驗進行量測時，取樣率設定為每
秒 200 點，每筆記錄 5 分鐘以上。分析時
將速度紀錄過濾 2.0Hz 以下、20.0Hz 以上
之頻率且經基線修正後，單位擷取視窗為
每 4096 點進行頻譜分析，以得到結構物之
自然頻率。其中微地動量測結果，經由雙
站頻譜比法，可得到建物放大主頻。建物
阻尼比則經傅立葉轉換後建立頻率與振幅
關係圖，以帶寬法計算獲得。Fig.11 為試
體 II、III 之量測結果，其中標準試體（試
體 II）長向主頻為 2.71Hz，微地動因自然
訊號經由場址特性至結構物之放大，所得
到之主頻則在 3.3Hz~3.5Hz 左右。而隔間
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試體 III），其主頻
則增加到 3.7Hz。結果顯示補強效果對於既
有老舊校舍耐震能力的提升可反映在結構
物主要頻率上。

Fig.9
教室單元 7 及 8

A.試驗前鑚孔埋設炸藥

Fig.10

本試驗藉由三種振動方式，量測振動
紀錄以瞭解結構物本身之動力特性，此結
果對於既有結構物耐震能力評估之應用，
可作為結構分析模型參數校正之依據，提
供老舊校舍補強工程之參考。

B.炸藥爆破移除柱體

C2 柱移除前與後

五、結構物動力特性分析
本試驗方法主要有下列三種：自由振
動、強迫振動、微地動量測。
1.自由振動(Free Vibration) : 本試驗規劃於
結構物頂部施力使其變形，再以瞬間釋
放，則結構物在本身阻尼作用下會產生衰
減特性之自由振動。藉由量測儀器記錄振
動狀況，進行頻譜分析以獲得結構物主要
振動頻率與阻尼比。

f = 2.71Hz

f = 3.7 Hz

ζ = 0.0248

ζ = 0.0231

Un-reinforcement
specimen

Composive column
reinforcement specimen

Fig.11 標準試體 II 與補強試體 III 之結構
特性

2.強迫振動(Force Vibration) : 以振動產生
器對建物施加已知振動頻率之穩定外
12

校舍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效益
之推垮分析及試驗驗證
鍾立來1 吳賴雲2 連冠華3 曾建創4 黃裕哲 3

摘 要
九二一集集地震造成數以萬棟之樓房損毀，其中以中小學校舍損壞最為嚴重，因
此，校舍結構耐震補強乃當務之急。耐震補強方法除了成本效益外，尚須考慮其對校舍
功能之衝擊。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強工法，增設之複合柱分
為兩部分，配以橫向鋼筋，於兩側夾住隔間磚牆。增設之複合柱本身對耐震容量有所貢
獻外，並可降低隔間磚牆之有效寬度，同時增加隔間磚牆之面外強度及承載能力。隔間
磚牆之補強工程不必拆除門窗，因而省工、省時、省錢又環保，且對原有校舍功能之衝
擊降至最低。
本研究參考台南市後甲國中德育樓單元教室之隔間磚牆構架，設計含樓板之單層單
跨足尺寸試體。由試驗結果顯示，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強效益顯著，補強後之強度
提高一倍。當層間位移比高達 15.0% 時，依舊保持良好之殘留強度，且與未補強前之最
大強度相若。最後，本研究使用ETABS進行非線性推垮分析，比較試驗及數值模擬之結
果，顯示非線性推垮分析能掌握校舍結構於補強前後之耐震行為。

關鍵詞：校舍、耐震補強、複合柱、非線性推垮分析、耐震評估、隔間磚
牆

壞既有門窗，且補強工程可能造成空間縮
減、日照採光及通風換氣不足。此外，補
中小學校舍建築具有隨人口密度分
強施工後，尚需裝潢工程，以便安裝門窗。
佈、數量充足、空間較易利用、位置明顯，
因此，若在走廊內側施作補強工程，不但
且大部分為政府出資興建等優點，故政府
工期長，廢料多，影響建築物之日常機能
單位多將學校規劃為緊急避難場所。若於
及二次環境污染，且工程費用高。
大地震發生後中小學校舍受損嚴重，將無
故依據文獻【5】提出在校舍之隔間磚
法提供作為緊急避難場所之用。因此，中
牆予以補強的構想，即隔間磚牆增設複合
小學校舍耐震補強乃刻不容緩之課題。
柱。對典型校舍而言，若在隔間磚牆中央
根據校舍之震害型態，在垂直走廊方
之前後兩側增設柱子，讓磚牆夾在其中，
向，設有隔戶或隔間牆，牆壁完整；但是，
可降低隔間磚牆之有效寬度，大幅提升隔
在沿走廊方向，設有門窗，牆壁在重力方
間磚牆之面外強度及承載能力，在大地震
向不完整。此外，柱子下方多為窗台所束
下，校舍不至於倒塌，師生便能立即逃出。
制，形成短柱效應，使柱子趨向剪力之脆
在隔間磚牆施作補強工程，門窗不必拆
性破壞。因此，破壞模式大多為沿走廊方
除，不影響建築物之機能，工期短，且工
向一樓崩塌。若沿校舍之走廊側，依據文
程費用低。
獻【1~4】進行傳統補強工程等，勢必破

一、前言

1
2
3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1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下入地梁底 0.2 公尺深之空間，對磚牆型
成一局部圍束行為。

二、試驗規劃
本研究擬參考台南市後甲國中德育
樓，取一單元教室含磚牆之隔間構架的基
本尺寸為設計依據。德育樓始建於民國 57
年，為一地上三層樓 RC 建築物，樓層高
3.6 公尺，總樓高 10.8 公尺；沿走廊方向
（東西向）長 53.5 公尺。

複合柱之 # 3 鋼筋之設計降伏強度為
2800kgf / cm 2 ；# 6 鋼筋之設計降伏強度為
4200kgf / cm 2 ，混凝土設計抗壓強度均為
280kgf / cm 2 ，如圖二所示。

考量施工及測試場地等因素，故縮減
原來長度之一半為 4 公尺，其餘尺寸均保
持原德育樓尺寸。構架之樓板尺寸為沿隔
間磚牆方向長 4.5 公尺；沿走廊方向寬 1.2
公尺；厚 0.15 公尺；磚牆為先砌式（B1-2）
厚 0.2 公尺，如圖一所示。
Φ10cm

Φ10cm
Φ10cm

圖二 複合柱配筋圖
此複合柱為標準斷面，沿走廊方向深
0.65 公尺；沿隔間磚牆方向寬 0.4 公尺，
不再需要設計複合柱斷面，只需調整複合
柱之數目，即可達到耐震規範之基本要求。

圖一 先砌式隔間磚牆構架尺寸圖
為確實模擬後甲國中德育樓之現狀，
以文獻【1】建議，梁柱之主筋設計降伏強
度為 2800kgf / cm 2 ；混凝土設計抗壓強度
為 180kgf / cm 2，以符合德育樓之實際混凝
土強度偏低現象。

因隔間磚牆之關係，傳統柱箍筋無法
使用，故改以兩ㄇ型筋於隔間磚牆前後對
接，對接部份以 3/8 吋 U 型鋼索夾交互置
放固定，形成一良好的圍束機制。
本試驗依文獻【2】建議，置放混凝土
塊以模擬一樓柱實際承受之重量。架設施
力鋼架，令試體之沿走廊方向梁與樓板水
平移動，柱呈現雙曲率變形。沿隔間磚牆
方向的梁與樓板連接型成 T 型梁，使整體
結構為強梁弱柱之剪力屋架行為，以確實

在隔間磚牆中央之前後兩側增設複合
柱，複合柱在每側之斷面深度 0.2 公尺；
寬度 0.4 公尺，配筋設計為主筋採用 4 根
# 6 鋼筋，配置 #3 @15cm 箍筋。複合柱前
後夾住隔間磚牆，上穿透樓板 0.4 公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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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及 − 8% ，試體正負側力強度分別下
降至92kN及-115kN，如圖五所示。

反映實際中小學校舍一樓之受震結構行
為，如圖三所示。
900

800

900

600

Force(kN)

500

400

600

1720

B1-2
B1-2-C

200

2850
0
-400

-200

0

450

200

400

Displacement(mm)

3850
-2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00

圖三 試驗配置圖

圖五 B1-2 及 B1-2-C 側力-位移曲線圖

(b)含 1B 先砌隔間磚牆之增設複合柱補強
構架 B1-2-C

三、試驗結果與比較
(a)含 1B 先砌隔間磚牆之構架 B1-2

於層間位移比 ± 0.25% 時，沿隔間磚
牆梁，出現扭矩裂縫。於層間位移比 ± 2%
時，隔間磚牆下端，水平裂縫持續增加且
出現45度斜裂縫，複合柱上部與隔間磚牆
之介面亦出現垂直裂縫，沿隔間牆方向梁
大量出現45度扭矩裂縫，與複合柱交界附
近亦出現少許撓曲裂縫。於層間位移比
6.0% ，複合柱下端主筋挫曲，樓板開始出
現 45 度扭矩裂縫。複合柱於層間位移比
7.0% ，位移量達 Δ = + 210 mm時，下部二
根主筋發生斷裂，如圖六所示。

於層間位移比 ± 0.25% 時，隔間磚牆
上下端，出現整條水平裂縫，裂縫寬度約
0.25mm 。於層間位移比 ± 1% 時，隔間磚
牆上下端，水平裂縫寬度持續增大至約
1.5mm，其與RC柱之上部介面，均出現垂
直裂縫。於層間位移比 ± 6% 時，隔間磚牆
上下端，水平裂縫寬度持續增大至約
12mm，RC柱交界面開始出現垂直裂縫。
於層間位移比 15% 時，左柱與右柱上下
端，混凝土持續大量掉落，箍筋鬆脫，如
圖四所示。

圖六 B1-2-C 試體最終破壞

圖四 B1-2 試體最終破壞

初期勁度為 16.8kN/mm。側力強度於
層 間 位 移 比 為 6.0% 達 到 最 大 正 值 ， 為
370.8kN ；於層間位移比為 − 4.0% 達到最
大負值，為-343.1kN。於最大層間位移比
+ 15% 及 − 10% ，試體正負側力強度分別

初期勁度為 13.5kN/mm。側力強度於
層 間 位 移 比 2.0% 達 到 最 大 正 值 ， 為
171.93kN；於層間位移比 − 3.0% 達到最大
負值，為-161.2kN 。於最大層間位移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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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至192.9kN及-206.5kN，如圖五所示。
由圖七可知，增設複合柱補強之
B1-2-C 試體，不論初始勁度、極限強度及
殘留強度都比 B1-2 試體來得優異，於層間
位移比 + 15.0% 時，依舊保持良好之殘留
強度，相若於未補強前之最大強度。

Experimental
ETABS PUSHOVER

Force(KN)

300

200

100

Force(kN)

400

B1-2
B1-2-C
0
0

100

200

300

400

500

Displacement(mm)

200

圖八 B1-2-C 理論與試驗之包絡線比較圖

四、結論

0
-400

-200

0

200

400

Displacement(mm)

校舍隔間磚牆補強為一經濟、有效且
快速之補強方法，配合國家發展之政策，
可全面施行，以提昇中小學校舍之耐震能
力，在下一次大地震來襲時，可大幅減緩
地震之災害。

-200

-400

圖七 試體側力-位移包絡線比較圖
從試驗中可發現，因複合柱端部無沿
走廊方向梁束制，其反曲點提高至 0.76 之
複合柱淨高。沿隔間磚牆方向梁之扭矩強
度為一傳力機制，當其夠強，則力量充分
傳遞至複合柱，則複合柱能充分發揮強
度。可是在試驗中發現，沿隔間磚牆方向
梁之強度，無法完全傳遞力量，所以複合
柱上部未破壞，反而是樓板及沿隔間磚牆
方向梁有先破壞之趨勢，即於樓板 45 度扭
矩裂縫處，因樓板破壞，梁已非 T 型梁斷
面，扭矩強度下降，明顯之 45 度扭矩裂
縫，即在此梁斷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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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臺，「學校建築常見之結構損害現象
歸類及補強計畫建議」，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1996
3. 藍百圻，“既有 RC 沿街店舖住宅滿足功
能要求之耐震補強” ，國立成功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論文，許茂雄教授指導，
2001
4. 施閩元， “鋼筋混凝土結構加勁消能補
強之耐震能力評估” ，國立台灣大學土
木研究所碩士論文，鍾立來、吳賴雲教
授指導，2003
5. 連冠華， “校舍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
強效益之推垮分析及試驗驗證” ，國立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論文，鍾立
來、吳賴雲教授指導，2006

側推過程中，因複合柱與 RC 柱之勁
度差異，而有相對變形產生，造成隔間磚
牆之斜裂縫產生。
採用工程師常用之 ETABS 套裝軟
體，作非線性靜力推垮分析，比較試驗及
數值模擬之結果，顯示非線性推垮分析能
掌握校舍結構於補強前後之耐震行為，如
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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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補強工法之現地試驗
鍾立來1 吳賴雲2 楊耀昇3 黃裕哲 3 連冠華 3

摘 要
2006 年暑假期間，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桃園縣瑞埔國小針對待拆除重建之校
舍建築，進行實體建築物耐震能力之現地試驗。本次現地試驗之目的，係欲經由現地
試驗以獲得既有校舍建築物補強前受側力之反應及驗證經增設複合柱補強後之效益，
以供驗證補強工法與校正理論分析模型之用。本試驗採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強工
法，增設之複合柱分為兩部分，配以橫向鋼筋，於兩側夾住隔間磚牆。增設之複合柱
本身除對耐震容量有所貢獻外，並可降低隔間磚牆之有效寬度，同時增加隔間磚牆之
面外強度及承載能力。隔間磚牆之補強工程不必拆除門窗，具有省工、省時、省錢又
環保等優點，且對原有校舍功能之衝擊降至最低。

關鍵詞：既有校舍建築物、現地試驗、複合柱補強

瑞埔國小位於桃園縣楊梅鎮，於日據
時代創校，原始校舍為 1 層樓磚造平房，
於民國 68 年始改建為 2 層樓鋼筋混凝土加
強磚造建築物，單一樓層有 4 間教室，單
邊有走廊，且為典型之廊外無柱校舍。原
型試體與補強試體校舍興建年代相近，皆
採標準圖設計施工，有利多組試驗比對。

一、前言
歷年來台灣地區發生的幾次強震中，
尤其在 1999 年集集大地震中，中小學校舍
損毀的情形特別嚴重。經勘災結果統計發
現，傳統校舍普遍存在許多共同之問題，
如分期興建、箍筋間距過大、閉合箍筋彎
鉤非 135∘耐震彎鉤、箍筋彎鉤延伸長度
不足、窗台短柱等，且早期校舍建築以考
量採光及通風為主，未完善地考慮耐震設
計，另因施工品質低落，均造成耐震能力
明顯不足；且校舍係天然災難發生時之主
要緊急避難場所，因此，針對既有校舍結
構進行評估與補強為一重要且迫切之課
題。

兩座試體經切割並整理後，單一樓層
有 2 間教室，含三面隔間 1B 磚牆；單間
教室有三跨，單邊有走廊且廊外無柱；單
一樓層高約 3.6 公尺，沿走廊方向總長約
18.8 公尺、垂直走廊方向總長約 8 公尺。
平面及立面配置如圖 1、2。

一般傳統校舍常見補強方法有 RC 包
覆補強、鋼板包覆補強、翼牆補強、擴柱
補強或纖維複合材料包覆補強等等，此次
現地試驗則引用於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
方法進行補強，以探討此補強方法之可行
性。

圖 1 試體立面配置圖

二、試體介紹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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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澆置，使原始校舍結構與增設之複合柱
充分結合；瑞埔國小校舍結構無地梁基
礎，故複合柱向下於一樓樓板下方另施作
一 100cm×100cm×75cm 之基腳。其中，因
隔間磚牆之存在，傳統柱圍束箍筋無法使
用，故改以兩#3-U 型筋穿過隔間磚牆並前
後對接，對接部份以 2 個 3/8 吋 U 型鋼索
夾交互置放鎖固，以形成良好之圍束機制。

圖 2 試體平面配置圖

圖 4 經整理後之原始試體

40

40

試體單一樓層共 17 根柱，分為 2 種尺
寸配筋，其中 C1 柱尺寸為 35cm×40cm，
主筋為 8-D19，箍筋為 D10@25，共 14 根，
分佈於教室兩側(A 與 C 構架)；C2 柱尺寸
為 24cm×40cm，主筋為 6-D19，箍筋為
D10@25，共 3 根，分佈於三面隔間磚牆
內。（如圖 3）

圖 3 試體原始柱配置及斷面配筋圖
於試體單元整理時，首先將試驗試體
與反力單元切割，再將原有磚翼牆拆除，
僅保留磚窗台以模擬典型校舍之狀況。
本試驗之參考原型試體不加任何補強
構件(如圖 4)，而補強試體則於三面隔間磚
牆各增設 2 根複合柱進行補強(施工過程
詳圖 5、試驗前之補強試體如圖 6)。每根
補 強 柱 斷 面 為 40cm×65cm ， 主 筋 為
8-D19，於隔間磚牆兩側均勻配置；箍筋
設 計 除 於 距 一 樓 樓 板 65cm 內 為
D10@10cm ， 其 餘 箍 筋 之 設 計 配 置 為
D10@15cm，共 6 根柱，平面配置及斷面
配筋詳圖 7。複合柱所使用之材料強度分
別 為 ， #3 鋼 筋 之 設 計 降 伏 強 度 fy 為
2800kgf/cm2 ，#6 鋼筋之設計降伏強度 fy
為 4200kgf/cm2，混凝土設計抗壓強度 f’c
為 280kgf/cm2。

圖 5 補強試體施工過程

補強柱前後夾住隔間磚牆，向上穿透
樓板，複合柱附近樓板之混凝土打除，但
樓板鋼筋保留，於複合柱灌注混凝土時一

圖 6 試驗前之增設複合柱補強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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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隔間磚牆產生撓曲及斜剪裂縫

圖 7 隔間磚牆增複合柱設計
接著於各試體之反力單元安裝反力斜
撐，試驗時為模擬基本震態之側向力分
佈，於屋頂及 2 樓安裝油壓千斤頂，以 2：
1 等比例壓力逐步進行推垮。(如圖 1 所示)

三、試驗結果及觀察
由實驗結果可得，補強前之原型試
體，其主要之變形集中於一樓，A 構架柱
與 C 構架柱產生剪力破壞、隔間磚牆出現
斜裂縫及撓曲裂縫，破壞集中於底層(如圖
8-1、8-2、8-3)。原型試體最大強度為 1194
kN(圖 11)，發生於頂層側移量達到 55
mm(頂層位移角約為 0.77%)，而二樓之側
移 為 47 mm( 二 樓 之 層 間 變 位 角 約 為
1.31%)；另於 0.8 倍最大強度時之頂層側
移量為 162mm(頂層位移角約為 2.25%)，
而二樓之側移為 151mm(二樓之層間變位
角約為 4.19%)。

圖 8-3 原型試體於試驗時之破壞情形
補 強 後 之 試 體 最 大 強 度 為 1965.52
kN，此時頂樓最大位移為 87 mm，二樓位
移為 42 mm；於 0.8 倍最大強度時，頂樓
位移約為 213.7 mm，二樓位移約為 106
mm。補強試體除一樓原有柱產生剪力破
壞、隔間磚牆出現斜裂縫、複合柱基礎轉
動，二樓亦產生明顯破壞(如圖 10)。其中
複合柱因基礎轉動，故複合柱本身之破壞
情況並不嚴重，僅於各層之柱頂及柱底出
現撓曲裂縫。試體主要之破壞仍集中於原
有結構之 C1 與 C2 柱。補強試體試驗後破
壞情形如圖 9、10，補強前後頂樓位移與
基底剪力比較如圖 11。

圖 8-1 A、C 構架斜剪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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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展望
1.補強試體除一樓產生破壞外，二樓
亦產生破壞，其原因應為補強後上下兩樓
層之強度、勁度相若，軟弱層現象消除。
2.比較補強前與補強後試體之基底剪
力，發現最大強度增加了 775 kN，約提昇
65%之強度，平均每根補強柱所提供之強
度約為 129 kN。
3.比較於 0.8 倍最大強度時，補強後
試體之頂樓位移提高 51.7mm，即此補強
方式除提昇強度外，亦提供較佳之韌性。
4.由試驗結果得知，既有校舍經此補
強方法補強後，其強度及韌性均明顯提
昇，進一步的驗證此補強方法的可行性，
且國家地震研究中心亦有針對此補強方法
進行反覆載重、地震模擬振動台試驗，期
望此補強方法經完整試驗得到驗證後，得
以提供需補強之建築物使用。

圖 9 補強試體於試驗時之構件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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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補強試體於試驗時之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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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補強前後頂樓位移與基底剪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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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尺寸校舍與街屋組件之耐震驗證及模式建立(I)
葉勇凱1 盧錦嫻2 黃世建3

摘 要
有鑑於 921 地震時學校建築物的大量損壞倒塌，學校建築物之安全值得擔憂。本
研究主要探討學校建築物之隔間磚牆在面外方向受震行為，另外對磚牆部分加以碳纖
維貼片補強，希望藉以達到補強功效，提昇學校建築物之耐震能力。在本研究中共設
計 7 座試體，其中包含空構架試體、構架含 0.5B 磚牆（先砌及後砌）試體、構架含
1B 磚牆（先砌及後砌）試體、構架含 1B 磚牆（先砌及後砌）CFRP 補強試體，在實
驗室中模擬實尺寸校舍隔間磚牆在面外方向雙曲率反覆載重作用。本次實驗中，隔間
磚牆面外方向在強度上並沒有顯著的提升，但在垂直承載力方面，磚牆提供了輔助的
角色，以致於構架能有較佳的殘餘強度。在補強試體方面，試體強度的提升有如預期，
且 CFRP 補強之試體在最大強度及殘餘強度，皆優於未補強之試體。

關鍵詞：校舍建築、耐震能力、磚牆、碳纖維貼片

替代了原本傳力機制，支撐建築物不發生
立即的倒塌。面對全國數量如此龐大的校
舍建築物，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經濟、
快速且不影響校舍之正常使用的補強方
法，而利用磚牆補強來提高校舍結構物耐
震能力，似乎可以達到全面性提升校舍耐
震能力的效果。

一、前言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台灣發生了芮
氏規模 7.3 的 921 集集大地震，損壞與倒
塌的中小學校舍數量不計其數。而部份中
小學校舍建築物在震後仍須作為緊急避難
之場所，故其耐震能力實不容忽視。為符
合採光通風及教室單元面積的使用上之要
求，國內中小學校舍建築物普遍存在沿走
廊方向的大面積開窗，使得校舍建築物沿
走廊方向為耐震弱點；尤其由於窗台束制
所造成的短柱效應，使教室在地震力作用
下，經常發生窗台柱之剪力破壞，進而喪
失垂直承載力而倒塌。

二、試驗規劃與執行
本試驗規劃 7 座試體，以構架為主體，
配合校舍建築物常見的不同形式隔間磚牆
厚度與補強，以混凝土質量塊，放在構架
上以模擬一樓柱實際承受之二層樓重量，
考量沿隔間牆方向的梁與樓板組成之 T 型
梁，架設施力鋼架於試體之沿走廊方向的
梁上，限制柱以雙曲率變形，使整體結構
符合強梁弱柱之剪力屋架行為，以確實反
映實際國內校舍建築物一樓之受震行為。

民國 94 年 1 月與 7 月，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之研究團隊於花蓮縣新城鄉新城
國中與雲林縣口湖鄉口湖國小進行校舍建
築物耐震能力之現地試驗，以求確實反映
實體校舍建築物在地震下之耐震行為。在
現地實驗中我們看到，當承受垂直承載力
的主要桿件柱發生破壞產生塑鉸時，磚牆
扮演了另一個傳力機制，結構物的垂直承
載力由主要承擔的柱轉向隔間磚牆，磚牆
1
2
3

為使所有試體便於區別，以下列規則
命名，其中純構架以 PF 即 Pure Frame 命
名，而構架含磚牆若為先砌式磚牆則以 B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學系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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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體可分為四大類，第一類為空構架
PF-2 一座，設置空構架來做為本次實驗的
對照組，希望藉由實驗來看出增設不同形
式磚牆之構架相對空構架的差異；第二類
為構架含 0.5B 磚牆(磚牆厚 12cm)共二座，
模擬早期校舍建築物採用的先砌式磚牆
BH-2（加強磚造）與後砌式磚牆 AH-2（填
入式磚牆）各一座；第三類為構架含 1B 磚
牆(磚牆厚 24cm)共二座，同樣採用先砌式
磚牆 B1-2 與後砌式磚牆 A1-2 各一座；第
四類為構架含 1B 磚牆面外包覆碳纖維貼
片共二座，先砌式磚牆 B1-2-F 與後砌式磚
牆 A1-2-F 各一座。試體為單層單跨樓板結
構，沿隔間牆方向柱心至柱心之長度為 4
公尺，柱淨高 3 公尺，總高度為 4.4 公尺，
沿走廊方向樓板寬 1.2 公尺，樓板厚採用常
見之 15 公分，柱之尺寸沿隔間牆方向長 50
公分；沿走廊方向寬 30 公分，施力方向為
柱斷面弱軸之方向，主筋採用 12 根 #6 鋼
筋，配置 #3@ 25cm 箍筋。

板、L 型施力鋼架兩座連同平衡鉛塊及防
落裝置之 H 型鋼梁提供，水平施載使用 4
支油壓致動器，由位移控制輸出驅動試驗
構架之控制水平外力，擬靜態之水平面外
方向之反覆載重試驗，柱頂無轉角的雙曲
率變形即是建立在此 4 支油壓致動器使用
位移相等的控制而得到的。施載程序採三
角形位移波輸出，各階段最大層間變位角
依次為 0.25%、0.5%、0.75%、1%、2%、
3%、4%、6%、8%，每位移取兩個週期，
接著層間變位角 10%僅作一個週期，若試
體還有強度，則單向緩慢推至層間變位角
15%，再將側力緩慢卸載。
Drift Ratio (%)
-10

V (tonf)

來表示，後砌式磚牆則以 A 來表示，再標
示出磚牆厚度如 12cm 先砌式磚牆即以
BH，而 24cm 後砌式磚牆即 A1，模擬樓
層數則以數字表示，兩層樓高建築物則表
示為-2，至於試體加以碳纖維貼片補強以-F
來 表 示 ， F 表 示 CFRP (Carbon Fiber
Reinforcement Polymer) 即 碳 纖 維 補 強 貼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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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試體載重位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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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P 補強)之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
所示，最大測試載重為 31.60 tonf ，實驗
終止於層間變位角 15%，位移 450mm，殘
餘 強 度 為 17.86 tonf ， 為 最 大 載 重 之
56.51%，至此試體應還未完全喪失其垂直
承載能力，側力強度亦有殘餘強度。

三、試驗結果
試體 PF-2(空構架)之載重-位移遲滯
迴圈相當飽滿，如圖二所示，初始彈性勁
度約為 0.49 tonf / mm ，最大測試載重為
16.63 tonf ，發生在層間變位角 3%，其對
應之最大載重韌性比 μu = 3.50，最後試體
本身與設計之防落裝置相碰觸，實驗終止
於位移 270 mm ，殘餘強度為 4.32 tonf ，
為最大載重之 28.50%，至此試體應已接近
完全喪失其垂直承載能力，側力強度亦接
近完全喪失，由實驗遲滯廻圈、包絡線與
現場觀察，試體破壞模式為撓剪破壞。

試體 A1-2-F(構架含 1B 磚牆後砌貼
CFRP 補強)之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
所示，最大測試載重為 33.24 tonf ，實驗
終止於層間變位角 15%，位移 450mm，殘
餘 強 度 為 16.90 tonf ， 為 最 大 載 重 之
50.85%，至此試體應還未完全喪失其垂直
承載能力，側力強度亦有殘餘強度。

試體 BH-2(構架含 0.5B 磚牆先砌)之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所示，最大測試
載重為 17.61 tonf ，實驗終止於層間變位
角 15% ， 位 移 450mm ， 殘 餘 強 度 為
3.92 tonf ，為最大載重之 22.28%，至此試
體應還未完全喪失其垂直承載能力，側力
強度亦有殘餘強度。

四、分析與討論
在分析計算上我們假設磚牆會被邊界
柱帶動，由柱與磚牆組成複合斷面，在斷
面性質方面，將磚牆視為強度較差的混凝
土，其強度主要控制在接面灰漿抗壓強
度，而原先柱斷面則保留其材料性質，利
用磚牆來分擔部分抗壓強度，來與柱鋼筋
形成力平衡。柱桿件之破壞模式受撓曲強
度 Vmn 、D 區域壓桿破壞強度 VDC 、B 區域
壓桿破壞強度 VBC 及 B 區域拉桿破壞強度
VBT 之較小值控制，由於撓曲強度值小於
其他強度值，因而柱破壞模式應該為撓曲
控制，亦即主筋會進入降伏，柱兩端會產
生塑鉸，而剪力強度會隨著側向位移的增
加而下降，由於柱箍筋不足，柱進而發展
出撓剪破壞，隨著側向位移的繼續增加，
側力強度下降，進而喪失軸向承載能力而
崩塌。

試體 AH-2(構架含 0.5B 磚牆後砌)之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所示，最大測試
載重為 18.23 tonf ，試驗往層間變位角
15%目標進行時，磚牆發生部分倒塌，側
力強度急劇下降，當位移到達 329.6mm
時，剩餘強度僅剩下 0.72 tonf ，至此試體
應已接近完全喪失其垂直承載能力，側力
強度亦接近完全喪失。
試體 B1-2(構架含 1B 磚牆先砌)之載
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所示，最大強度測
試載重為 17.53 tonf ，實驗終止於位移
450mm，殘餘強度為 9.38 tonf ，為最大載
重之 53.52%，至此試體應還未完全喪失其
垂直承載能力，側力強度亦有殘餘強度。

對於 CFRP 補強試體的分析，在分析
上假設磚牆為獨立構材，隨著沿磚牆方向
之梁變形而變形；試體可看成由南北兩側
柱桿件與磚牆構材三部分組成，分別計算
強度並相加。將碳纖維貼片視為拉力構材
與磚牆壓力構材合成梁構件，將碳纖維貼
片面積視同拉力鋼筋，分別計算兩柱及
CFRP 磚牆的標稱彎矩強度，將其對應之
側力強度相加，即為 A1-2-F 及 B1-2-F 的
分析強度。在實驗過程中 CFRP 發生錨定

試體 A1-2(空構架含 1B 磚牆後砌)之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如圖二所示，最大測試
載重 17.83 tonf ，實驗終止於層間變位角
至 15% ， 位 移 450mm ， 殘 餘 強 度 為
9.35 tonf ，為最大載重之 52.42%，至此試
體應還未完全喪失其垂直承載能力，側力
強度亦有殘餘強度。
試體 B1-2-F(構架含 1B 磚牆先砌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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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及貼片與牆面分離現象，估計 CFRP
的最大拉應變為 0.002，CFRP 抗張模數為
2.35 ×106 kgf / cm 2 ， 估 計 拉 力 強 度 為
4700kgf / cm 2 。分析結果如圖三所示，分
析值與試驗值相當接近，其差異都在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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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了抗壓面積，以致於對於提升構架強
度之貢獻相當有限，PF-2、AH-2、BH-2、
A1-2 及 B1-2 的最大強度差異甚小。碳纖
維貼片對磚牆的補強相當有效，A1-2-F 及
B1-2-F 對於構架的最大強度及殘餘強度
皆有相當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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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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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實驗中，在強度上隔間磚牆面外
方向並未產生太大的效應，破壞上主要控
制在柱桿件。由實驗發現，當柱已達到極
限強度後，塑鉸區形成、保護層混凝土剝
落、核心混凝土擠碎時，柱桿件喪失部份
垂直承載力時，磚牆扮演了另一個傳力機
制，結構物的垂直承載力由主要承擔的柱
轉向隔間磚牆，磚牆替代了原本傳力機
制，支撐建築物不發生立即的倒塌。在補
強試體方面，試體的強度的提升如預期之
有效，CFRP 補強之試體的最大強度及殘
餘強度皆優於未補強之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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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來臨時，延長建築物倒塌的時
間，就等於增加存活下的機率，當我們在
面臨大地震時，並不要求結構物勘用，其
受震行為甚至還在彈性範圍內，我們所需
要的是生命的安全，要讓更多人免於生命
的喪失，因而對於隔間磚牆給予適度的補
強，提供較為穩定的垂直承載機制，必能
延長建築物倒塌的時間，保護人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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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各試體載重位移比較
圖四顯示各試體推力向的側力位移遲
滯圈包絡線之比較，由於磚牆在構架柱撓
剪破壞後，接收了構架的垂直承重，因而
延緩了柱的崩塌，因此除了 PF-2 及 AH-2
外，試體皆有相當的殘餘強度，變位角到
了 15%，側力強度還未喪失。PF-2 空構架
沒磚牆的幫助及 AH-2 後砌半 B 磚牆不夠
穩定，構架在柱撓剪破壞後，即很快進入
崩塌階段。磚牆在構架面外的行為中，只

24

鋼筋混凝土短柱動態崩塌實驗
吳俊霖1、黃世建2、楊元森 1、蘇瑞翔3

摘 要
本實驗為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動態崩塌研究計劃項下之第三階段試體，計劃完成
後，實驗結果與前兩年度成果合併，可完成蒐集鋼筋混凝土柱三種不同之破壞模式：
撓剪、撓曲、純剪，提供完整的實驗資料庫，作為先進數值模擬方法研發平台，及作
為下一世代耐震規範修訂之參考。本計劃預定於 2007 年 3 月份進行 4 組構架試體測
試，主要著重在短柱純剪整體崩塌，並附帶討論純剪及撓曲局部崩塌。本實驗另有 8
組全尺寸短柱反覆載重實驗作為對照組，其所蒐集遲滯迴圈衰減準則可作為歷時模擬
之參考。

關鍵詞：振動台、動態崩塌、鋼筋混凝土、短柱、純剪破壞、近斷層地震
力

一、簡介
近 20 年來，許多重大災害性地震常造
成都會人口密集區域的生命財產損失，並
嚴重衝擊地區社會經濟，諸如 1985 年墨西
哥、1989 年舊金山、1994 年北嶺、1995
年阪神、1999 年集集地震等。自此，結構
崩塌行為研究在國際上愈益受到產學研各
界重視。雖然將結構崩塌分析納入耐震設
計內考量會在技術難度及實務執行面帶來
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及增加建造費用，卻
有助於帶動沿用已久而愈顯過時的老式耐
震規範大幅成長，將耐震理念架構提升至
全新的紀元；這對許多位於地震帶上的國
家或地區的確是一大福音，將可有效紓解
迫切的防減災課題。結構崩塌研究的里程
終點將有益於為以下課題提供有效的解決
方案：

z

地震防減災
z

1
2
3

z

民國 71 年以前興建的老舊建物在九二
一地震來襲時或而嚴重受損，或而完全
崩塌，許多中小學校舍亦遭逢同樣劫
難。唯有幸者，地震發生時值深夜，幸

未造成學童傷亡。然而，為保障未來強
震再度來臨時學童的在校安全，對現有
校舍進行地毯式的耐震評估，並針對耐
震能力堪虞之校舍進行補強或重建，確
實是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崩塌研究屬於
有助於擬訂可靠的耐震評估及補強工法
的關鍵性技術。其他老舊公有建築物（如
警察消防廳舍等）亦面臨相同的課題。
依據以往世界曾發生的主要災害性地震
中，建築物受損情形統計資料[2,4]顯示
（圖一）在重大地震發生時，房屋倒塌
比例仍處於相對低點。基於此現象，
Moehle 等學者認為：只要能研發出可靠
先進的耐震評估系統，藉以篩選出有立
即倒塌風險的建築物，想要以政府單位
有限的預算規模來進行公有建築物全面
的耐震補強，以達成最大的防減災效
益，並非不可能的任務。同樣的方法亦
適用於民間自有的老舊建物。
依據歷史災害性地震經驗顯示，老舊建
築物耐震表現不如預期。除偷工減料
外，舊式配筋不具耐震彎鈎及箍筋間距
過大，常造成整體結構系統韌性不足；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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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更多地震資料的蒐集、地質研究
及考古地震學的研究成果愈趨豐富，也
同時發現舊有規範所訂定設計地震力確
有提高之必要，以匡正現有建物強度嚴
重不足的缺弊。
性能設計法的落實推行

有助於將來能較準確地評估永久變位
量。
最後，依固體力學理論而言，負勁度
的形成源自於 P-Δ效應及開裂破壞。有關
研究 P-Δ效應的文獻資料頗豐，但能準確
模擬開裂或者倒塌的數值分析方法目前仍
不多見。因此，蒐集倒塌試驗相關數據非
常有助於建立準確可行的倒塌數值分析方
法。本倒塌試驗旨在重現因開裂而導致的
遲滯圈負勁度效應並希望藉以建立可靠的
數值模型，該材料開裂模型若與現有的
P-Δ效應數值分析方法結合之後，可望賴以
準確評估建築結構物受震後的動態反應。

以往耐震設計只考慮回歸週期 500 年的
地震力，以達到保障生命安全為設計目
標，雖然降低設計成本及分析設計困難
度，然而在只有一個設計點（或稱為控
制點）的限制下，無法有效掌握結構韌
性及塑性消能。為補正此種缺失，耐震
性能設計將 2500 年回歸週期地震力也
一併納入考量，提供第二個控制點，使
得烈震來襲時，結構嚴重受損雖在所難
免，卻仍可提供足夠的韌性消能以維持
結構穩定而不致產生系統崩塌。
z 耐震性能設計提供建物所有人量身訂作
的可能性；如前所言，一般設計水準的
建築物在回歸週期 500 年及 2500 年的地
震力作用下需分別達到保障生命安全及
結構穩定的設計目標，藉由提供地震力
及其相對應設計目標的選擇性，企業主
對於自己的企業總部大樓可選擇較高的
耐震水準，以降低震災衝擊，而且耐震
能力均以整合結構力學、地震學及經濟
學等不同領域之專業語言，科學量化後
以通俗語言呈現分析結果，提供企業主
進行決策時參考。
z 2500 年回歸週期代表該地震強度在 50
年內的發生機率為 2%，如果不能確保在
此地震力作用下的整體結構穩定性，即
代表我們在 50 年居住期間內，因結構倒
塌而造成傷亡的可能性是 2%。由此可
見，針對 2500 年回歸週期的地震力進行
結構耐震確認有其必要性。
新型耐震評估指標的引進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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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重大災害性地震引致建築物受損情
形統計[2]

二、試體設計
本測試計畫總共包括四座 1/2 縮尺組
合式構架，每座構架由 2 或 3 支混凝土短
柱組成，混凝土柱以巨型鋼樑於柱頭處以
預力螺桿連接起來，配重鉛塊則裝置於巨
型鋼樑以產生所須之柱軸力比（圖二）。
混凝土短柱均採用 25cm×25cm 正方形斷
面，分為二種柱高及四種不同配筋（圖
三）。整體構架側向強度及柱軸力比整理
如表一；「試體編碼」欄位中，字母 C 後
數字代表該構架所含鋼筋混凝土柱數目，
字母 D 後數字代表正方形柱斷面尺寸（以
公分為單位），字母 L 後數字代表柱身淨
高（以公分為單位），字母 s 後數字代表
箍筋間距（以公分為單位）。混凝土設計
抗壓強度為 210 kgf/cm2，竹節主筋設計降

傳統上，建築物的耐震能力均以最大層
間變位角來檢視。然而，新型結構系統
近年來大量採用先進材料及創意設計以
達到隔減震的效果並降低永久變位，為
求區分傳統與新型結構系統在耐震能力
上的差異，結構體在強震過後所產生的
永久變位必須納入考量。結構崩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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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強度為 4200 kgf/cm2；箍筋採用 D4 光面
鋼線，設計降伏強度為 6000 kgf/cm2。每
座構架組裝完成後，含配重鉛塊總重約 35
至 37 公噸。構架由於設計箍筋量均不足，
預計 RC 短柱應產生純剪破壞而致崩塌。
因文獻記載有關短柱內應變分佈情形非常
少見，所以，本實驗結果將有助於進一步
了解短柱破壞機構。若與其他文獻登錄有
案的實驗資料彙整合併，應可建立背骨曲
線中剪力及軸力破壞點的機率式變形容量
經驗公式。

三、試體建造
本計畫總共建造 9 支單柱試體，依循
營造業施工慣例，模版採垂直搭建，分二
階段（基礎、柱身柱頭）澆置混凝土。完
工後，進行為期二週之養護。基礎、柱身
柱頭各準備 5 組標準圓柱試體，總數共 30
個，均與單柱試體於相似條件下進行養
護，並等待於測試日量取抗壓強度值。

表一 測試構架側向強度一覽表
軸力比
試體編碼

圖四 完工後實驗場 9 支單柱 RC 試體

側向強度

(%)
P / Ag f c′

kN

公噸

C2D25L100s15

5.5

160.72

16.4

C2D25L75s15

8

172.48

17.6

C2D25L75s5

8

368.48

37.6

C3D25L100s15

5.5

241.08

30.0

四、實驗設計及量測儀器配置
整體實驗設計除採用組合式構架系統
外，尚包括振動台內側撐鋼架系統，配備
16 顆低摩擦萬向滾珠，可大幅抑制試體面
外振動，同時設置振動台外防護鋼梁系
統，於 RC 構架崩落時承接試體，保障振
動台的安全。輸入地震力將採用 921 集集
地震近斷層紀錄，並將其加速度峰值調校
至三種震度等級：中震、烈震、崩塌。於
施震前，輸入白噪歷時以識別構架自振週
期及阻尼係數。量測系統由加速規、磁環
式位移計、拉線式位移計、dial gauges、
鋼筋應變計、混凝土應變計、光纖感測器、
消費型數位攝影機及量測圓標（如圖五）
所組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並已成功
研 發 視 窗 化 二 維 影 像 量 測 軟 體 ImPro
v0.51（如圖六），可用於量測試體各部之
位移歷時紀錄，NCREE 本於與國內產學
研各界分享研發成果及經驗交流之精神，
已於http://w3.ncree.org.tw/impro/index.htm
網站提供該軟體原始程式碼免費下載、使
用及意見回饋。

圖二 RC 三柱構架試體立面及側面圖

五、結論
即將於 2007 年 3 月份進行的鋼筋混凝
土短柱構架實驗將完成蒐集鋼筋混凝土柱
三種不同之破壞模式：撓剪、撓曲、純剪，
提供完整的實驗資料庫，作為先進數值模

圖三 柱斷面配筋示意圖（共四種不同配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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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方法研發平台，及作為下一世代耐震規
範修訂之參考。此外，二維數位影像量測
系統已初步建置完成，系統係由視窗介面
軟體 ImProv0.51 及消費型數位攝影機陣
列組成。

圖五 影像量測圓標配置圖

圖六 視窗化影像量測軟體 ImPro v0.51 控
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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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詳細評估方法之研究（一）
蕭輔沛1 葉勇凱2

摘 要
當建築物經過耐震能力初步評估後，經判定其耐震能力有疑慮，在進一步決定是
否需要補強或拆除重建之前，需更精確地判定其耐震能力。耐震詳評即作為最終的耐
震能力判定工具，也可檢核耐震補強的效果。本文介紹 ETABS-Nonlinear 作為耐震詳
評的工具程式，程式所提供的非線性靜力分析又稱推垮分析(pushover analysis)，可用
以分析建築物的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的關係曲線。由推垮分析建立的基底剪力與屋頂
位移的關係曲線，可適度的表現建物的受力與變形關係，使建物的耐震能力不再只由
強度決定，而是由強度與韌性一起貢獻。本文將介紹鋼筋混凝土牆轉為等值柱的分析
模式，與磚牆磚為等值斜撐的分析模式，並且與實驗數據相驗證，克服 ETABS 無法
在版殼元素上提供塑鉸設定的侷限，使得耐震詳評能夠考慮含牆構架對於結構物抗震
的貢獻，真實反應出建築物實際結構行為，作為工程師在進行建築物耐震詳細評估時
參考之用。

關鍵詞：耐震評估方法、推垮分析、塑鉸、ATC-40

築物各樓層之耐震能力(即破壞時所對應
之加速度)，取其最小值作為其崩塌地表加
速度。並利用評估之破壞模式判斷該建築
物耐震不足之原因，以做為補強時之參
考；但是該法並未考量到結構物之變形，
未將構材之非線性行為直接納入計算，以
致其分析結果與實際建築物受震反應有所
差別。為改善此缺憾，本研究即依據美國
ATC-40 建議的耐震能力評估方法，即所
謂 的 容 量 震 譜 法 (Capacity Spectrum
Method)（ATC, 1996），加以修正。此法
可以充分表現出結構物的非線性行為，使
建物的耐震能力不再只由「強度」決定，
而是由「強度」與「韌性」一起貢獻。

一、研究緣起
國內早期的建築物皆為鋼筋混凝土結
構，直至現今的低矮型建築物或是校舍建
築也依然使用鋼筋混凝土來建設。而台灣
位處於兩大板塊的交界上，屬於地震帶，
大小地震甚為頻繁。因此評估 RC 建築物
的耐震能力極為重要；尤其是校舍結構，
其容納的人員相較一般建築物還要更多，
所以在評估其耐震能力上更是不容馬虎，
勢必要訂定出一套最合理、最符合實際建
築物耐震能力的詳細評估方法。
工程師應該依照耐震設計準則：「小
震不壞，中震可修，大震不倒」去評估結
構物的耐震能力，如此才能給予適當的補
強措施。而目前最廣受工程師使用的耐震
詳評方法，係民國八十八年台大蔡益超教
授發展的耐震能力靜力法，又稱「強度韌
性法」（蔡益超, 1999），此法是根據實
際建築物構材之實際尺寸與配筋，計算其
強度、韌性與破壞模式，並配合結構分析
軟體 ETABS 之彈性地震力分析，計算建
1
2

容量震譜法的震譜曲線是由非線性靜
力分析(Pushover analysis)所得到的容量曲
線，再經由公式轉換獲得。所以在其評估
過程中，建立容量曲線是耐震能力評估最
重要的工作。要模擬出建物的非線性行
為，端看結構元件上所設置的塑鉸來表
現，所以其容量曲線的合理性，則要看塑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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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的關係曲線。

鉸性質的設定是否合理來決定。目前
ETABS、SAP2000 等結構分析軟體皆有內
建設定塑鉸性質；但是其內建的塑鉸特性
過於保守，分析的結果也與實際情況有所
差異，所以本研究修改其不足處並自行訂
定出一套合理的塑鉸設定方法。
ETABS-Nonlinear 為 ETABS 包含非
線性分析的版本，程式提供的非線性靜力
分析(又稱推垮分析)，可用以分析結構物
的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的關係曲線，也就
是前面提到的「容量曲線」。本研究將說
明推垮分析的原理，並依據柱的載重位移
關係，建議合理的柱撓曲與剪力塑鉸特
性。此外，由於 ETABS 無法在版殼元素
上提供塑鉸的設定，故本研究亦提供將鋼
筋混凝土牆轉為等值柱的分析模式，與磚
牆轉為等值斜撐的分析模式，使得牆面結
構亦能提供抗震能力的貢獻，真實反映出
建築物的實際結構行為。

圖一 推垮分析之容量曲線
如圖二，經由容量震譜法所求得的破
壞地表加速度，可與設計規範要求的設計
地表加速度比較，若建物的破壞地表加速
度較大，即表示此建物具有足夠的耐震能
力，反之則表示其耐震能力堪慮，需拆除
或加以補強。補強後的建物亦可由容量震
譜法確立其補強效益。

Sa

彈性反應譜

二、推垮分析與破壞地表加速度
要同時考量結構物的側力抵抗能力及
非線性位移能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進行
所謂的推垮分析。在考慮垂直荷載下（設
計靜載重加上二分之一設計活載重），以
特定的豎向比例於每一樓層施以側力，逐
步增加側力或位移，直到結構失去垂直承
載能力，而定義為倒塌，於過程中紀錄整
個樓層的側力總和(即基底剪力)V 及非線
性分析所得之屋頂側向位移 △roof 的關係
曲線，此即為容量曲線(Capacity Curve)，
如圖一所示。於推垮分析過程中，會考慮
結構元件的塑鉸產生，及強度與勁度的喪
失，是為一種非線性靜力分析，藉助於現
在的計算機數值處理能力，工程師於其事
務所內即可從事推垮分析。

ac

非彈性反應譜
(dp,ap)
容量震譜

Sd
圖二 容量震譜與破壞地表加速度

三、套裝軟體的推垮分析
推垮分析的優點在於夠找出建築物在
地震力作用下之破壞機制，讓設計者能針
對結構體較脆弱的環節進行修復或補強，
在不大幅改變整體結構性能之下，使整體
結構能達到預期的使用功能；而利用傳統
彈性分析，則可能對於有問題的結構體，
採用過多新構件或擴大斷面的方式來進行
補強，結果增加過多的結構剛度，進而造
成了浪費，甚至還有可能對結構體產生了
新的脆弱環節。

美國 ATC-40 建議的耐震能力評估方
法 ， 即 所 謂 的 容 量 震 譜 法 (Capacity
Spectrum Method)，評估首先需由推垮分
析，建立建物的基底剪力 與屋頂位移 的
容量曲線(Capacity Curve)。再依建物的第
一模態轉換為容量震譜，即譜加速度
(Spectral Acceleration) 與譜位移(Spectral

目前 ETABS，SAP2000 等套裝軟體皆
能作為使用者分析建物基底剪力與屋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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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容量曲線的工具。分析程式中，建物的
非線性變形完全由結構元件上設置的塑鉸
來表現。進行推垮分析時，先定義材料性
質與結構元件(梁、柱、牆等)斷面尺寸，但
不需給予鋼筋配置；接著建立結構物分析
模型、邊界束制條件與載重型式；再設定
塑鉸性質並設定塑鉸位置；最後利用推垮
分析可算出結構物之容量曲線。
圖三 雙曲率柱受力與變形機制

在進行推垮分析時，首先必須針對構
件給予塑鉸，程式內建之塑鉸有四種：(1)
軸力塑鉸(Axial hinge)；(2)與軸力互制之彎
矩 塑 鉸 (P-M-M hinge) ； (3) 彎 矩 塑 鉸
(Moment hinge) ； 及 (4) 剪 力 塑 鉸 (Shear
hinge)。其內建之塑鉸性質過於保守；且在
進行含 RC 牆構架之推垮分析時，亦沒提
供對應於殼元素(shell element)之塑鉸定
義，無法進行含牆構架之推垮分析。本文
介紹一套梁柱的側向載重位移曲線關係，
及定義塑鉸所需要的參數，並建議一套針
對 RC 牆與磚牆之塑鉸定義方法，讓工程
師使用套裝軟體進行廳舍結構耐震詳評時
可參考使用。

圖四 雙曲率柱破壞發展過程

五、RC 牆之塑鉸設定
根據日本建築學會之建議，在進行 RC
剪力牆耐震分析時，可將兩側邊界柱設定
為兩根具有軸向抵抗力的軸向彈簧，而牆
板則可置換為一支具有撓曲、剪力、軸向
抵抗力的中央等值寬柱（日本建築學會,
2004），如圖五所示。此時，軸向載重由
RC 牆與兩側邊柱共同承擔，但側向載重只
由 RC 牆來承受，可大幅減低 RC 牆分析時
之複雜性。

四、梁柱之塑鉸設定
在進行推垮分析之前，需先了解建物
構架之梁柱等結構元件的非線性行為。建
物構架承受側力時，觀察梁柱的受力變形
狀態，可假設梁柱元件為一承受軸力的雙
曲率柱，受側力作用且反曲點位於柱之正
中央，如圖三所示。根據美國 Elwood 及
Moehle 等人的研究，如圖四所示，箍筋量
較小的雙曲率柱於承受軸力 P 與側力 V 的
作用下，側向位移 Δ 到達 Δ y 時，柱主筋降
伏，當側向位移 Δ 到達 Δ s 時，柱端部塑鉸
區會產生明顯的剪力斜裂縫，稱之為韌性
剪力破壞(Ductile shear failure)，亦即所謂
的撓剪破壞(Flexure-shear failure)，之後側
力強度會下降，當側向位移 Δ 到達 Δ a 時，
側力強度趨近於零，柱體喪失軸力承載能
力，以致發生軸向破壞(Axial failure)。

圖五 等值寬柱模擬示意圖
進行等值寬柱模擬 RC 牆時，須依實
際 RC 牆尺寸給定等值寬柱的斷面尺寸，
材料參數也依據實際性質輸入，不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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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牆斷面內的配筋。釋放兩側邊柱上下兩
端之旋轉自由度，使邊柱只可承受軸向載
重。RC 牆頂部與底部連接梁加大其勁度，
以模擬剛性梁，如此可適當反映與 RC 牆
相連接的外接梁之勁度差異。於非線性靜
力推垮分析中，在等值寬柱兩端設定彎矩
塑鉸，中間設定剪力塑鉸。

模擬磚牆方式，經試驗結果驗證，能適切
的反應剪力牆的強度與位移能力，克服
ETABS 無法在版殼元素上提供塑鉸設定
的侷限，使得耐震詳評能夠考慮含牆構架
對於結構物抗震的貢獻，真實反應出建築
物實際結構行為。

本文所建議 RC 牆塑鉸之性質，是以
涂耀賢博士所建議的側向載重位移曲線為
基礎（涂耀賢, 2005）。首先分別求出 RC
牆暨構架之剪力破壞、撓曲(含滑移)破壞側
向載重位移曲線，再以剪力破壞側向載重
位移曲線定義剪力塑鉸性質，撓曲(含滑移)
破壞側向載重位移曲線定義彎矩塑鉸性
質。

由於 ETABS 內建的塑鉸性質過於保
守，嚴重低估建築物的強度與位移能力，
使用者需依據學術論文或試體測試結果，
訂定塑鉸性質。本文亦依研究成果建議了
一套等值寬柱模型之撓曲與剪力塑鉸性質
訂定方法，與等值斜撐模型之軸力塑鉸性
質訂定方法，能適切的評估其耐震能力，
可供工程師在進行建築物耐震詳細評估時
之參考。

六、磚牆之塑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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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展望
結構物的耐震能力應由結構的強度與
變形共同表現，所以一個合理的耐震能力
評估方法，應能分析結構的強度與非線性
變形能力。而本研究提供的耐震詳細評估
方法直接考慮結構構件的非線性變形能
力，並且以實際的桿件與建築物試驗曲線
與破壞模式來驗證，因此更能合理的模擬
出建築物的耐震能力。本研究適用於一般
七層樓以下的低矮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
另外，也提供程式上網讓工程師下載使
用，以期能夠廣泛地被應用在工程界。
對於含牆構架模擬，由於 ETABS 沒
有適當的數值元件，能進行推垮分析，本
文介紹的等值寬柱模擬 RC 牆與等值斜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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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建築直榫木接頭力學行為研究
黃世建1 林敏郎2 林金祿3 蔡明哲4 李佳韋5 廖偉發6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台灣傳統大木結構的金柱與通梁的榫卯接合方式進行反覆載重與單
向側推實驗。試體為實尺寸約 30 年生的人工林杉木，梁柱徑級為 30 cm，榫卯嵌合度
為零。實驗中依據最大彎矩反應 Mmax 與旋轉勁度 K 進行榫頭力行為之探討，發現榫
長愈長，因受力面積較大，因此接頭彎矩強度較高，其中以穿榫最大。一般構件設計
防止水平拔出的踏步燕尾榫之彎矩強度較同榫長的單向直榫為大，而旋轉勁度 K 亦較
高。

關鍵詞：大木結構、杉木、榫卯、最大彎矩、旋轉勁度

繁多，本實驗模擬傳統古蹟構件，以台灣
省產 30cm 徑級的人工林杉木為材料共設
計兩批試材。第一批試材(實驗 I)為瞭解
圓(方)柱與圓(方)梁的差異。第二批試材
(實驗 II)針對點金柱與通梁接合直榫系統
中的直榫、穿榫、以及踏步燕尾榫進行研
究。實驗以反覆載重與單向側推進行，比
較榫長、榫頭形式、殘餘強度等對榫卯接
頭力學之影響，並與前人相關研究進行比
較。期望能以此研究為基礎，待未來能研
究更多的榫頭行為模式，建立資料庫，之
後針對傳統木結構的補強、修復與結構設
計為未來目標，使榫頭的力學行為有完整
與全面的發展與研究。

一、前言
台灣處於高頻率的地震帶區域，回顧
傳統木建築地震破壞行為，結構損壞部位
多為接合部即榫接處，傳統中式梁柱承重
構件大多是直榫，對於地震的抵抗以垂直
力與彎矩為主，然而水平力的抵抗依賴屋
頂自重所造成的摩擦力，因此只要水平力
過大，很容易就會發生脫榫的現象，加上
木材為一種生物性的材料，不可避免的會
受到生物性因子與非生物性因子的劣
化，造成榫頭腐朽、蟲蛀、斷面積減少等
破壞，在強大的地震力下更易使建築物傾
倒、毀壞。因此基於維護傳統歷史建築
物，利用現代科學的方式了解各榫頭模
式、力學行為、木材劣化、修復、補強等
研究實刻不容緩。

二、試驗材料與試驗方法
材料性質與無缺點試材基本力學測
試尺寸:試驗以台灣省產約 30 年生、30cm
徑 級 的 人 工 林 杉 木 (Cunninghamia
lancelata)為材料，將木材多餘部分裁切成
無缺點小試材試驗尺寸，小試材尺寸如
下：(1)木材抗彎試驗法(CNS-454)：尺寸

就國內目前榫頭力學研究而言多以
家具為主(王松永與汪光力，1987、楊明
津 與 林 東 陽 ， 1986a;1986b 、 古 鎮 維 ，
2003)，建築結構的榫接行為研究仍在起
步階段(王千山，1994、沈學銘，1994、
張紋韶與徐明福，2005)，由於榫接種類
1
2
3
4
5
6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森林系助理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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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2×32cm3 。 (2) 木 材 抗 壓 試 驗 法
(CNS-453)：分為縱向、徑向與弦向，尺
寸皆為 3×3×6cm3 。(3)木材抗拉試驗法
(CNS-456) ： 縱 向 抗 拉 尺 寸 為 試 體 寬 度
2cm，中央平行部分厚度 0.5cm。(4)木材
平行纖維方向剪斷試驗法(CNS-455)：分
為徑切面與弦切面，受剪力的邊長為
3cm。以上共 7 組無缺點小試材試驗，每
組重複數為 50，基礎力學實驗結果如表
一所示。

本研究針對點金通與通梁接合直榫系
統中的直榫、穿榫、燕尾榫進行研究，其
榫卯接合各部位名稱如圖一所示。
實驗分為兩批，樑身與柱身各為 90cm
與 130cm，第一批試體針對不同形狀的梁
柱比較其強度的差異性。第二批試體針對
不同的榫頭形式，比較其強度的差異性，
其試體尺寸如表二所示。

表一 實驗杉木強度(以含水率 12%為基準，括號內為變異係數%)
壓縮強度 壓縮強度 壓縮強度 引張強度

靜曲性質
2

(kgf/cm )

樹種 比重

MOR
杉木 0.37

縱向

徑向

弦向

730
84361
(20.31) (13.65)

383
(18.19)

40
(26.76)

42
(46.18)

(kgf/cm2)
徑向
弦向

縱向

(kgf/cm2) (kgf/cm2) (kgf/cm2)

MOE

剪斷強度

(kgf/cm2)
985
(17.12)

69
(16.32)

71
(16.09)

圖一 榫卯接合各部位名稱

表二 梁、柱、與榫卯接頭尺寸
實
驗
I

試體

榫型

梁柱形式

CR

直榫

梁斷面

柱斷面
2

2

卯孔尺寸

榫長
2

組數

(cm )

(cm )

(孔長×孔寬 cm )

(cm)

圓柱方樑

152xπ

30x10

30x10

10

2

2

2

CC

直榫

圓柱圓樑

15 xπ

15 xπ

30x10

10

2

RR

直榫

方柱方樑

20x20

30x10

30x10

10

2

圓柱圓樑

2

15 xπ

2

15 xπ

30x10

15

3

圓柱圓樑

2

15 xπ

2

15 xπ

30x10

50

3

圓柱圓樑

2

2

33x10
(孔長多 3cm 為長

15

3

CH
CT
II
CS

直榫
穿榫
踏步燕
尾榫

15 xπ

15 xπ

方體木塊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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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儀器配置如下圖二所示，柱下方
有 3 個位移計(Dial gauge)，柱身有 3 個角
度計(Tiltmeter)；梁身 4 個角度計，兩側
有 2 個位移計。為了試體配置方便，將柱
身水平放置於剛床夾具上，梁身垂直於木
柱，並接受千斤頂垂直於梁身的側向力。

三、結果與討論
因實驗結果其載重位移曲線無明顯
之降伏點，對於接頭勁度之求取須先加以
定義，但大木匠師實際施工時仍有些許人
為誤差，另外木材本身乾燥收縮也會造成
尺寸的誤差，因此 M－θ 圖形中央有一段
為榫頭因縫隙所造成的滑移段(θ 增加，M
卻幾乎維持一定值)，如圖四所示，定義
(MX+0.03rad-MX+0.01rad)/X+0.03rad-X+
0.01rad 為旋轉勁度 K。

圖二 實驗試體與儀器配置
實驗以 250kN 的千斤頂施力，首先
以梁身到千斤頂的距離(75cm)的 0.25%之
側向位移(1.875mm)進行第一次測試，之
後將力量往相反方向施載到達-0.25%時
為一個循環的反覆載重，每個位移量共 2
次 Cycle 的重複數，位移為 Drift %：
0.25%、0.5%、0.75%、1%、1.5%、2%、
3%、4%、5%、6%、8%、10%、12%逐
步增加位移量直到 15%；之後再降低位移
量到 12%、10%、8%，此時下降的重複
數為 1。減少位移量的目的為瞭解木材經
過較大荷重與位移後，於小位移受力的情
形。下圖三為反覆載重的歷時。

圖四 曲線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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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反覆載重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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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實驗 I 反覆載重 M－θ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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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 I 結果，比較平均彎矩強度為
RR(338kgf-m) ＞ CC(336kgf-m) ＞
CR(291kgf-m) ， 平 均 旋 轉 勁 度 為 RR
(4687kgf-m/rad)＞CC (3882kgf-m/rad)
＞CR (3433kgf-m/rad)，可知相同梁柱形
狀的榫卯接頭彎矩強度旋轉勁度會比不
同梁柱形狀的榫卯接頭大，實驗 I 反覆載
重曲線如圖五。

一、榫卯接頭對於不對稱的踏步燕尾
榫而言，有燕尾側的最大彎矩與旋轉勁度
皆大於木塊與直榫組成的榫頭系統。
二、榫頭越長，彎矩與勁度也越大。
三、實驗 II 中榫頭類型的抵抗力矩
以：穿榫＞踏步燕尾榫 (有燕尾榫側)＞單
向直榫。

由實驗 II 結果，比較平均彎矩強度為
CT(2194kgf-m) ＞ CS(672kgf-m) ＞
CH(487kgf-m) ， 平 均 旋 轉 勁 度 為 CT
(25390kgf-m/rad)＞CS (7417kgf-m/rad)
＞CH (5980kgf-m/rad)，可知榫長，彎矩
強度與旋轉勁度越大，實驗 II 反覆載重曲
線如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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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實驗 II 反覆載重 M－θ 曲線
7.

四、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台灣傳統直榫木接頭之
力學行為，以大木構結購的金柱與通梁的
實尺寸榫卯接合進行試驗。得結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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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功能性支承系統耐震性能設計
與評估補強方法之研究（三）
張國鎮1

劉光彥2

摘 要
有鑑於 921 集集大地震對國內既有橋梁耐震能力的衝擊，與支承破壞模式對整體橋
梁反應之影響，本計畫自九十三年起進行一項為期三年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名為「橋梁功
能性支承系統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方法之研究」。本文說明第二年度初步研究成果，探討
國內橋梁於強震下地震力傳力機制與損壞驅動序列，導入性能設計與評估觀念，提供橋梁
耐震設計與補強作業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橋梁、橡膠支承、剪力鋼棒、止震塊、耐震行為

一、前言
台灣地區的公路橋梁歷經九二一集
集大地震的教訓，各界對於橋梁的評估補
強工作要求殷切，希能盡速研發對於國內
既有橋梁的補強方案。雖然台灣地區既有
橋梁的韌性有可能不足，但經過集集地震
的考驗，除有斷層線或地表破裂線通過橋
梁者發生落橋外，其餘橋梁顯少產生落橋
或橋柱崩塌的損壞。此外，由於台灣與美、
日之橋梁結構型式與支承施工細節不盡相
同，因此，國內橋梁耐震評估補強應有屬
於本土化的補強策略。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自九十三年起進行一項為期三年的整
合型研究計畫，名為「橋梁功能性支承系
統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方法之研究」，本
文將就該項計畫中第二年度研究成果作綜
合說明。

實地震速度作用下對於支承墊磨擦滑動行
為之影響。主要成果如下：
（1）磨擦係數除了磨擦界面狀況與壓
應力條件外，會與地震特性和支承墊的相
對速度有密切關係。（2）RB-PTFE 支承
墊在本試驗所反算的等效磨擦係數雖然較
一般擬動態實驗值大，但其傳遞的最大磨
擦力明顯較 RB 支承墊規律且穩定。（3）
上部結構的加速度或是慣性力會與橋柱柱
底剪力有直接的關係，實驗的結果也顯示
兩者大致相同，因此代表本文所假設之力
量傳遞關係是合理的。（4）支承墊滑動的
發生對於橋梁的上部結構加速度與橋柱剪
力有降低的作用，對於上部結構最大位移
反應則因地震特性而有所不同。

二、各子計畫研究成果
2.1 位移設計法於橋梁含功能性支承系統
耐震性能設計方法之研究（II）
本研究使用雙跨橋梁縮尺模型模擬真
實橋梁多自由度的可能行為，藉由振動台
實驗了解橋梁之地震力傳遞行為，探討真
1
2

圖一 縮尺雙跨橋梁振動台實驗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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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因其僅傳遞磨擦力於下部結構，不
隨沖刷深度及地震力而改變，在強度的考
量之下，適當的考量設計，將可確保橋梁
在大地震下的安全，但伴隨過大的支承位
移為其缺點。（2）橡膠支承墊的遲滯迴圈
因滑移現象影響，若需藉由非線性靜力分
析來推估位移，需考量到消散能量的折
減。（3）由能量比較發現止震塊所滑散的
能量約為滑動支承的十三分之一，主要原
因在止震塊因反向不滑能，全部遲滯圈僅
為一圈而已。（4）就位移控制而言，止震
塊放愈近愈好，但從傳遞力及止震塊為防
止橋梁落橋的第二道防線角色來看，止震
塊應放愈遠愈好。（5）考慮沖刷造成柱勁
度降低，柱強度的降低可能會無法承受原
上部結構傳遞力，因此對於考慮沖刷的橋
柱，應選用強度較低的止震塊強度設計。
（6）選用磨擦係數較高的橡膠支承並搭配
強度比較低的止震塊比選用磨擦係數低的
橡膠支承搭配強度比高的止震塊效果佳。
（7）對於多跨鉸接橋面版情況而言，若各
柱勁度相同，可直接由單跨橋梁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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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L CENTRO RB 組歷時 X 向 PGA
與柱底最大剪力關係

剪力(T)

4.0
3.5

南柱剪力

3.0

中柱剪力
北柱剪力

2.5
2.0
1.5
1.0
0.5
0.0
0.0

0.2

0.4
PGA(G)

0.6

0.8

圖三 EL CENTRO PTFE 組歷時 X 向 PGA
與柱底最大剪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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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鉸接橋面版三跨模型分析模型

圖四 橋面版位移歷時試驗與模擬比較
2.2 橋梁配置可滑移橡膠支承墊及止震塊
非線性動力分析（II）

表一 單跨與三跨鉸接橋面版位移結果

本文主要探討配置可滑移橡膠支承墊
及止震塊橋梁於規範設計地震作用下耐震
性能表現。利用三組與規範反應譜相符地
震歷時進行非線性動力分析，研究重點為
位移量控制及傳遞力大小。控制變數包含
橡膠支承墊磨擦係數、不同強度比的止震
塊、橋面版碰撞間距及多跨連續橋梁因沖
刷造成不同週期等對於位移影響。分析結
果如下列所述：

2.3 含 支 承 系 統 之 全 體 橋 梁 破 壞 模 式 分
析與最佳化設計準則之建立（II）
本計畫首先蒐集 921 大地震中所紀錄
的 264 筆地震動資料，進行正規化加速度
與位移譜，明確建立合乎本土地震特性的
地震水準以提供橋梁位處各地盤之橋梁耐

（1）滑動支承適合於沖刷現象嚴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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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性能設計與評估之用，再根據本研究所
建議的構件桿端塑鉸性質設定方式，驗證
鋼筋混凝土單柱式橋墩與鋼筋混凝土構架
之非線性動力行為。主要成果如下：

本子計畫以一座雙跨縮呎橋梁作震動
台試驗，觀察橋梁加裝防落拉桿前後及不
同數量、不同尺寸的鋼棒及厚度不同之橡
膠墊片裝設時之差異，以期找出最適當之
數量，並收集相關數據以電腦軟體
(SAP2000)分析，並經希爾伯特-黃轉換後
之希爾伯特頻譜了解試体於各時間點上之
頻率之變化。實驗與分析結果如下：

（1）本研究擬定之 SAP2000 塑性鉸
模式配合 Takeda 遲滯模型，可預測 RC
橋柱在強烈近斷層地震作用下的非線性反
應。2（2）本研究建立 NSAD 在每個地盤
條件之數學標準式僅包含兩個參數，易於
耐震性能設計使用。（3）本研究研發之側
推分析計算程式 NARC_2004，配合模糊
控制系統計算遺傳演算法中之懲罰函數，
尋求符合耐震性能需求之 RC 柱最佳化設
計。遺傳演算法中的適應度函數將以
NARC_2004 程 式 所 得 之 容 量 曲 線 為 基
準，經由建構之模糊知識庫與模糊推論系
統，動態調整以符合結構物耐震設計規範
為主的懲罰函數，以突破傳統遺傳演算法
之限制，求得滿足多目標耐震性能設計之
RC 柱有關斷面尺寸、鋼筋配置和材料強
度等最佳化設計結果。

Lateral force (kN)

-2

-1

Drift ratio (%)
0

1

（1）小地震下作用下，防落拉桿的鋼
棒幾乎不受拉力，地震力可由橡膠墊片之
壓縮量吸收，在較大地震時，防落拉桿尤
其橡膠墊片部份開始受力，由於橡膠墊片
具有超彈性力學行為之特質，其勁度超過
鋼棒之勁度後，可視為改由鋼棒受力。（2）
橡膠墊片壓縮量隨著地表加速度及拉桿勁
度變大而增加，隨著數量增加而少。（3）
使用 SAP2000 中多線性彈性元素來模擬
防落拉桿，可加入橡膠墊片的性質，可以
做出相當正確之數值分析。（4）使用希爾
伯特-黃轉換分析，可以看出在多大之地表
加速度時，防落拉桿開始產生作用，並可
以觀察出鋼棒作用的時間點，是一個有效
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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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橋柱擬動態實驗與分析比較
圖八 裝設防洛拉桿前後橋面版位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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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體 TP-029 遲滯迴圈與設計成果
2.4 防落設施之分析與設計（II）

圖九 實驗值 500 gal 2D 希爾伯特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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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橋樑支承系統功能性設計之非線性數
值分析(II)

50
40
Shear Force(N)

30

本研究的目標是發展一套可以分析橋
梁受地震力作用下高度非線性行為的數值
模擬程序。分析部份採用一個新的方法稱
為 向 量 式 有 限 元 (Vector Form Intrinsic
Finite Element，VFIFE)，此方法由普渡大
學榮譽教授丁承先所提出，將結構體定義
成一群質點的組合，並且整體結構的空間
狀態是透過每個局部的質點運動來描述，
並且由動力學中的原理可以知道質點的運
動是由質點上的外力與內力來控制，所以
結構的運動分析變成求解每個質點的向量
方程式。向量式有限元素法的主要特性為
求解內力的程序中是透過變形位移的求解
與變形座標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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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磨擦型彈性支承遲滯迴圈圖

三、綜合效益
本整合型計劃有之共同研究目標，即
針對國內既有橋型特性與設計階段之缺
憾，進行有系統之實驗研究並提出橋梁含
功能性支承系統之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設
計方法。因此本整合計劃預期可建立國內
含功能性支承系統之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
設計方法，並完成準則之研擬落實工程應
用之目標，以其降低橋梁未來可能發生之
震害。

本文支承所採用的模型為固定型彈性
支承與磨擦型彈性支承。彈性支承的遲滯
模型透過與試驗結果的比對來建立，可以
雙線性隨動硬化模型與典型的磨擦滑動模
型來描述，並且將支承模型使用於橋梁中
來討論橋梁於地震力作用下的動力反應，
透過數值算例可以瞭解向量式有現元在橋
梁非線性動力模擬方面具有不錯的效率性
與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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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可以了解到不同連接方式對
於上部結構的影響與支承遲滯消能的情
況，透過本文所建議的計算流程，可以有
效的評估支承型態對於橋梁受地震力作用
下的整體行為，提供工程師於橋梁含支承
設計階段之參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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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橋梁含支承結構離散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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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光纖計在斜張鋼纜監測之應用開發(II)
李政寬1 林詠彬 1 張國鎮2

摘 要
在計算斜張橋鋼纜張力的實務工作上，常利用壓電式或カ平衡式微震感應器來量
測鋼纜的特徵振動頻率。量測過程中，微震感應器縛綁於鋼纜上，並經由並聯式的傳
輸線，將訊號傳輸至集錄器上。然而一座斜張橋的斜張鋼纜眾多，可多達百餘索，在
有限個微震感應器與頻道數下，鋼纜振動只能數索同時量測。另外，量測儀器皆為電
子器具，如遇下雨，只得暫停量測工作。為克服上述困難，本文開發新式鋼纜振動量
測之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文中除了介紹此量測系統的原理外，同時也將此系統應用
於一座真實的斜張橋上。利用此新系統，エ程人員便可經濟地、定期地、迅速且同時
間地完成鋼纜振動量測作業。

關鍵詞：光纖光柵感測器、斜張橋、斜張鋼纜

量測所有鋼纜的振動歷時，於每一鋼纜上
安裝一枚防水的微震感應器，則恐怕所費
斜張橋的主要構件包括橋塔、橋面
不貲， 僅不合經濟效益，同時還有礙橋
版，橋台、以及斜張鋼纜。經由斜張鋼纜，
梁景觀。為了克服上述傳統微震感應器所
橋面板的重量得以轉移至橋塔，橋塔再經
面臨的困難與缺點，本文開發一新式「鋼
由基礎將橋重量傳入大地。因此斜張鋼纜
纜振動量測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後文
的張力大小與分佈，是斜張橋梁重要的一
除介紹此新量測系統的原理外，同時也將
項健康指標。實務上，分析判讀計算鋼纜
此系統應用於一座真實的斜張橋上。利用
張カ，現地工程師使用微震感應器與集錄
此系統，エ程人員便可經濟地、定期地、
器量測記錄鋼纜的振動歷時，經富氏頻譜
迅速且同時間地完成鋼纜振動量測作業。
分析，得鋼纜特徵振動頻率，再求得鋼纜
張力。作業上，微震感應器縛綁於鋼纜上，
同時以並聯的方式將訊號經由傳輸線傳回
集錄器(通常是一部 PC 主機)，如圖一所
示。不便的是，一座典型的斜張橋可能有
上百索鋼纜，於有限的微震感應器以及訊
號傳輸頻道下，只能夠相鄰近的鋼纜同時
量測，如同圖一的作業情形。因此，量測
全部的鋼纜，得花上許多人時，甚至是從
早上執行到晚上。然エ址現場的環境隨時
間的變化頗大，如氣溫、風速、降雨、微
圖一 受制有限的感應器與傳輸頻道,
地動、車流輛擾動等等，前述的量測方法
勢必無法在同一環境下完成量測作業。另 傳統的量測方式只能同時量測鄰近的鋼纜
外，電子器材怕水淋溼，執行量測作業若
遇下雨時得暫停作業。再者，假設同時間

一、前言

1
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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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FBG 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與傳
統微震感應器在斜張橋梁鋼纜振動量測上
優點比較

二、光纖光柵感應器原理
光纖光柵感應器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s、FBG) 以光波長反應應變與溫度變
化，其不受電波與磁波影響、及光柵感應
器串聯分佈特性，而受到注意。當光柵感
應器受到外力而變形或溫度改變時，光柵
感應器波長的變化量依下式而變動﹕
ΔλB

λB , 0

= (1 − p e )Δε + (α + ξ )ΔΤ

FBG 鋼纜光纖光柵
振動感應器
組裝過程簡單
不怕下雨
不怕雷擊

(1)

低成本/需要人力少

其中 Pe , Δε , α , ξ , λ B ,0 , ΔΤ 分別
為有效光彈常數、軸向應變、熱膨脹系數、
熱光學系數、光柵感應器初始波長、溫度
變化量。典型的 FBG 其有效光彈常數值約
為 0.21。假設於動態量測過程，溫度保持
常數，則應變改變量正比於光波長改變量。

三、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在既
有的斜張橋斜張鋼纜之應用
光纖應變計最大特徵在於一條光纖線
上分佈監測之能カ，這種串聯式的特徵有
別於其它電子器材系統的並聯式特徵。如
圖二所示，於既有的斜張橋斜張鋼纜，安
裝預力繩索與光纖應變計，則此系統成為
常駐系統，可於同一環境下(風雨場、氣
溫、車行擾動)，同時間量測所有鋼纜的振
動。另外本系統亦可應用於建造中的斜張
橋斜張鋼纜上，現場的工程師便可利用此
系統隨時快速檢核鋼纜張カ以及橋梁的平
衡問題，無須停エ檢測。除了上述效率的
好處外，表一羅列了光纖應變計與傳統微
震儀之優點比較，說明了本文設計品之相
對優勢。

傳統微震感應器
高解析度
技術已成熟
獨立量測
可搭配無線
傳輸器

常駐
光譜編碼
低/無傳輸損失
高採樣頻率
可配合斜張橋梁施工
不受電波與磁波干擾
同時間完成所有鋼纜
振動量測
對斜張橋梁景觀
影響小

四、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於集鹿斜
張橋之實地應用
選集鹿斜張橋作為設計品之實驗對
象，光纖光柵的佈設如圖三所示。圖三中，
共有十七枚光纖光柵感測器連結分別是
R33，R31，R29，R27，R25，R23，R21，
R19，R17，R15，R13，R11，R09，R07，
R05，R03，R01，如圖二方式，連結各鋼
纜與橋面板之間。共一個象限，十七根鋼
纜。圖四為十七根鋼纜同時間量測的振動
訊號，量測時正巧有一部重砂石車通過，
所以造成圖上斜傾線，從此斜傾線還可判
斷砂石車車速。圖五為圖四之富氏頻譜
圖，從圖五中可清晰辦識各鋼纜的顯著頻
率，甚至也可辦識橋面板的特徵頻率。

FBG recording system
(At observation house)

圖二 本文所提之光纖光柵感測器系
統，其中紅色線代表釣魚線，藍色線代表
光纖光柵，黃色線代表光纖傳輸線。
42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從簡化的集鹿橋現場應用，驗証了本
文所提「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的可
行性。此機構不怕下雨、雷擊、永久安裝、
低成本、可同時量測全部鋼纜，說明了此
系統優於傳統的鋼纜微震量測。未來，「鋼
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將可用來觀測風
雨引致的鋼纜振動，以及協助建造中斜張
橋的鋼纜張力觀測分析。
Up Stream

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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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機電壓力感測器與 zigbee 無線網路於
橋梁沖刷即時監測之研發
Yung Bin Lin1, Kuo Chun Chang2, Chun Chung Chen3, and Lu Sheng Li4
林詠彬 1、張國鎮 2、陳俊仲 3、李路生 4

摘要
智慧型感測監測網路技術之研發與應用發展，對各種天然與人為的災害之防災、
減災及救災有莫大之助益；就橋梁設計、施工技術而言，橋梁工程技術已經漸趨成熟，
設計施工對橋梁的安全程度都能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完工以後的監測與維修卻往往是
左右橋梁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且隨時間的增加，工程技術再好、安全係數再高的橋梁
都有老化、劣化的發生，再加上車輛超載、沖刷與地震之作用，更必須加強其安全監
測與維修才能保障安全。拜科技進步之賜，應用高科技進行防救災，為政府與學界所
重視，無線傳輸技術已應用於許多領域並持續發展中，本文透過微機電壓力感測器之
研發設計與測試，應用於橋梁颱洪期間之即時沖刷監測，配合無線監測網路技術之發
展，可將相關災害減低到最小，並提供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作為緊急應變之決策依據。

Keywords：微機電壓力感測器, 橋梁, 無線監測網路, 沖刷

本文將概要說明研究團隊應用 ZigBee
無線傳輸模組(如圖一)，整合微機電製程技
術製作微感測器模組，建構無線感測網路
之結構監測預警系統。無線傳輸感測器之
發展於土木結構之應用非常重要，例如，
當此一系統安裝於橋梁與建物時，平常除
可以長期監測橋梁與建物的安全，及健康
診斷之外，當地震發生導致災區橋梁斷落
與建物崩塌時，此一無線傳輸感測系統可
以即時發出橋梁與建物是否崩落倒塌狀
況，或是災區維生救災機構建物例如醫院
等建物之倒塌狀況，並即時和地震災時搶
救系統及維生系統連結，即時顯示災區之
救災與維生路線，以供防救災單位進行資
源管理與救災工作之推行。

緒論
橋梁為維持道路交通安全通暢之重要
設施，台灣地區因為中央山脈縱列，河川
多呈東西流向，所以南北交通系統都必須
跨越眾多的河川，全國橋梁也隨著不斷增
加。就橋梁設計、施工技術而言，橋梁工
程技術已經漸趨成熟，設計施工對橋梁的
安全程度都能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完工以
後的監測與維修卻往往是左右橋梁安全的
重要因素。目前國內外對於橋梁快速檢
測、電腦化橋梁評估與監測預警系統等正
進行研究開發，若國內能夠開發可靠性與
自動化之安全監測技術，相信對於國內橋
梁之安全性及行車人員之安全必能更加確
保；因此，為維護老舊橋梁之安全，防止
台灣地區橋梁因為劣化、河川沖刷、重車
超載、地震與其他外力之作用，尤其是關
於老舊橋梁的使用狀況，安全評估與診斷
等，迫切需要一套可靠度良好的監測預警
系統，以便進行長期之監測與分析。

Zigbee 網路與微機電壓力感測器
為達到大量佈建的目的，無線感測網
路必須具備低成本、低耗電、小體積、容

1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副 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3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4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副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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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水流的沖擊為震盪的作用壓力，試驗結
果如圖二所示，可以發現 Sensor 1 輸出電
壓值呈現震盪的現象。此對應 200 cm/sec
流速下的震盪電壓訊號，顯示所配置之
MEMS 壓力感測器具有能夠於颱風或洪流
時，現地河流高流速環境下量測使用的條
件。接著，圖三為穩態的靜水壓力變化與
輸出電壓值的線性關係圖，不同水位高度
的靜水壓力對應壓力感測器輸出電壓的校
正係數可由線性回歸得到，可發現所得到
的回歸關係呈現極高的線性度，因此所配
置之壓力感測器對於水位面高度的變化量
測具有相當可靠的效果。
0.8
0.6
0.4
0.2

Volt

易佈建，並具備可程式化、可動態組成等
需求特性，其中 802.15.4/Zigbee 正符合以
上種種需求，由於近來微型製造的技術、
通訊技術及電池技術的改進，促使微小的
感測器可具有感應、無線通訊及處理資訊
的能力。此類感測器不但能夠感應及偵測
環境的目標物及改變，並且可處理收集到
的數據，並將處理過後的資料以無線傳輸
的方式送到資料收集中心或基地台（base
station）。Zigbee 大多使用於工業環境自動
化、家庭自動化與商業大樓自動化等工業
控制應用。ZigBee 技術具可靠性、網路化、
保密性、全球化應用、低傳輸速率、低耗
電、低成本、反應時間快等優勢，在成為
主流趨勢不變下，無線傳輸技術目前為全
球最熱門的研發技術，802.15.4/Zigbee 為
一個相當先進的技術，目前國內外都處於
起步萌芽階段，本文選定 ZigBee 作為微感
測器之無線通訊傳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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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MEMS 壓力感測器性能測試
Static pressure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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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Zigbee 網路與微機電壓力感測器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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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驗證所配置之壓力感測器能適用
於洪流環境，本研究將壓力感測器整合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系統，針對整體系統
運作效能、可靠度以及準確度進行了試
驗。水槽試驗前，進行了靜水位面以及噴
射水流條件下之初期試驗。首先，噴射水
流是以固定水頭水槽連結固定面積導管排
水，產生平均流速約 200 cm/sec 的噴射水
流，並以此連續噴射水流直接沖擊 Sensor
1，並讓 Sensor2 未受沖擊，接收系統訊號
以針對壓力感測器進行試驗比較。由於噴

Y = 0.0142 * X - 0.28
R-squared = 1

0.4

Y = 0.0142 * X - 0.14
R-squared = 1

50

55

60

Depth (cm)

65

70

圖三 MEMS 壓力感測器靜水壓校正結果
對於降雨集水區或河川渠道如何能即
時獲得渠道水位面變化的資訊一直是很重
要的議題，因為災時高漲的洪流水位對應
流量增加，加上高流速沖擊作用力，對於
跨河橋梁或河道結構使用安全將造成相當
大的威脅。而高漲的水位更可能越過河道
堤防造成區域性淹水等重大災害。本研究
以整合之系統進行水位面高度變化的量
測，配置之感測器位置高程固定，隨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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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到的壓力如何與靜態水壓辨證，將藉由
陸續的試驗持續研究。本試驗結果顯示所
整合的即時監測量測系統極具未來應用於
現地量測的潛力，並且經由試驗驗證採用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整合 MEMS 壓力感測
器的量測系統，相較於傳統有線量測系統
應用方便。此外，本研究整合之橋梁沖刷
監測系統不僅能量測水位高程的變化、橋
梁基礎沖刷深度以及河砂回淤歷程的資
料，並且同時可整合加速度感測器於單一
感測版量測結構反應，以所量測到的結構
反應配合結構評估演算方法，進行常時或
颱風、洪水或地震發生時結構健康安全診
斷。而加速度感測器整合於 ZigBee 無線感
測網路系統可以直接配置於橋梁橋台或基
礎上，對於橋梁結構體承受颱洪、地震或
其它外力輸入的反應可獲得即時的監測資
訊。本研究開發之 ZigBee 通訊協定建構的
橋梁結構無線監測網路系統，可提供即時
監測資訊，對於相關工程單位以及橋梁管
理機關進行橋梁維護工作將具有顯著的幫
助。

位面升高相對應靜水壓作用力增加，量測
訊號歷時紀錄如圖四所示，顯示 Sensor1
於試驗開始記錄後 410 秒時，先量測到上
升水面的作用壓力，接著 Sensor2 大約於
10 秒後感測到作用壓力，即表示水位大約
在試驗開始紀錄後 420 秒時達到 Sesor2 位
置的高程。換言之，可藉由感測器的量測
訊號來即時獲得流水水位高度變化的資
訊。並且由感測器所感測到的壓力值，顯
示由於 Sesor1 的位置配置於 Sensor2 的下
方，相同水位面時，Sensor1 感測到靜水壓
力將較 Sensor2 高。而兩個感測器感測到的
壓力差值約為 0.14psi，符合相對應配置位
置 10cm 高程差值的靜水作用壓力。
本研究隨著河砂持續緩慢地引入水
槽，水流帶著河砂淤積於墩柱試體根部，
而配置於墩柱的感測器將因河砂淤積造成
河床面升高而埋入砂中，所量測到的感測
器壓力訊號歷時記錄如圖五所示。可以預
期感測器所量測到的壓力訊號包含靜態水
壓、流水動態水壓以及淤積河砂所施加的
土壓力。而河砂淤積歷程以及淤積高度可
由感測器所量測到的訊號反應來判讀獲得
資訊。類似地，將墩柱試體感測器 Sensor1
埋入以河砂淤積成形的沙丘，隨著水流沖
擊墩柱帶走部分河砂，並使 Sensor1 露出砂
面，用以模擬沖刷歷程時感測器量測環境
的變化，圖 6 顯示沖刷歷程感測器訊號的
變化歷時紀錄。試驗僅讓 Sensor1 埋入河
砂，而 Sensor2 露出砂面，量測整個沖刷歷
程訊號的變化，用以比較河砂沖刷歷程感
測器訊號輸出的不同。當水流流經墩柱試
體，原本埋入河砂中配置於固定高程的壓
力感測器，由於墩柱根部河砂受到沖刷侵
蝕，當感測器露出砂面時壓力感測器將能
量測到水流沖擊的震盪訊號，因此可獲得
沖刷深度變化的歷程資料。由試驗量測的
沖刷歷程資料顯示沖刷現象發生於試驗開
始後 450 秒至 680 秒期間，為了驗證沖刷
效應的變化，試驗時以增加流速並讓水位
高程上昇，此變化的發生於試驗開始後 700
秒，整個沖刷歷程試驗量測記錄如圖六所
示。然而，側向土壓力以及流速產生的動
態水壓力，對於沖刷過程壓力感測器所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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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上升水位對應感測壓力變化歷時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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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河砂淤積對應感測壓力變化歷時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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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沖刷歷程對應感測壓力變化歷時紀錄

結論
6.

本 研 究 整 合 MEMS 壓 力 感 測 器 與
ZigBee 感測網路建構橋梁沖刷監測系統，
並以此系統進行水位高度變化、沖刷歷
程、河砂淤積等實驗室水工試驗即時量
測，說明紀錄測試資料與結果討論。試驗
結果顯示本研究建構之沖刷監測系統具有
未來應用於現地的潛力。試驗結果也驗證
了由 MEMS 壓力感測器整合 ZigBee 通訊
協定，所建構之無線網路對於即時沖刷監
測將具有較多的安裝便利性及感測點配置
位置分佈的彈性。
本研究整合之橋梁沖刷監測系統不僅
能量測水位高程的變化、橋梁基礎沖刷深
度以及河砂回淤歷程的資料，並且同時可
整合加速度感測器於單一感測版量測結構
反應，藉由所量測到的結構反應配合結構
評估演算方法，進行常時、颱風、洪水或
地震發生時結構健康安全診斷。因此，以
ZigBee 通訊協定建構的橋梁結構無線監測
網路系統，將可提供即時監測資訊，對於
相關工程單位以及橋梁管理機關進行橋梁
維護工作具有顯著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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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結構強震資料之分析與應用 (II)
林子剛1 張國鎮2 陳長佑3

摘 要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在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交接處，地震活動頻繁，
地震常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產的損失。本研究承襲去年之計畫，針對 Nonlinear
AutoRegressive with Exogenous (NARX)之部分進行更深入的探討。研究中利用過去已經建
立的非線性類神經網路系統，推導並分離橋樑受震反應下之各階分量，此一分量可充分反
映出橋樑結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多支程輸入特性。為了進一步驗證此一系統之可行性，研
究中並利用南二高台南環線在集集地震中所量測到的資料，實際計算結構物的各階反應
圖。分析的結果顯示此一 NARX 除了可於一階轉換中反映出結構物之基本線性週期外，
二階與三階轉換更可用以監測橋樑結構的多支承行為。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輸入之共振頻
率組合可利用二階轉換加以避免，而三階轉換更可反應出結構物在局部特殊頻率下可能引
發之共振行為。本研究已證明這些方法可針對橋樑結構進行有效監測，未來並用以建立全
國橋梁之監測資料庫。

關鍵詞：結構檢康診斷、多支承輸入、NARX

漸的被應用在土木工程的領域並整合進入
各種非線性系統識別方法中。類神經網路
因為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容錯性與可適性因
此使他們在處理各種複雜的不完整資料或
是不確定性問題中佔有很大的優勢。藉由
類神經網路的協助，許多系統識別方法已
經被成功的推導並應用在結構受震反應
中。(Adeli et al., 1995; Masri et al., 1992;
Masri et al., 1993) 本研究將利用去年所研
發的 NARX 系統識別方法並進一步推導
其在二階與三階的轉換圖，研究中並將實
際應用此一方法於一實際橋樑以驗證其可
行性與各種優點。

一、前言
傳統上，系統識別方法通常都針對頻率
率進行分析與研究。然而，這些以頻率域
作為分析依據方法在面對由於雜訊之介入
而造成結構產生兩個非常接近的模態頻率
時，往往無法有效的加以辨別。為了要解
決這一類的問題，在過去的二十年內，利
用離散時間系統所建立的系統識別方法逐
漸的被應用在土木工程的領域上。在大部
分的系統識別方法中，結構物都被假設為
非時變系統，更精確的說法則是，結構物
的各項參數在整個動態歷時反應中均被假
設為常數。結構物在整體反應中不曾發生
任何的損傷或是破壞。

二、橋梁簡介

然而，結構物在地震中可能發生損傷
獲釋可能進入非線性行為，這些複雜的條
件在傳統的識別方法中，均無法有效的加
以考慮。有鑑於此，類神經網路因已被證
實可迅速的處理複雜的非線性問題，而逐

本研究承襲去年度之計畫，採用南二
高台南環線強震記錄作為數據分析來源。
南二高台南環線高架橋橋墩 P115~P158 之
高架橋，總橋長 200 公尺，分為五跨，每
跨 40 公尺，每 40 公尺設置伸縮縫，橋寬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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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 公尺，支承型式為盤式支承。中央
氣象局結構物強震監測系統於南二高台南
環線高架橋之右側車道及左側車道柱底、
帽梁、橋面板裝設有強震儀，共有三十個
監測頻道。本研究分析需一包含柱底、帽
梁、橋面板之完整監測單元，故選擇
Channel 09、10、11、12、13、14、15、
16、17 共九個頻道作為研究分析使用。各
頻道之實際布設位置詳如圖一所示。

側基底量測到的數據在集集地震中均獲致
差不多的結果。此一結果充分顯示此一橋
樑在遭受集集地震的侵襲下整體結構上並
無重大損傷之出現。此一結果也與利用傳
統轉換函數所求得之結構頻率相符，證實
結構物可利用一階轉換函數求取其基本震
動頻率。

圖一 南二高台南環線立面圖
圖五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一
階核心轉換圖

三、NARX 神經網路分析
本研究利用去年之研究方法進行
NARX 系統識別，並建立一組二輸入一輸
出之 NARX 神經網路。其中輸入之頻道
為 channel 14 與 21，輸出則為 channel
16，此三者均用以量測橋梁於車型方向之
振動反應。
所建立的類神經網路在輸入層、隱藏
層和輸出層分別有 212、1、1 個結點。所
輸入的 212 個變數分別為 y (i ) (t − 1) 、…、
y (i ) (t − 70) 、 x ( a ) (t ) 、 … 、 x ( a ) (t − 70) 、
x (b) (t ) 、….、 x (b ) (t − 70) ，輸出層則為 y (i ) (t ) ，
在經過訓練 NARX 神經網路後，即可利用
所得權值與先前所推導的公式求得其核心
轉換。
圖五及圖六為集集地震下之一階核心
轉換圖。圖七為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與
channel 21 對 16 之ㄧ階核心轉換圖比較
圖。圖八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
二階核心轉換平面圖，圖九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二階核心轉換等高線
圖。由圖五的一階核心轉換中可發現結構
物的第一基本模態大約落在 3.4 Hz，而在
圖六中的一階核心轉換則顯示出結構物的
頻率大約落在 3.5 Hz。藉由圖七的表現，
可發現無論是利用左邊基底所量測或是右

圖六 921 地震下 channel 21 對 16 之一階
核心轉換圖

圖七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與 21 對
16 之一階核心轉換圖比較圖
為了進一步瞭解結構物的非線性反
應，Channel 14 對 16 在 921 地震下的二階
與三階轉換分別以平面圖及及等高線圖表
現如下：二階轉換的平面圖與等高線圖如
圖八與九所示。圖十與十一則顯示出在假
設 W1 = W3 的狀況下之平面圖與等高線圖。
由圖中可以發現二階反應中結構物在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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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W1 = 21.4rad / sec ， W2 = 21.4rad / sec 與
W1 + W2 = 22rad / sec 時明顯產生共振反應。而
等高線圖更是明顯的刻畫出共振之範圍與
強度。更高階的結構反應狀況則可以利用
三階反應之平面與等高線圖加以描述。由
圖十可發現，在三階反應中，結構物的共
振區域與二階反應明顯不同。在三階反應
中，結構物的共振區域開始呈現分散的狀 圖九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二階
態，在特定的點位上出現明顯的強烈共振
核心轉換等高線圖
趨勢。更進一步的狀態則可由等高線圖加
以描述。在圖十一中，在 W1 = 21.4rad / sec ，
W2 = 0rad / sec
與
W2 = 21.4rad / sec
，
W1 = 0rad / sec 時，結構物出現特別強烈的共
振行為，這顯示出三階非線性反應逐漸針
對局部的特定點位發生。而不再是以線性
的方式分佈於其頻率率上。除此之外，仔
細觀察二階反應與三階反應等高線圖的高
程，則可發現在本研究中由於結構物仍停
留在線性反應的階段，三階反應在整體反
圖十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
應中之貢獻量明顯的小於二階反應之貢
獻，然而若考慮結構非線性反應或是於結
三階核心轉換平面圖
構物中加入非線性元件如非線性阻尼器，
則三階反應可能反而成為控制結構反映之
主要因素。由此可知，在橋樑設計時若可
事先利用 NARX 考慮結構反應，則可避免
結構物在遭受重大地震下可能發生之嚴重
共振行為。

圖十一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
三階核心轉換等高線圖
由上述的研究可之，本研究所提出的
新方法主要有以下兩點貢獻：一、傳統系
統識別方法研究中無法加以監測的結構非
線性行為，在利用 NARX 之分析後可逐一
加以分離並探討。二、利用此一新研發的
方法，將可在設計階段時預先考量結構物
可能發生的嚴重共振情況並加以預防。除
此之外，橋樑結構本身所具有的多支承輸
入特性也可以利用本研究方法加以監測。
藉由高階轉換的描述，各種可能的共振情
況與區域均可被細部評估並預防，這無論

圖八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16 之
二階核心轉換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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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既有橋樑或是新建橋樑而言，都將是
一重要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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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未來展望
有鑑於國內以往對於橋梁結構之結構
特性沒有一套完整的識別系統，因此本研
究特別針對此一主題，利用中央氣象局在
台灣地區所建立的強震網資料庫，進行一
系列的相關主題研究。本年度計畫主要針
對所研發的 NARX 系統進行高階轉換之
研發與分析研究。
為了驗證所研發之 NARX 之功能，計
畫之初期選定南二高台南環線（支承形式
為國內最常見之盤式支承）作為資料分析
之標的。在本研究中針對此一橋梁於集集
地震中所收集到的地震記錄進行分析。分
析資料涵蓋橋梁中一典型的斷面單元，此
一單元中含有基礎、帽梁、柱頂橋面版與
橋面版中垮處。NARX 神經網路系統模式
識別主要針對結構物之非線性行為，利用
訓練類神經網路與轉換其內涵權值進一步
求得結構之基本振動週期。在本研究中一
共針對一階、二階與三階之結構反應進行
轉換，分析的結果顯示結構物的一階轉換
可反映出結構物之基本頻率，二階與三階
反應則在結構物進入非線性行為或含有非
線性元件時佔有較大的反應比例。
由分析結果可發現由於橋梁結構系統
本身具有多支承輸入之特性，因此在各個
不同支承上輸入特定之頻率擾動下，對於
結構物將會產生特定之共振效果。此一效
果在高階反應，尤其是在三階反應中尤為
明顯，這對於日漸普及的非線性結構設計
將有重大的幫助。此一結果可作為未來進
行結構健康診斷之重要依據。
展望未來，本研究將繼續探討各種高
階反應的組合，並進一步分析不同支承（盤
式支承、橡膠支承與鉛心橡膠支承）等在
加入橋樑系統後所造成之影響，以做為未
來檢討現行橋梁耐震設計規範之參考指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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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強震紀錄之系統識別
鍾立來1 王安培2 林旺春3 江奇融4 楊卓諺 3

摘 要
本研究採用遞迴參數推測 (recursive parameter estimation) 方法，發展出線上系統識
別，即遞迴最小平方法 (RARX) 模型。此模型在設定初始共變異數矩陣 (covariance matrix)
時，往往因設定不理想，導致識別效果不佳。因此將類神經網路與 RARX 模型作一結合
成為一個 RARX-ANN 模型。ANN 採用單層神經元，定義其類神經權重值為估測動力參
數，無須設定共變異數矩陣，識別非線性時變系統。針對台東消防分隊大樓，分析非線性
時變行為，由識別結果發現，因塑性行為增加與主結構破壞，會導致頻率遞減與阻尼比突
增之現象，可作為一參考指標。

關鍵詞：系統識別、類神經網路、ARX、遞迴

一、前言

(1)

建築結構物受到強震作用後，由蒐集
到之監測訊號進行系統參數識別，求取系
統參數，以推算建築結構物受震後的動力
特性，並與動力分析之結果作一比較，可
了解結構物的破壞與否。在系統識別中，
非參數識別無法明顯的將結構物之動力參
數表現出來，因此採用參數系統識別分
析，利用有限個系統模型參數表現出結構
物的動力參數。類神經網路對於輸出入值
有高度的聯想式記憶，且對非線性行為能
有較佳的處理效果。將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架構結合參數系統識別中之遞迴最小平方
法模型，期能夠比傳統參數識別模型有較
佳的識別結果與預測的能力。

此時，定義參數向量 θS 為
θS = ⎡⎣ a1 L ana

b0 L bnb ⎤⎦

Τ

(2)

而資料向量或稱為迴歸向量 (regressor 或
regression vector) 為
Τ
φ [k ] = ⎡⎣ − y [k − 1] L − y [ k − na ] u [k ] L u [k − nb ]⎤⎦ (3)
則輸出 y [k ] 可以如下表示
y [ k ] = φΤ [ k ] θS + ω [ k ]

(4)

假設有 N 組輸出與輸入資料，每一組資料
皆滿足(4)式
y [ N ] = Φ [ N ] θS + ω [ N ]
(5)
定義誤差函數

二、參數系統識別

J = ( y [ N ] − Φ [ N ] θS ) Τ ( y [ N ] − Φ [ N ] θ S )

2.1 ARX 模型
假設外擾項 e [t ] 為白色噪音 ω [k ] 時，得

當誤差函數達到最小時， J 對 θ̂S (估測的
參數) 之微分值應為 0，因此

y [k ] + a1 y [ k − 1] + L + ana y [k − na ]

= b0u [k ] + b1u [k − 1] + L + bnb u [k − nb ] + ω [k ]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原大學土木系教授
3
台灣科技大學土木系研究所博士生
4
中原大學土木系研究所碩士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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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
=⎜
∂θ θ=θˆ ⎝ ∂a1

∂J
∂a2

L

∂J
∂an

∂J
∂J ⎞
L
⎟
∂b1
∂bn ⎠

∂J
∂b0

Τ

關，識別出系統的最佳 ai 係數後，即可計
算結構之振動頻率及阻尼比如下：

(7)

= −2ΦΤ y + 2ΦΤ Φθˆ = 0

fj =

解上式可得
−1

⎛ N
⎞ ⎛ N
⎞
θˆ S = (ΦΤΦ) −1 ΦΤ y = ⎜ ∑ φ [k ] φΤ [k ] ⎟ ⎜ ∑ φ [k ] y [k ] ⎟ (8)
⎝ k =1
⎠ ⎝ k =1
⎠

1
(ln rj ) 2 + φ j 2
2πΔt

ξj = −

(14)

ln( rj )

(15)

(ln rj ) 2 + φ j 2

(8)式即為最小平方估算式。

其中， Δt 為取樣週期；

2.2 遞迴參數推測演算法

⎡ I( p j ) ⎤
rj 2 = p j p j , φ j = tan −1 ⎢
⎥
⎢⎣ R( p j ) ⎥⎦

由(8)式中可以發現當 N 組輸入輸出資
料愈多時，可知道所求得的估計參數向量
θ̂S 會愈接近於真實的系統參數向量，但因
此法須作反矩陣之運算，當系統維度較大
時，計算的效率會相對變慢，而且亦無法
應用於時變性系統的識別模式，所以利用
遞迴最小平方法 (recursive least- squares
method)，以下略記為 RLS 法)，導出 RARX
模型。

p j 為以 ai 作為多項式係數所得之第 j 個複

數根。

2.3 類神經網路系統識別-RARX-ANN 模
型
可知道當 RARX 模型採用線上更新模
式時，強震儀每記錄一個瞬時的資料時，
便能即時更新識別系統估測參數 θ̂S ，因此
令 (8) 式中定義參數 θ̂S 為倒傳遞類神經網
路架構中訓練之權重矩陣 IW ，而強震儀
在地震作用下所量測到的樓層加速度歷時
做為 RARX 模型的輸入輸出值資料矩陣
φ [k ] ，即為類神經網路架構中的輸入值矩

首先，估測參數 θ̂S 與共變異數矩陣 P
的初值設定如下
θˆ S (0) = θˆ 0

(9)

P(0) = γ I

(10)

陣 p ， a 也就是 RARX 模型系統輸出值矩
陣 y [k ] ，即

在此，若關於識別結構的系統參數能
有初步的資料可以使用，則可以依此來設
定 θ̂0 ，通常是令為 0 ， γ 是一純量。
最後，以時間更新的模式，對於
k = 1, 2,3,L , N ，計算下面式子
θˆ S [k ] = θˆ S [ k − 1] +

P [ k ] = P [ k − 1] −

a = purelin( IW * p + b)

(17)

經比較(4)式，將 ω [k ] 的平均值假設為 0，
所以偏權值 b 為 0。在此導入倒傳遞類神
經 網 路 架 構 搜 尋 定 義 參 數 θ̂S 之 觀 念 於
RARX 模型中，稱之為 RARX-ANN 模型
(圖 1)。並利用誤差指數去判斷優劣，其誤
差指數 (Error Index, E.I.) 定義為估測反
應與系統量測反應兩者之間之誤差，如下
式

P [k − 1] φ [k ]
ε [k ] (11)
1 + φΤ [k ] P [k − 1] φ [k ]

ε [k ] = y [k ] − ϕ Τ [k ] θˆ S [k − 1]

(16)

(12)

P [k − 1]ϕ [k ] φΤ [k ] P [k − 1] ( 1 3 )
1 + φΤ [k ] P [k − 1] φ [k ]

⎡ N −1
2⎤
⎢ ∑ ( y [k ] − yˆ [k ]) ⎥
EI = ⎢ k =0 N −1
⎥
2
⎢
⎥
y [k ]
∑
⎢⎣
⎥⎦
k =0

此小節所推導的遞迴參數推測演算
法，稱為 RARX 模型。
由於結構系統的振動特性與 ai 係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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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式中 N 為量測點數， y [k ] 為量測加速

與阻尼比有著極大的落差，即大樓之動力
特性已發生變化。觀察圖 4 與圖 5，X 方
向與 Y 方向之頻率與阻尼比大約在 15 秒
後收斂至一定值，在 6 秒至 15 秒之間，推
測因大樓主結構發生破壞，其頻率與阻尼
比的收斂效果明顯不好。

度， ŷ [k ] 為估測之加速度。

三、台東消防分隊大樓之系統識別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為一地下一層，地
上四層的建築物。地震量測紀錄則使用
1999 年的 1022 嘉義地震及 2006 年 4 月 1
日的台東地震。原因為該大樓在台東地震
過後發生大樓主結構破壞的情況，所以可
視為非線性行為的產生。

四、結論
1. 針對台東消防分隊大樓在 2006 年 0401
地震的分析，其 X 軸向與 Y 軸向的識
別，以頂樓識別結果而言，X 軸向的頻
率約為 1.95Hz，其阻尼比為 37.6%；Y
軸向的頻率約為 4.86Hz，其阻尼比為
34.8%。
2. 由 RARX-ANN 之收斂效果與識別出的
頻率與阻尼比在時域上的變化，可推測
可能發生破壞的時間區域。

針對消防分隊大樓結構之 X 向及 Y 向
兩個方向進行識別，選取一樓地板之加速
度訊號作為輸入，分別取 2F 地板及頂樓
天花板之加速度作為輸出。 RARX-ANN
模式之系統識別模式之階數採用
na = nb = 50 ，進行單輸入單輸出 (SISO)
的系統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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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利用 1022 地震所識別所得之最
終估測參數矩陣，作為 RARX-ANN 模型
在分析 0401 地震時估測參數之初始值，大
樓主結構破壞後識別結果如表 3 與表 4。
在 X 軸向的識別結果，以二樓與頂樓訊號
識別所得之頻率約為 1.9Hz，阻尼比約為
37.6%。在 Y 軸向的識別結果，以二樓與
頂樓訊號識別所得之頻率約為 4.8Hz，阻
尼比約為 34.8%。由此識別結果與 1022 地
震識別結果互相比較得知，該大樓的頻率

2004。
表1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1022地震X軸向
RARX-AN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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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

Frequency
(Hz)

Damping ratio

E.I.(Sim.)

E.I.(Pred.)

2F
ROOF

3.7606
3.7334

0.0386
0.0364

0.1144
0.1635

2.9765
0.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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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 1022 地震 Y 軸向
Frequency
(Hz)
7.0416
6.9461

2F
ROOF

10
Frequency (Hz)

Floor

RARX-ANN Model
Damping
E.I.(Sim.)
ratio
0.0580
0.0453
0.0586
0.1295

RARX-ANN MODEL

E.I.(Pred.)
0.4447
0.3043

10

RARX-ANN MODEL

2

1st mode

0

0

5

10

15

20

25
Time (sec)

30

35

40

45

50

1

表 3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 0401 主震主結構
破壞後之 X 軸向
Floor
2F
ROOF

Damping Ratio

RARX-ANN Model
Damping
E.I.(Sim.)
ratio
0.2954
0.4398
0.3761
0.5356

Frequency
(Hz)
1.9049
1.9523

1st mode
0.5
0
-0.5
-1

E.I.(Pred.)

0

5

10

15

Frequency
(Hz)
4.7893
4.8639

2F
ROOF

30

35

40

45

50

RARX-ANN MODEL
RARX-ANN MODEL
1st mode
Frequency (Hz)

Floor

25

圖 3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頂樓 Y 軸之頻
率圖與阻尼圖(1022)

1.6263
0.6610

表 4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 0401 主震主結構
破壞後之 Y 軸向
RARX-ANN Model
Damping
E.I.(Sim.)
ratio
0.1482
0.0385
0.3484
0.1329

20

Time(Sec
)
Time (sec)

E.I.(Pred.)

10

1

0.4878
0.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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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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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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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k − 1]

圖 4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頂樓 X 軸之頻
率圖與阻尼圖(0401)

Mw

1,na + nb +1

u [ k − nb ]

RARX-ANN MODEL
RARX-AN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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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Hz)

圖 1 RARX-ANN 之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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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頂樓 Y 軸之頻
率圖與阻尼圖(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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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東消防分隊大樓頂樓 X 軸之頻
率圖與阻尼圖(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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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全球資訊網站之建置(II)
台灣地區地震工程相關資料展示與查詢系統
陳緯蒼1 邱國光 1 林主潔2 葉錦勳3

摘 要
近幾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用於地震早期評估和震災模擬之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
統(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 TELES)的研究越趨完整、成熟。然而，TELES
在使用上侷限於專業人士，並且需要安裝昂貴的地理資訊軟體，對於提升國內防災人才程
度與地震教育的落實頗有力不從心的感觸。有鑒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基於網際網
路和地理資訊之技術，開發了網路版之「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該系統藉著網際網路
無遠弗屆之特性，有效地將地震相關的知識和新聞傳達出去；並且可讓非地震工程專業人
員與一般民眾，僅透過網頁瀏覽器即可進行簡單的震災境況模擬，且進一步結合 Google
Map 服務展示 TELES 之早期評估結果，如此裨益一般大眾對地震相關知識的接觸。

關鍵詞：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
TELES 配合機率式地震危害度分析理
論，進行機率式震災境況模擬。擬訂各地
TELES 係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結
區未來可能發生地震的震央位置、震源深
合國內各學術單位和專家致力多年開發的
度、地震規模，以及可能伴隨的斷層開裂
震災境況模擬軟體，該軟體是針對個人或
方向和長度等，利用 TELES 批次震災境況
工作站電腦平台所設計之 Window-based 應
模擬技術，可進行一系列模擬地震作用下
用軟體。TELES 結合地球物理、土木工程、
的地震潛勢分析、結構物損害評估及人員
社會經濟各領域的知識，提供各級政府與
傷亡和經濟損失評估等。
民間業者(包括保險業、高科技產業等)有關
台灣附近地區的震源以區域震源模
震災損失評估工具，其輸出結果可作為擬
定相關耐震設計規範或地震保險與風險管 擬，以長寬各 0.2 度為單位，自經度 119~123
理策略的參考，藉以減低地震對社會與經 度與緯度 21~26 度間定義出 500 個網格，
濟的衝擊。由於 TELES 是以單機安裝為 每一網格各取六種震源深度，每個深度再
主，同時需要安裝價格昂貴之 GIS 軟體； 取 12 種不同的地震規模作為模擬腳本，且
此外，其複雜之操作和所需之地震專業知 不同的地震規模假設不同的斷層開裂方
識，使非專業人士和一般民眾無法一窺究 向。但為減少計算量，同一震央位置、震
竟。因此，簡易操作、低成本建置，以及 源深度和地震規模，最多僅計算四個斷層
易取得之特性，促使研究團隊開發網路震 開裂方向的境況模擬。根據上述條件設定
批次模擬地震的震源參數共 99,000 組，並
災境況模擬系統。
進行震災境況模擬，建置台灣地區地震損
失模擬資料庫(圖一)。

一、前言

二、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及震災模
擬資料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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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方式就是將所有的地理資料都規
劃、放置在一台伺服器上，這樣維護起來
容易，確保資料的一致性與即時性，如果
提供伺服器端的網路頻寬大、硬體效能良
好，可以提供客戶端好的服務品質。一般
的地理資料在處理或使用時，放大、縮小、
查詢、分析等動作重複不斷，當客戶端使
用人增多時，容易發生伺服器負荷過重的
情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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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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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每一個網格包含 198 筆地震模擬事件

現在硬體與網路環境技術已發展的非
常成熟，因此，重 Server 端，輕 Client 端
的運作方式已是大勢所趨，所以本研究所
開發的平台是架構於第二種運作方式，此
運作方式可為客戶端減少下載、安裝、更
新應用程式的麻煩。

三、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
上述台灣地區的震災模擬資料庫已成
功應用於地震發生後的早期評估階段。本
研究利用已建置的震災模擬資料庫結合網
路地理資訊系統技術來開發一套 GIS 介面
的「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該系統可
提供網路使用者進行工程構造物損壞、人
員傷亡及經濟損失等評估結果查詢，提升
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的可見度。此外，本文
結合 Google Map[1]的服務，將 TELES 地
震早期評估的結果呈現在網站上，以便一
般大眾可立即、簡便地得到最近地震事件
以及評估的結果。

3.2 震災模擬系統介面與功能
在本研究開發的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
統，網路用戶端可以利用自行定義震源方
式，送出查詢訊息給伺服器端，伺服器端
收到要求後，便會開始進行查詢震災模擬
資料庫的動作，找出符合使用者定義的最
相似地震事件，再利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的技術展示在瀏覽器上。以下就針對系統
開發介面與功能進行說明：

3.1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Web-GIS)

3.2.1 使用者定義地震事件

近年來，網際網路成熟的發展已成為
眾多不同應用程式的平台，其中 GIS 亦搭
上了這股網路熱，而 Google Map 則是現今
最廣人為知的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Web-GIS)。所以，使用者現在可僅用網頁
瀏覽器，就能獲得許多豐富的地圖資訊；
相較於需要高運算能力的機器和昂貴的
GIS 軟體，Web-GIS 無疑地提供更大的簡
便性及低成本的好處。

使用者啟動該系統後，映入眼簾的便
是一個完整的台灣地圖，左上角有控制面
板(圖二)。在控制面板下方可供使用者定義
任意地震事件，輸入地震規模、震源深度
與震央位置等參數。在輸入地震規模時，
系統會分析使用者所輸入震源參數之合理
性，如地震規模應介於 5.0~7.5；震源深度
應介於 0~120 公里;震央經度應介於 21~26
度；震央緯度應介於 119~123 之間。當使
用者定義好震源參數，接下來網路震災境
況模擬系統便可以依據該震源參數搜尋建
置好的震災模擬資料庫，並顯示最相似的
地震事件。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其運作方式大可分
為兩類 ：(1)重客戶端，輕伺服器端：此種
運作方式，主要是在用戶端瀏覽器安裝
Java、ActiveX、Plug-in 等應用程式，原本
部分 Server 上的功能移到 Client side 上，
這樣不僅加快了使用者操作的反應速度，
而且也減少了網上的流量。不過當應用程
式更新時，客戶端也需要同步更新。(2)輕
客戶端，重伺服器端：在主從架構中，最

3.2.2 一般建築物損壞評估與經濟損失
一般建築物在此指包含依建築技術規
則設計的結構物，譬如一般住宅、商店、
辦公大樓、工廠等，也包含須作結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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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分布圖。

的特殊結構，如超高大樓、車站、航站、
體育館等建築物。至於重要設施、交通系
統與民生系統雖然也包含一些建築結構，
例如屬於重要設施的學校、醫院、警政、
消防和危機處理中心等；屬於交通系統與
民生系統的部份設施，如車站、航站、維
修廠、倉庫、立體停車場、控制中心等，
但這些建築結構由於在震後須維持正常運
作，其耐震設計水準較高，宜採用不同的
分類定義與損害評估模式。本系統目前只
提供使用者一般建築物的結構系統損壞查
詢功能，至於其他工程構造物的災損評估
功能依照未來各類型的震災模擬資料庫逐
年開發。針對一般建築物損壞評估方面，
本系統提供模擬地震下，各縣市(圖三)或鄉
鎮區(圖四)為單位的建物全半倒棟數資
訊，並可依照不同斷層開列方向(圖一與圖
五)與不同的樓層高度畫出災情分布主題
圖(thematic map)。

圖二 使用者定義地震事件

直接經濟損失表示工程構造物在地震
影響下，結構系統與非結構系統的損壞金
額、搬移或重建成本等，因此直接經濟損
失則與工程結構物的損害評估結果息息相
關且互相對應。目前本系統僅提供因一般
建築物損害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單位
為新台幣百萬元)。

圖三 以縣市為單位的災損評估結果

3.2.3 人員傷亡損失評估
影響人員傷亡數量的可能性很多，例
如一般建築物損害所引致的傷亡或山崩、
震後火災、有毒物質外洩或水壩等高危險
設施損害等所引致的傷亡，目前 TELES 開
發的評估模式僅考慮因一般建築物損害所
引致的傷亡數量，其他因素導致的傷亡，
因目前資料不足且無妥善評估模式，尚未
納入 TELES。在 TELES 裡，人員傷亡的定
義，依程度概分為四級：第一級僅需基本
治療，不需住院；第二級需較多的醫療手
續且需住院，但無生命危險；第三級若無
適當且迅速的醫療將有立即的生命危險；
第四級則是立即死亡。本系統採用第三級
與第四級作為人員受傷與人員死亡的定
義，提供模擬地震下，各縣市及各鄉鎮區
在不同時段(白天、晚上與通勤/假日)下的

圖四 以鄉鎮區為單位的災損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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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不同斷層開列方向的模擬結果

四、結合 Google Map 服務
Google Map 基 於 AJAX 的 網 頁 技
術，提供了 GIS 的服務，一般使用者只要
向 Google 註冊後，可免費使用該服務。網
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依據 TELES 所處理的
地震事件，將評估的結果依日期區分，公
佈在網站上(圖六)。結合 Google Map 的技
術，網路震災境況模擬系統會將某地震事
件相關的資訊，配合地圖呈現在網站上(圖
七)，如此，可大大提升使用者對某地震發
事件發生的理解力。

圖七 震央附近建築物查詢

五、結論
「網路地震災害模擬系統」的開發可
提供一般民眾進行工程構造物損壞、人員
傷亡及經濟損失等評估結果查詢，讓民眾
了解何謂震災境況模擬、震災境況模擬技
術在生活上的重要性；除了提升國人的防
震意識外，該平台對於緊急應變的應用也
有參考價值。另外，結合 Google Map 的技
術加值顯示評估的結果，以利使用者閱讀
和理解。未來配合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 各項模組的開發與各類型的震災模
擬資料庫，這套網路震災模擬系統將可以
擴充更多線上災損評估功能與人機介面。

參考文獻
1. Google Map, http://maps.google.com/

圖六 TELES 震災早期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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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之資料庫建置
與歷史性地震災害境況模擬(II)
柯明淳1

葉錦勳2

摘 要
根據 1999 年台灣集集地震與 1995 年日本阪神地震的災害統計資料顯示：台灣集集
地震發生當日共引致 92 件火災；日本阪神地震後出現延燒時間長達二至三天的大規模火
災，導致 530 人喪生火窟，經濟損失更是無可比擬。為推估大規模地震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藉以擬訂適當的防震减災措施，震後火災之起火數和延燒面積的推估模式，為震災境況模
擬時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本文探討因斷層錯動所引起永久地表變位的推估模式，並利用
集集地震的震後火災統計資料，探討 PGA 和 PGD 兩參數對起火率的影響及推估起火率時
的經驗公式。並整合震後火災起火數之推估模式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關鍵詞：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震後火災、起火數、永久地表位移

錯動和土壤液化所造成的土層破壞，與地
下瓦斯管線和高壓鐵塔等的損壞而引起的
火災有密切關係。日本的住宅以木造房屋
居多，於評估震後火災時，除 PGA 外尚考
慮不同季節所造成的影響。李達志也曾針
對於 921 地震以及 331 地震的震後火災起
火數進行分析，但僅限於推估 PGA 與震後
火災的關係。

一、前言
在單一地震事件中，地震引致的災害
不只第一時間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建物損
毀的直接損失，同時應注意地震引致的二
次災害。根據二十世紀末至今的幾次著名
的大地震，如 1994 年南加州芮氏規模 6.7
的北嶺地震後，當天共發生約 110 起的火
災；根據其消防單位統計：地震後兩天內
約有 776 件火災事件，總計焚毀 70 棟建
物。1995 年阪神大地震發生後三日內共發
生 164 件火災事件，造成 530 人死亡，7,500
棟建物遭受到焚毀。1999 年芮氏規模 7.3
的集集大地震共造成 161 起火災事件。由
此可知震後火災所導致的損失不亞於地震
引致的直接損失。

根據起火率之定義，起火率為研究區
域內實際起火數除以區域內所有建築物的
樓地板面積總和(樓地板面積單位：百萬平
方公尺)。故在推估起火率之迴歸公式前，
需先收集研究區域內之震後火災數和樓地
板面積兩項資料。本研究整理李達志所蒐
集的 921 地震和 331 地震的火災事件，利
用其以 PGA 推估起火率的迴歸公式和模式
為基礎，探討 921 地震時分別因強地動和
斷層錯動所引起之 PGA 和 PGD 與震後火
災的關係。利用迴歸分析結果，求得各地
區在不同 PGA 和 PGD 作用下的起火率推
估公式，並整合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以利後續相關研究應用。TELES
的分析流程與架構，以及包含的分析模組。

根據美國 HAZUS 技術手冊所提及的
震後火災推估模組，在評估時首先推估可
能的「起火數」，再依數值模擬的方法推
估可能的延燒面積。HAZUS 對於起火數之
預測主要利用美國在 1906-1989 年間震後
火災事件數與最大地表加速度(PGA)進行
迴歸分析後建立推估模式。HAZUS 的技術
手冊同時提到永久地表變位(PGD)，如斷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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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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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引致的起火率(Fa)即可藉由本群組的
資料迴歸求得。各鄉鎮市平均 PGA 與 921
地震的實際起火率進行迴歸分析後，Fa 可
表為下式(參考圖一)：

二、震後火災推估模式之參數
本研究於進行震後火災推估模式之建
置時發現：李達志在推估震後火災之起火
率的迴歸參數時，僅使用實際發生火災的
鄉鎮市資料，完全忽略其它未發生火災之
鄉鎮市資料對迴歸分析結果的影響；因
此，可能高估 PGA 對起火率的貢獻。換言
之，地震時，震源附近的鄉鎮市皆受地表
震動的影響；在分析樣本時，不可捨棄沒
有發生火災之鄉鎮市的樣本。否則，將因
此提高推估的起火率。其次，斷層開裂引
致的地表永久變位(PGD)常導致地下瓦斯
管線破裂，也是影響起火率的重要因素，
應適當地反映在起火率的推估公式中。

Fa = 0.3131X PGA

X PGA 為各區域所受之平均 PGA，以 G 為單

位。
另外，屬於斷層上盤的鄉鎮市共有 21
個，包含車籠埔斷層通過和位於斷層上盤
的鄉鎮市，如圖二所示。屬於斷層上盤的
鄉鎮市在地震時除受到強大的地表震動
外，斷層開裂所產生的地表永久變位(PGD)
也是導致震後火災發生的重要因素。在推
估 PGD 對震後火災的影響時，需釐清或扣
除 PGA 的影響因素。假設如式 1，總起火
率為 Fa 和 Fd 的總和，在進行 Fd 的迴歸分
析前，位於斷層上盤之鄉鎮市的實際起火
率須先扣除由 PGA 迴歸所得的 Fa 值，亦
即

本研究首先利用實際觀測的強地動測
站資料和衛星定位測站資料，計算 921 地
震時的 PGA 和 PGD 的分佈，進一步與各
鄉鎮市所調查的實際起火率分別進行迴歸
分析，以獲得震後起火率的推估公式。假
設 PGA 與 PGD 作用下引致的起火率分別
為 Fa 與 Fd，則震後總起火率(F)可能為下
列兩種情況之一：

Fd = F − 0.3131X PGA

(1)

震後總起火率(F)為 Fa 與 Fd 兩者的較大值：
F = max( Fa , Fd )

(4)

其中 Fd 代表單純受 PGD 影響時的起
火率。經迴歸分析結果(參考圖三)，Fd 可
表為下式：

震後總起火率(F)為 Fa 與 Fd 的和：
F = Fa + Fd

(3)

2.0000
1.8000

(2)

1.6000

本研究以鄉鎮市為單元，首先推估 921
地震時各鄉鎮市的平均 PGA 與 PGD 參數
值，再配合 921 地震時實際調查所得各鄉
鎮市的起火數資料，進行迴歸分析。921
地震乃因車籠埔斷層開裂所引起的，由於
斷層面的傾角僅有 30 度左右，故有明顯的
斷層上盤與下盤不同的反應和災情。在進
行震後起火率的迴歸分析時，為區分地表
震動(PGA)和永久變位(PGD)對震後起火
率的影響，將受影響區域概分為斷層上盤
和斷層下盤等兩個群組。其中屬於斷層下
盤的鄉鎮市合計有 330 個，由於該區域遠
離斷層開裂或地表嚴重變形的區域，假設
其受 PGD 的影響極小而可忽略不計，此區
域的震後起火率僅為 PGA 的函數。因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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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
0.6000
0.4000

y = 0.3131x

0.2000
0.0000
0.000

0.100

0.200

0.300

0.400

0.500

0.600

0.700

PGA

圖一 位於下盤之鄉鎮市的 Fa 與 PGA 之迴
歸分析結果
Fd = 0.3096 X PGD

(5)

其中 X PGD 為鄉鎮市的平均 PGD，以公尺為
單位。
代入式 1 後，可得到第一種假設情況
下的總起火率迴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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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0.3131X PGA + 0.3096 X PGD

TELES 所推估的地表永久變位量。

(6)

於式 6 和式 7 代入 Fd 之修正係數 S
且 PGD 以公分為單位，第一種震後火災總
起火率公式可表為下式：

假設震後火災之總起火率取決於 Fa
與 Fd 之較大值時(參考式 2)，另假設位於
斷層上盤之鄉鎮市的起火率多可歸因於地
表永久變位過大；因此，令 Fd = F ，使用
斷層上盤之鄉鎮市的起火率與 PGD 進行
迴歸分析。Fd 之迴歸公式可表為下式(圖
四)：
Fd = 0.3417 X PGD

F = 0.3131X PGA + 0.0144 X PGD

(9)

第二種震後火災總起火率則表為下式：
F = max(0.3131X PGA , 0.0159 X PGD )

(10)

(7)

再代入式 2 後，便可求得第二種情況
下的總起火率推估公式。

6.0000
5.0000
4.0000

此外在應用 TELES 進行震後火災起
火數推估時，須注意單位的換算。TELES
輸出評估結果的 PGA 使用「G」，PGD 使
用「公分」，而本研究之 PGA 以「G」為
單位，PGD 以「公尺」表示。

3.0000
Fd

y = 0.3096x
2.0000
1.0000
0.0000
0.000
-1.0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PGD

圖三 扣除 Fa 後，Fd 與 PGD 之迴歸
分析結果

其次，為考慮地表永久變位對工程結
構物的損害影響，TELES 已內建 PGD 的
推估模式。

6.0000
5.0000

Fd2

4.0000
y = 0.3417x

3.0000
2.0000
1.0000
0.0000
0.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PGD

圖四 斷層上盤地區之 F 與 PGD 的迴歸
分析結果
圖二 綠色部分屬「斷層上盤」之鄉鎮市，
其餘鄉鎮市屬「斷層下盤」

10.000

利用該推估模式所得各地區的 PGD
與利用全球定位系統所測得的 PGD 之間
應會出現誤差。為降低這類系統性誤差，
本 研 究 利 用 921 地 震 的 震 源 參 數 ， 以
TELES 內建的 PGD 推估模式計算斷層上
盤之鄉鎮市的 PGD 值，且與實際觀測之
PGD 值比較。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可得修
正係數 S 為 4.6388(參考圖五) 。

PGD_C = 4.6388 * PGD_T

12.000

PGD_C

8.000
y = 4.6388x
6.000
4.000
2.000
0.000
0.000

0.500

1.000

1.500

2.000

2.500

PGD_T

圖五 修正係數 S 之迴歸分析結果

(8)

其中 PGD_C 為地震後實測值而 PGD_T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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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震後火災模式之應用

四、討論與建議

本節運用前述所得震後火災起火率的
推估公式，應用 TELES 模擬 921 地震時，
各鄉鎮市可能的火災件數。根據研究成
果，以及自行訂定合理的參數值。在第一
種假設下，總起火率為 PGA 與 PGD 兩者
貢獻的和。根據推估結果：火災較嚴重的
地區依序為台中縣 46 起、南投縣 22 起、
台中市 13 起以及彰化縣 10 起(如圖六)。

根據 921 地震的境況模擬結果，比較
本文所研擬之兩種震後火災推估值，與實
際起火數比對後顯示：本文所推估的震後
火災數量皆比七日內實際發生火災的總數
少，但比地震當日的火災數量多。以台中
縣地區而言，921 地震當日的實際起火數
為 33 起，兩個評估公式所得的推估值分別
為 46 起和 34 起；南投縣地區在 921 地震
當日的實際起火數為 24 起，推估值分別為
22 起與 18 起。但根據 John Eidinger 的研
究指出：由於震後火災預測值，因有太多
不確定因素影響，故可允許 50%的誤差。
在本研究中雖然部分鄉鎮市的實際起火數
大於本研究的推估值，然大多介於可容許
誤差範圍。台北市在 921 地震時消防車出
勤次數多，但大多數情況為瓦斯外洩。因
此，本文所得震後火災起火數推估公式具
實務應用與參考價值。

圖六 同時考慮 PGD 與 PGA 影響所求各縣
市總起火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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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TELES 目前僅能分別計算或加
總 PGA 和 PGD 引致的起火率，無法自動
選擇 Fa 或 Fd 之較大值。為比較第二種假
設下之震後火災起火數的分佈，分別進行
PGA 與 PGD 個別影響的起火數推估。根
據評估結果，以 PGA 為推估參數時，火災
較嚴重的地區僅台中縣市之起火數超過兩
位數；以 PGD 為推估參數時，火災較嚴重
的地區則為台中縣與南投市之起火數超過
兩位數。因此由此可見在斷層開裂週圍，
永久地表變位(PGD)對於起火數的影響明
顯大於 PGA。
綜合比較式 1 和式 2 的推估結果，雖
然兩者所得結果皆在容許誤差範圍內，依
保守原則，建議未來優先使用第一種假設
以推估震後火災起火數，且微幅提高 PGD
的影響。換言之，震後火災起火率可以下
式推估

F = 0.3131 X PGA + 0.0159 X PGD
(9)
其中 X PGD 所乘的參數值為不扣除 PGA 影
響時的迴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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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建築柱構件受高軸力與雙曲率彎矩作用下
之補強行為研究(II)
蔡克銓1 林敏郎2 陳沛清3

摘 要
許多校舍與騎樓式建築於 921 集集地震中發生嚴重的損壞，於諸多原因中，底層柱
構件發生破壞為造成嚴重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底層柱構件通常承受較大之軸壓力與彎
矩，在地震力作用下，可能產生柱構件潰散或彎矩破壞外，亦可能因短柱效應而發生剪力
破壞，進而造成整棟建築結構之嚴重損傷。本研究延續 94 年度之研究，針對此類鋼筋混
凝土柱構件進行構件行為與耐震補強研究，採用國內業界常使用之碳纖維補強、鋼板補強
等方法進行試驗以驗証其補強效果，而所得試驗結果亦可檢驗與修正現有之補強分析與設
計方法。同時，本計劃與日本琉球大學進行研究合作，引進日本學者所研發之預力鋼棒補
強方法，藉由學術合作與交流，以提升國內補強技術。

關鍵詞：校舍建築、騎樓式建築、耐震補強、高軸力、雙曲率彎矩

一、前言

二、試體規劃與介紹

1999 年 921 集集大地震後國內校舍建
築遭到相當程度的破壞與損傷，這幾年
來，許多專家學者針對校舍建築進行了一
連串相關的實驗與研究，評估校舍建築之
耐震性能，並研發隔減震與補強之相關技
術，以提升現有校舍建築之耐震性能。國
內在補強技術及提升現有建築耐震性能
上，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如碳纖
維補強、鋼板補強、擴柱補強等。日本由
於與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對於校舍建築
耐震能力也有許多研究成果，因此，本計
畫延續 94 年度之研究，與日本琉球大學進
行研究合作，針對國內業界常使用之補強
方式，以及日本琉球大學研發之補強方
法，進行一系列實尺寸柱構件補強試驗，
基於學術交流與國際合作的目的，除了可
以促進國際交流之外，更可以藉由互相學
習與經驗分享以達到提升國內補強技術的
結果。

目前國內需要進行補強之校舍建築，
其設計與施工要求並未符合目前耐震設計
規範，本研究為了達到試驗結果之實用性
與可靠性，除了國內現有校舍建築之設計
外，並參考日本老舊校舍之相關設計，以
此決定試體之設計。本計劃試體一共製作
八支，其中七支試體設計完全相同，為了
反應現有校舍建築物，並未滿足耐震設計
規範之要求，使試體與既有校舍建築有更
多的相同性與參考價值，試驗結果具有更
多的實用性與可靠性，試體箍筋配置並未
採用一百三十五度彎鈎配置，且箍筋間距
採用 250mm 配置。此外，為了確保試體柱
上下邊界條件為固定端，試體柱上下端皆
有鋼筋延伸至基礎錨定，並發展出足夠之
延伸長度，試體斷面與配筋如圖一所示。
第八支試體為日本琉球大學特別設計之試
體，除了九十度彎鈎箍筋外，額外採用 U
型箍筋配置，此外，主筋採用 20 支 9 號鋼
筋，型號與數量與其他七支試體不同，第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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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試體斷面與配筋如圖二所示。。各試
體混凝土施工皆為兩次澆灌，下基礎澆灌
後待混凝土發展出強度後，再進行柱身與
上基礎的澆灌作業。試體混凝土與鋼筋材
料強度試驗結果如表一與表二所示。
150

三支試體採用國內常用之補強方式，包括
碳纖維包覆補強、八角形鋼板包覆補強，
以及首次於國內進行試驗之碳纖維包覆搭
配 CFRP 錨栓補強。其餘四支試體則採用
日本琉球大學研發之預力鋼棒補強方式，
以四支預力鋼棒圍繞著方形混凝土柱，在
混凝土柱對角的兩端點施加預力後，以四
塊精密加工之鋼塊錨定，藉由預力鋼棒之
預拉力提供混凝土柱額外之圍束力，以達
到補強之效果。本研究主要探討預力鋼棒
間距以及預拉力大小對補強行為之影響。
試體的命名與介紹如表三所示。

100

D10 (#3)

60

C.C. = 4.0cm

6-D25(#8)

95
60

Rebar:12-D25 (#8)

D25 (#8)@12cm
A

Hoop:D10@25cm (#3)
90 degree

A

25

180

Section A-A

PT Anchor Rod

6-D25(#8)

15

6-D25(#8)

4-D25(#8)

D10 (#3)

89mm PVC hole
Rod

D13@5cm

表三 試體名稱與補強方式

4-D25(#8)
D13@5cm(both end)

8

95
60

D13@10cm(middle region)

Details of the PVC hole

150

150

D25 (#8)@12cm

補強或修復方式

R06-BM

標準試體

－

修復：預力鋼棒+3mm 鋼板

日本

R06-BM-E

Unit: cm

修復：混凝土裂縫經環氧樹脂砂漿
R06-BM-E2
填補後，表面採用聚脲(3mm)塗佈
R06-PC1
補強：預力鋼棒 (間距 200mm)

圖一 試體設計圖（一）

R06-PC1E

Bond-strengthening hook
: D10-@250
Hoop : D10-@250

250

Rebar : 20-D29

150

600

40

Details of column section

台灣
日本
日本

R06-PC2

補強：預力鋼棒（間距 100mm）

日本

R06-PC3

補強：預力鋼棒（未施加預力）
補強：碳纖維包覆(上、下端採五
層包覆，中間區域採三層包覆)
補強：碳纖維包覆+CFRP 錨栓

日本

R06-RF2
600

規劃方

修復：預力鋼棒+6mm 鋼板

R06-RF1
80

Web side

試體名稱

台灣
台灣

R06-OS1

補強：八角形鋼板(6mm)包覆

台灣

R06-PC2R

補強：預力鋼棒（間距 100mm）

日本

Flange side

三、試驗規劃與介紹

圖二 試體設計圖（二）

為了使試體同時承受高軸力和雙曲率
彎矩，本研究設計了一套試驗構架，以確
保在試驗過程中整個構架可視為剛性體，
此構架 L 型雙腹板之鋼構造組合斷面，為
一水平鋼梁與一垂直鋼梁組合而成，接合
部分以全滲透焊接合，並以加勁板適當加
勁，構架在兩翼板間有許多加勁板，避免
構架因為承壓力過大導致局部挫屈喪失其
剛性。試驗架設如圖三所示，水平鋼梁以
高拉力螺桿與試體接合錨定，並架設兩支
可施載 250 噸拉壓力之油壓致動伺服器，
對試體施加軸向壓力後即固定其位移，油
壓致動伺服器底部與一轉接鋼構支承座錨
定於強力地板上；垂直鋼梁上架設兩支可
施載 100 噸拉壓力之油壓致動伺服器，對
試體施載側向之反覆位移歷時，試驗位移
加載歷程如圖四所示，試驗進行方式為一

表一 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度試驗結果
試體項目

設計強度
（kg/cm2）

抗壓強度
（kg/cm2）

1-7 號試體下基礎

210

183.0

1-7 號試體上基礎

210

244.7

1-7 號試體柱身

210

239.3

8 號試體下基礎

210

218.0

8 號基礎柱身與上基礎

210

244.3

表二 鋼筋拉力強度試驗結果
試體項

標稱強度

降伏強度

抗拉強度

目

（N/mm2）

（N/mm2）

（N/mm2）

#3 鋼筋

280

374

550

#5 鋼筋

420

437

654

#8 鋼筋

420

490

673

#9 鋼筋

420

489

672

八支試體中，一支為標準試體，用以
比較補強前後試體行為之差異。其餘七支
試體各以不同之補強方式進行補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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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較試體 R06-PC2R 為差，試體 R06-PC1
行為雖不如試體 R06-PC2R，但比起試體
R06-BM，仍然有效地提升了構件的強度與
變形能力，證明大間距之預力鋼棒配置亦
可有效地改善構件的行為反應，此種預力
鋼棒補強方式，可應用於震災後構件緊急
修復之用。

支側向油壓致動伺服器以外部位移計位移
控制進行反覆載重，另外一支側向致動器
則追隨該位移控制致動器之力量，在 L 型
構架提供足夠剛性下，可假設試體上下基
礎產生水平相對位移，而不會有扭轉的現
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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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試體之側向力與側位移角反應如圖
五所示，而試體之破壞情形詳如照片一。
試體 R06-PC2 為本計畫進行之第一組試
驗，由於進行試驗初步規劃之方式有缺
失，造成試驗進行至較大側位移角時，試
驗構架並未如預期般水平橫向反覆來回移
動，而有些許剛體旋轉的行為。此外，第
一組試驗並未使用外部位移計進行控制，
試體反應因與夾具轉接有間隙造成行為反
應的不對稱，故試驗進行至側位移角 5.0%
停止。在修正試驗方式與採用外部位移計
控制後，以另一支全新的試體重新進行一
次試驗，稱為 R06-PC2R，其行為反應如圖
五所示，兩支試體行為差異性不大，亦證
明採用預力鋼棒配合適當間距之補強方
式，可大幅地提升試體強度與變形能力。
將預力鋼棒配置之間距由 100mm 放大至
200mm，稱為試體 R06-PC1，其行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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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位移加載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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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試體側力與側位移角反應曲線
在試體 R06-PC1 試驗結束後，移除所有
的預力鋼棒，以 6mm 鋼板貼附四個柱面，
並以同樣間距之預力鋼棒鎖固於其上，視為
緊急修復試體 R06-PC1E，但其行為反應並
不理想，兩組試驗行為反應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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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6-BM

R06-BM

R06-BM-E

R06-BM-E2

R06-PC2

R06-PC2R

面噴塗，塗佈厚度約為 3mm，並命名為
R06-BM-E2 試體再進行試驗，試驗結果顯
示修復效果有限。本研究補強方式中行為
表現最佳為採用八角形鋼板包覆補強試體
R06-OS1，與日本發展預力鋼棒之補強方式
做比較，發現無論在強度上或是變形能力
上，八角形鋼板包覆補強皆較預力鋼棒補
強較佳，但由於八角形鋼板施工較不易，
需於鋼板及構件縫隙中充填無收縮水泥沙
漿，無法對於構件進行即刻之緊急修復，
此為其最主要不足的地方。碳纖維包覆補
強試體 R06-RF1 與碳纖維包覆併 CFRP 錨
栓補強試體 R06-RF2 兩支試體，試驗証實
CFRP 錨栓可延後碳纖維斷裂的時機，並提
升試體之變形能力。

五、結論與展望
本試驗研究驗証國內外 RC 柱補強方
案，成果可供工程實務參考，而所提出之
碳纖維貼片配合碳纖維錨栓之補強工法將
於下一年度進行更深入之探討。
R06-PC1

R06-OS1

R06-PC1-E

R06-P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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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試體破壞情形

標準試體 R06-BM 的試驗中，進行到
樓層側位移角 1.0%時即發生剪力破壞，隨
即立刻進行緊急修復，以 3mm 鋼板貼附
四個柱面，並以預力鋼棒鎖固於其上，預
力鋼棒的間距為 200mm，修復後試體稱為
R06-BM-E，比較緊急修復前後試體行為反
應，發現在緊急修復後試體仍有穩定的強
度與變形能力，預力鋼棒搭配鋼板補強確
實對構件提供有效之緊急修復。待完成
R06-BM-E 試驗後，以環氧樹脂砂漿進行
表面裂縫之填補，並以環氧樹脂進行柱內
縫隙灌注，完成後再採用「聚脲」進行表

Engineering”,Vol. 144 No.8,:1804-26, 1988.

68

以 CFRP 條狀貼片強化/補強鋼筋混凝土含牆構架之研究
邱耀正1 王繼慶2 周原仲3 蕭輔沛4

摘 要
本文旨在應用大型結構實驗與數值模擬定量地探討鋼筋混凝土含牆構架以碳纖維複
合材料貼片補強之耐震行為。文中將碳纖維複合材料貼片交叉貼於剪力牆之對角作剪力補
強。本文共計完成六個大尺寸之中型與低型含牆構架試體，並應用數值流形法建立其數值
預測模式。文中結果顯示碳纖維複合材料貼片補強能顯著地增加低型含牆構架之耐震能
力，唯中型含牆構架之效果不明顯。此外，碳纖維複合材料貼片補強對已破壞之試體幾乎
無效。

關鍵詞：含鋼筋混凝土剪力牆構架、碳纖維複合材料、大型結構實驗、數
值流形法
MW1C, MW1C2)，三座為低型剪力牆試體
(LW1-LW1R, LW1C, LW1Ca)。試體編號
之最前面編碼 M 代表中型剪力牆，L 代表
低型剪力牆，末碼 C 代表試體以 CFRP 斜
向補強，接於 C 後的數字碼代表貼附 CFRP
的層數，R 代表原型試體破壞後以 CFRP
碳纖維貼片修補，LW1C 與 LW1Ca 之差
異為邊柱角鋼放置處的不同，LW1C 的角
鋼緊貼於邊柱，LW1Ca 的角鋼則與邊柱相
隔 5cm，共計執行七次試驗。

一、前言
921 集集地震突顯國內眾多既有建築
耐震能力不足問題。對這些老舊建築物，
如何在有效的空間內進行耐震補強，並兼
顧其施工方便性與補強效果為各界極待解
決之問題。
碳纖維複合材料為重量輕、強度高之
補強材料，且已陸續被應用於土木結構之
補強。唯其耐震補強效能之嚴謹學理研究
仍尚待學界進一步定量地探討。

試體之柱斷面尺寸為 25cm × 25cm，樑
斷面尺寸為 40cm × 60cm。試體之樑柱的主
筋皆採用六號筋，箍筋間距為 12.5cm。含
牆構架之內牆高度均為 200cm，低型含牆
構架之牆寬 300cm，中型含牆構架之牆寬
200cm；而牆體之垂直及橫向鋼筋皆採三
號筋，以 25cm 間距配置；試體所使用牆
厚均為 8cm。文中補強配置方式見於圖
2-1，試驗裝置如圖 2-2 所示。如圖 2-3 所
示，本文施力採用往覆且漸增之水平側向
載重，施力方式採位移控制。

本文旨在應用大型結構實驗與數值模
擬定量地探討鋼筋混凝土含牆構架以碳纖
維複合材料貼片補強之耐震行為。文中將
碳纖維複合材料貼片以樹脂交叉貼於剪力
牆之對角作剪力補強。本文共計完成六個
大尺寸之中型與低型含牆構架試體，並應
用數值流形法建立其數值預測模式。

二、試驗規劃
本文規劃六座大尺寸含邊柱剪力牆試
體，其中三座為中型剪力牆試體 (MW1,
1
2
3
4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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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討論
3.1 傳統含邊柱剪力牆試驗結果討論
圖 3-1 與圖 3-2 分別為中型試體與低型
試體試驗後照片。由試驗結果顯示中型含邊
柱剪力牆試體產生貫穿對角線的斜裂縫，但
實驗後其兩邊柱腳受壓側混凝土均有被壓
碎的情形，試體下方也出現近乎平行的裂
縫，其破壞模式為撓剪破壞；低型含邊柱剪
力牆試體實驗後剪力牆產生很明顯貫穿對
角線的斜裂縫，且破壞時柱腳受壓側混凝土
並沒有被壓碎的情形而是被剪裂，其破壞模
式為剪力破壞。
3.2 含邊柱剪力牆補強/強化試驗結果討論
本文之實驗結果顯示，貼附 CFRP 之中
型剪力牆(MW1C，MW1C2)於受反覆載重下
之強度上升不明顯，而由剪力破壞控制的低
型試體(LW1C)以對角線進行貼附 CFRP 的
方式能有效地提升其耐震性能，唯試體
LW1C 角鋼之放置處緊貼於柱旁，造成邊柱
被角鋼水平剪斷，實驗過程中產生面外破
壞。試體 LW1Ca 的破壞模式因角鋼的配置
方式不同而改變，雖然極限剪力強度沒有上
升，但包絡線有平台產生，能量消散量的提
升更為明顯，韌性也不因加上碳纖維而明顯
降低，唯當邊柱因撓曲效應被拉拔開後，試
體的強度便開始折減。低型試體 LW1R 由
於舊有的裂縫早已存在，力量無法完全傳
遞，於破壞後直接以 CFRP 進行對角線的貼
附無法提升結構物的強度。且由試驗觀察，
低型試體以 CFRP 進行對角線貼附能有效
約束牆面的裂縫寬度持續加大，但是隨著施
力樑頂層位移週次的增加，CFRP 會與混凝
土表層產生脫離甚至朝著纖維方向被撕開。

圖 2-1 中型試體 CFRP 配置圖

圖 2-2 試驗裝置圖

圖 3-3 至圖 3-6 為代表性之低型補強試
體試驗後照片與補強/強化後試體的載重變位曲線比較圖。

圖 2-3 側向加載歷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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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LW1 與 LW1C 比較圖

圖 3-1 MW1 試驗後照片

四、含邊柱剪力牆之數值分析
本文應用數值流形方法[3]建立數值
預測模式。數值流形方法結合不連續變形
分析法與傳統有限元素法，兼具分析連體
與開裂分離塊體變形之能力。此外，有限
元素法與數值流形方法最大差異在於當開
裂後，有限元素需重新分割網格，而流形
方法可以靈活運用數學網格來處理龐大的
網格切密動作。

圖 3-2 LW1 試驗後照片

本文初步利用 Vecchio [4]所提出的軟
化組成律解析鋼筋混凝土剪力牆行為。文
中依 Francois 等[1]之假設，CFRP 未脫層
前視為位於表層但只承受單向拉力之彈性
加勁材料；鋼筋混凝土構架則以三線性模
式[2]模擬。

圖 3-3 LW1R 試驗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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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LW1 網格與主應力方向圖

圖 3-4 LW1 與 LW1R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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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LW1C 試驗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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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試體 MW1 預測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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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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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應用數值流形方法建立之數值模
式能有效地預測以 CFRP 強化試體的
單向受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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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固定 CFRP 之角鋼的影響。角鋼緊貼
於邊柱導致極限位移與韌性比降低；若
把角鋼與邊柱隔開，剪力強度無法增
加，但其能量消散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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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試體 LW1 預測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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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型試體以 CFRP 進行對角線的貼附
補強可有效地增加其耐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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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體破壞後直接以 CFRP 進行對角線
的貼附補強無法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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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試體 LW1C 預測曲線

6. CFRP 斜向交角超過 100 度後，試體的
強度會有明顯的折減，本文建議補強的
角度介於 80 度至 100 度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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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試體 LW1Ca 預測曲線
文中共分析六座試體，分別為兩座含
邊柱剪力牆試體(LW1，MW1)，四座以
CFRP 貼 附 強 化 試 體 (LW1C， LW1Ca，
MW1C，MW1C2)。試體 LW1 的主應力方
向如圖 4-1 所示。由圖中可見主應力方向
近似平行試體之對角線，此結果顯示以
CFRP 進行對角線貼附能抑制牆面的裂縫
寬度擴展。圖 4-2 至 4-5 所示為代表性試
體之實驗結果與預測曲線比較圖，由圖中
可見本文應用數值流形方法建立之數值模
式能有效地預測以 CFRP 強化試體的單向
受力行為。且由文中低型、中型試體改變
CFRP 貼附角度之預測曲線顯示，CFRP 斜
向交角超過 100 度後，試體的強度會有明
顯的折減，本文建議補強的角度介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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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指標應用於 RC 建物災損評估之研究
翁元滔1 鄧崇任2 柴駿甫 2

摘 要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有三： 1. 針對台灣中低樓層建物，尤其是 RC 校舍與街屋等特定
結構系統，初步建立以習見的損壞指標為參數之易損性曲線，2. 探討特定損壞指標與強
地動特性（例如工址特性、PGA、PGV、輸入能、強震延時、遲滯應變能等）或不同耐震
性能基準（例如最大樓層側位移角等）之間的關係。3. 探討各種地震強度調整方法之適
用性及其對結構受震反應變異性之影響。

關鍵詞：損傷指標、可信度、耐震評估、非線性歷時動力分析

針對以上所述之問題及需要，首先發展可
製作各種非線性反應譜的程式作為分析工
性能式導向地震工程之主要內涵在於
具，並配合例如像 PISA3D 的非線性結構
如何有效而準確地分析結構物在不同等級
分析程式，針對特定工址的強地動特性，
的地震力需求下之受震反應，並設計出滿
輸入具代表性的地震加速度歷時，進行一
足各種預設耐震性能基準之結構物，其最
系列的非線性歷時動力分析，依其耐震性
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以定量表達耐震性
能分析結果，進行統計分析以作為未來研
能基準並檢驗其是否滿足「可接受條件」，
擬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或災損評估之重要依
但是所謂的「可接受條件」需有規範依據
據，並進一步改善地震力需求評估或耐震
或實驗驗證。本中心已開始引導台灣的耐
性能評析之準確度及適用性。
震設計規範走向性能導向設計之架構，必
先確定在不同等級之地震力需求下，各種
耐震性能指標或損壞指標與強地動特性、 二、損傷指標應用於災損分析
結構系統及材料非線性行為等因素之間的
一般而言，結構損傷指標可分成整體
交互關係，以作為未來訂定結構耐震性能 損傷指標及局部損傷指標兩大類，整體損
基準與進行耐震性能評估之重要依據。
傷指標又可區分成權重平均指標及結構軟
目前內政部建研所已開始準備研擬性 化指標，而局部損傷指標亦可區分成位移
能導向設計規範之架構，而國外亦有不少 型指標、能量型指標及混合型指標等，例
研究針對耐震性能指標進行反應譜研究， 如 Park & Ang (1985)的 RC 結構損傷指標
或者是針對不同損壞指標建立易損性曲 即為混合型指標。而大多數的結構損傷指
線，以作為性能設計法所用之設計參數或 標多僅考慮撓曲破壞模式，未能有效考慮
評估指標，亦或是災損評估之基本依據。 剪力破壞模式，且目前對應於不同性能等
另外，針對結構非線性歷時動力分析時之 級之損傷指標界限值之訂定尚未有明確合
各類地震強度調整方法，研討其對建物受 理之試驗佐證，若本研究可藉由數量足
震反應需求變異性之影響，並提出各類方 夠、且經適當試驗資訊修正後具代表性之
法之適用性，可使工程師進行歷時動力分 RC 結構非線性模型，並將其損傷狀態以損
析時所得受震反應較具代表性。故本計畫 傷指標表達，透過統計分析即可初步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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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表達 RC 結構之結構損傷指標，並初
步訂定對應於不同性能等級之損傷指標界
限值，亦可配合易損性分析，經由可靠度
分析發展出以特定結構損傷指標為定值之
新型災損曲線（如圖一及圖二）。

圖三 傳統地震強度調整所採用之 PGA 法
與其它地震強度調整法對結構最大
非線性位移（Δnlin）變異性分析結果

圖一 傳統之易損性曲線格式

四、結構受震反應變異性與損傷指標
之應用
在本研究欲研擬之設計與分析程序
中，乃先將結構視為一等效單自由度系統
(ESDOF)，依步驟求出設計力後，即可進
行初步設計，但應實際多層建築結構之耐
圖二 新式災損曲線之製作圖例
震性能與 ESDOF 系統兩者的轉換關係做
適切連結，舉例而言，以雲林縣口湖國小
三、地震強度調整方法之研討
一座兩層樓學校建物為例（鄧崇任等人,
另外，本研究針對目前耐震規範所訂 2006），將一組共 10 筆地震加速度記錄分
之歷時動力分析程序中有關地震強度調整 別調整至地震迴歸期 475 年與 2500 年所對
之相關規定的合理性提出研討，其中蒐集 應之地震強度，其中分別採用 PGA 法與
或研發進行歷時動力分析時之各類地震強 Sa(T1)法調整地震強度後，圖五與圖六是地
度調整方法，研討其對建物受震反應需求 震迴歸期 2500 年之危害等級下調整地 震
變異性之影響，並提出各類方法之適用 強度所得之 5%彈性反應譜，然後進行
性，可使工程師進行歷時動力分析時所得 ESDOF 系統非線性歷時分析後可得最大受
受震反應較具代表性。目前已初步完成各 震變位δ，再建立真實多自由度模型並進行
類常見的強地動特性指標及結構受震反應 非線性歷時求得最大樓層側位移角 θmax，
之相關性分析，尤其進行了統計分析以針 可得如圖六所示以 Sa(T1)法調整地震強度
對不同地震歷時強度調整方法對受震反應 後所得之統計結果，其中可得特定可信度
變異性之影響加以解析，例如圖三為傳統 水準下最大受震變位δ與最大樓層側位移
地震強度調整所採用之 PGA 法與其它以強 角 θmax 之關係曲線，由此分析結果亦觀察
地動參數或等效週期 Tμ等為基準之地震強 到輸入同一組地震，地震強度不同時，地
度調整法，對結構最大非線性位移（Δnlin） 震迴歸期 2500 年之性能表現變異性較 475
變異性分析之結果圖例。結果顯示若採用 年為大，顯示吾人在進行耐震性能分析檢
傳統以 PGA 值來調整地震強度，其最大非 核時，理應適切考慮變異性與可信度。其
線性變位反應之變異性在中長週期範圍易 次，亦可用其它恰當的結構性能或損傷指
標代替最大樓層側位移角 θmax 求取其關係
較大，即其無法有效估計其變形需求。
7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式，本研究亦預訂嘗試各類常見的損傷指
標作為結構耐震性能量化值與分析檢核基
準，並求 其與 ESDOF 非線性最大變位之
相依關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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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不同可信度之地震強度與最大變位
需求關係曲線示意圖

五、結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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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發展可計算地震歷時強地
動特性指標及可進行各類地震強度調整方
法對結構受震反應變異性分析之程式，未
來可經由各類強地動特性參數與損傷指標
之相關性分析結果，即可發展較適合 RC
結構之易損性曲線，初步研究成果如下所
列：

3

Period (sec)

圖四 以 PGA 值調整地震強度後之 5%彈性
反應譜
1.6

1.2

Sa (g)

1. 本計畫目前已發展可解析某一特定震
區之加速度歷時的強地動參數，並已加
入例如以 PGA、EPA 或某一週期範圍
內設計譜加速度分佈之地震強度調整
方法（目前已有七種），並已建立常見
的非線性模型於程式功能中，並可初步
繪製非線性反應譜，並已加入最新台灣
建築物耐震規範之設計反應譜作為依
據以資後續分析比較。
2. 已蒐集整理各類地震歷時強度調整方
法，已初步完成各類常見的強地動特性
指標及結構受震反應之相關性分析，尤
其進行了統計分析以針對不同地震歷
時強度調整方法對受震反應變異性之
影響加以解析。
3. 鑒於地震危害具有相當程度之不確定
性，應在結構耐震設計與評析程序中適
切考慮地震需求之不確定因素及結構
容量之變異性，並分析檢核程序中檢核
結構整體及局部構件耐震性能表現之
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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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以 Sa(T1)法調整地震強度後之 5%彈
性反應譜

7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damage’,
Report
NCEER-88-0022,
National
Center
for
Earthquake
1. M. Grigoriu, ‘Damage models for seismic
Engineering Research, State University
analysis’, Technical Report 87-4,
of New York at Buffalo, NY, 1988.
Department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2. M. A. Sozen, ‘Drift-driven for earthquake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1987.
resist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Report
2. R. V. Whitman, J. M. Biggs, J. E.
UCB/EERC-97/05, the EERC-CREe
Brennan, C. A. Cornell, R. L. De
Symposium in Honour of Vitelmo Bertero,
Neufville and E. Vanmarcke, ‘Seismic
1997.
design decision analysis’, J. Struct. Div. 13. Park, Y., Ang, A. H., and Wen, Y. K.,
ASCE 101(ST5), pp. 1067-1084, 1979.
1985. Seismic damage analysis of
3. T. Shiga, A. Shibata and T. Takahashi,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J. Struct.
‘Earthquake damage and wall index of
Eng. 111 (4), 740–757.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Proc. 14. V. Kilar and P. Fajfar, ‘Simple push-over
Tohoku District Symp.,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asymmetric buildings’,
Institute of Japan, 1968, pp. 29Ð32.
Earthquake Engng. Struct. Dyn. 26,
4. H. Aoyama, ‘A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233-249 (1997).
of the seismic capacity of existing 15. M. S. Williams, I. Villemure and R. G.
buildings’, Bull. New Zealand Nat’l Soc.
Sexsmith, ‘Evaluation of seismic damage
Earthquake Engng 14(3), 17-42, (1981).
indices for concrete elements loaded in
5. Y. J. Park and A. H.-S. Ang,
combined shear and flexure’, ACI Struct.
‘Mechanistic seismic damage model for
J. 94(3), 315-322 (1997).
reinforced concrete’, J. Struct. Div. ASCE 16. A. Ghobarah, T. Aziz and H. Abou-Elfath,
111(4), 722-739, (1985).
‘Softening effects on seismic response of
6. N. M. Newmark and E. Rosenblueth,
non-ductile
concrete
frames’,
J.
Fundamentals
of
Earthquake
Earthquake Engng. 1999.
Engineering, Prentice-Hall, Englewood 17. R. Park and T. Paulay, ‘Reinforced
Cliffs, NJ, 1971.
Concrete Structures’, Wiley, New York,
7. G. Ayala and Y. Xianguo, ‘Analytical
1975, 769 pp.
evaluation of the structural seismic 18. S. K. Gunturi, ‘Building specific
damag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s’,
earthquake damage estimation’, Ph.D.
7th Canadian Conf. on Earthquake
Thesis,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Montreal, Canada, 1995, pp.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1992.
389-396.
19. 鄧崇任、柴駿甫、翁元滔、徐文信，「校
8. J. E. Stephens and J. T. P. Yao, ‘Damage
舍建築實施耐震性能補強之若干問
assessment
using
response
題」，第八屆中華民國結構工程研討
measurements’, J. Struct. Engng. ASCE
會，論文編號：O-006，中華民國九十
113(4), 787-801 (1987).
五年九月，南投日月潭。
9. J. E. Stephens, ‘A damage function using
structural response measurements’, Struct.
Safety J. 5, 22-39 (1985).
10. Y. S. Chung, C. Meyer and M. Shinozuka,
‘Seismic
damage
assessment
of
reinforced concrete members’, Report
NCEER-87-0022, National Center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Buffalo, NY, 1987.
11. E. DiPasquale and A. S. Cakmak,
‘Identification of the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 and detection of seismic structural

參考文獻

76

電力系統受震反應模擬及其於補強策略之應用
劉季宇1 汪以仁2 劉志文3

摘 要
本研究就電力系統受震反應模擬及其於補強策略應用之相關問題進行探討，分別依
電力系統受震反應「瞬時性影響」以及「震後過渡性影響」的定義、分析步驟等作一說明。
研究中亦分別完成重要模擬地震下供電損失的推估、各分區供電損失超越機率曲線與信賴
區間的計算與圖表繪製，最後則具體提出變電所（變壓器）進行耐震補強的優先排序建議。

關鍵詞：電力系統、耐震性能、補強策略

變壓器、負載等元件，賦予其所對應之發
電廠、輸配電線路、變電所等的空間座標；
近年來國際間致災性地震所引致斷電
(2)修正原始資料、隔離損壞設備：根據受
事故，以及其他天然災害或人為疏失所導
損情況，修改「電力潮流分析之原始資料」
致嚴重電力事故的相繼發生，均衍生出鉅
成為「受損電力系統」之電力潮流分析資
額的直接損失與民生經濟的間接損失，顯
料，其中已就系統中的受損元件進行隔
示電力事故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研究的重
離。在本研究中，設備的受損情況是根據
要性與迫切性。本研究即就電力系統耐震
模擬地震所引致地表震度，依照隨機的程
性能評估以及其補強策略的相關問題進行
序由其易損性曲線而決定；(3)判斷是否有
深入探討。本計畫將電力系統受震反應區
主要線路故障？是否有發電機、負載被隔
分為「瞬時性影響」（指地震發生瞬間的
離？步驟(2)中受損設備被隔離後，其一部
跳電與斷電；簡稱 Phase 1）以及「震後過
份可能代表主要線路故障，或是導致某些
渡性影響」（指震後過渡性的斷電與復
發電機、負載不再與系統相連接，這些都
電；簡稱 Phase 2）。前者為國外學者所提
必須進一步予以隔離；(4)進行潮流分析。
出（Shinozuka et al., 2004）但首次引入國
此時若得不到收斂解，即判定為一「全黑
內進行案例研究，後者的分析技術則是於
事件」；(5)查核匯流排電壓是否正常？線
本研究中完成（劉季宇等 2006）。
路電流是否正常？此時就必須所得收斂解
中所有的匯流排與線路進行查核，若部份
二、瞬時性影響分析程序
匯流排與線路發現異常，則將之自「受損
電力系統「瞬時性影響」受震反應的 電力系統」之電力潮流分析資料中移除（此
分析方法，如圖一之流程圖所示，可歸納 係模仿保護電繹進行安全跳脫的動作）後
為如下之步驟：(1)輸入系統資料：讀入電 再重新回到步驟(3)；(6)查核收斂解是否滿
力系統潮流分析的原始資料（通常由電力 足系統功率平衡之條件？若否，代表經過
公司的電力調度部門提供），以及所考慮 疊代分析得到的收斂解最終不能成立，仍
電氣設備損壞的易損性曲線資料，並根據 應判定此為一「全黑事件」；(7)綜整所得
電力公司重要設施 GIS 資料庫，將「電力 負載結果：累計系統實際輸送至各地區的
潮流分析之原始資料」內的發電機、線路、 電力功率，是為「受損電力系統」此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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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能力。

讀入原始資料
讀入設備損壞資料

值得一提的是 Shinozuka 團隊的分析
方法中並未考慮電力系統受損時，其中線
路電流可能出現異常而必須加以跳脫的情
形，這似乎是不合理的！在本研究的個案
分析中，受損系統內線路發生電流異常的
情形經常會出現。

修正原始資料
隔離損壞設備

是否有主要線路故
障？是否有發電
機、負載被隔離？

NO

YES
隔離孤立的負載、發電機

「高斯-塞德爾疊代法」求解

三、震後過渡性影響分析程序

「牛頓-拉福森疊代法」求解

NO

是否收斂？

電力系統「震後過渡性影響」受震反
應的分析方法，如圖二之流程圖所示，可
歸納為如下之步驟：(1)輸入系統資料：同
前；(2)修正原始資料、隔離損壞設備：同
前；(3)判斷是否有主要線路故障？是否有
發電機、負載被隔離？同前；(4)依主要故
障線路的位置，卸除部份的負載，或是降
載部份的發電機：此係模仿調度人員試圖
維持線路電流正常、發電與負載平衡的動
作；(5)調整發電量與並聯電容值：此係模
仿調度人員試圖維持系統實功率平衡（以
及使匯流排電壓正常）的動作；(6)進行潮
流分析。此時若得不到收斂解，可以根據
過往經驗調整新的並聯電容值，再回到步
驟(4)去重新求解；(7)查核匯流排電壓是否
正常？線路電流是否正常？就所得收斂解
中所有的匯流排與線路進行查核，若部份
匯流排與線路發現異常，則必須將之自「受
損電力系統」之電力潮流分析資料中移除
（此係考慮如此異常在一個穩態的系統運
作中不應該持續太久）後，根據過往經驗
調整新的並聯電容值，再重新回到步驟
(3)；(8)綜整所得負載結果：同前。

YES

移除異常之匯
流排與線路

NO

匯流排電壓是否
正常？線路電流
是否正常？
YES
是否滿足功率

NO

平衡之條件？
YES
綜整所得負載結果

判定為一全黑事件

結束

圖一 受損電力系統 Phase 1 之跳電與斷電
分析流程
讀入原始資料
讀入設備損壞資料

修正原始資料
隔離損壞設備

是否有主要線路故
障？是否有發電
機、負載被隔離？

NO

YES
隔離孤立的負載、發電機

依主要線路的位置，卸除部份的負載、
降載部份的發電機

調整發電量與並聯電容值，以求系統之
實功率平衡（以及使匯流排電壓正常）

「高斯-塞德爾疊代法」求解

附帶一提，本研究以台灣地區電力系
「牛頓-拉福森疊代法」求解
統為分析案例，關於本系統的基本介紹，
重新求解，根據
NO
是否收斂？
過往經驗調整新
以及分析中所使用的模擬地震、電氣設備
的並聯電容值
YES
易損性曲線（指變壓器，假設為唯一可能
匯流排電壓是否
受損者），可參考劉季宇等的報告（2005、
移除異常之匯
NO
正常？線路電流
流排與線路
是否正常？
2006）。以下分析中，供電損失比（RRPS,
YES
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定時為
綜整所得負載結果
電力系統的供電功率損失與其正常供電功
結束
率值之間的比值。所以 RRPS 之值為 0 時，
代表此時電力系統無任何斷電；RRPS 之 圖二 受損電力系統 Phase 2 之斷電與復電
值為 1 時，代表電力完全中斷。
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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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變壓器（變電所）進行耐震補強
優先排序的應用研究，可就變壓器重要程
度加以量化的觀點視之。假設在分析的範
疇中，共考慮有 N Scenario 個模擬地震，其
分別進行 N MCS 個隨機的個案分析以為蒙
地卡羅模擬，並且亦有總數為 NVT 個的變
壓器為可能發生損壞者（本研究 N Scenario =
3866、N MCS= 20、N VT = 147）。如此，則
對於其中第 i 個變壓器而言，可以定義其
對於系統供電的重要程度指標（Significance factor）SFTransformer,i 為：

四、分析結果與補強排序應用
本研究主要執行工作分為三項：(1)完
成重要模擬地震（嘉南地區 M6.9 地震，
未來 20 內發生機率超過 20%）條件下的
供電損失推估；(2)完成各分區供電損失超
越機率曲線以及其對應信賴區間的計算與
圖表繪製；(3)建立變壓器的損壞與供電損
失的關係以及其耐震補強優先排序的決策
模式。圖三所示為前述 M6.9 模擬地震作
用下台灣各區的供電損失比推估結果，可
以比較 Phase 1 與 Phase 2 之差異以及變壓
器補強與否之異同。圖四所示為台灣全區
供電損失超越機率曲線以及其 5%-95%、
15%-85%、25%-75%之信賴區間。

SFTransformer,i =

0.9 to 1
(2)
0.6 to 0.7 (1)
0.3 to 0.4 (2)
0.1 to 0.2 (4)
0 to 0.1 (13)

0.9 to 1
(2)
0.6 to 0.7 (7)
0.5 to 0.6 (13)

j =1

k =1

ijk

⋅ RRPS j ,k ⋅

rj
N MCS

⎧0 for transformer i not being damaged
I ijk = ⎨
for transformer i being damaged
⎩1

RRPS
Value
PPRS value

RRPS
Value
PPRS value

∑ ∑I

(1)

其中 r j 與 RRPS j,k 分別為第 j 個模擬地震對
應的年發生機率，以及其第 k 個隨機個案
的電力系統供電損失比（可對台灣全區或
是任一供電區）。I ijk 定義為：

(b) Phase 2, w/o Retrofit

(a) Phase 1, w/o Retrofit

NScenario N MCS

(2)

將重要程度指標 SFTransformer,i 由大到小進
行排列，即為變壓器對於系統供電重要程
度的量化排序。
汐止Ｅ/Ｓ
板橋Ｅ/Ｓ
頂湖Ｅ/Ｓ

(d) Phase 2, w/ Retrofit

(c) Phase 1, w/ Retrofit
RRPS
Value
PPRS value

龍潭Ｅ/Ｓ
深美Ｅ/Ｓ

RRPS
Value
PPRS value

0.4 to 0.5 (2)
0.3 to 0.4 (2)
0.2 to 0.3 (18)

0.3 to 0.4 (2)
0.2 to 0.3 (1)
0.1 to 0.2 (2)
0 to 0.1 (17)

峨眉Ｅ/Ｓ
冬山Ｅ/Ｓ

中港Ｅ/Ｓ

圖三 嘉南地區 M6.9 模擬地震下各分區的
供電損失比推估結果

南投Ｅ/Ｓ

鳳林Ｅ/Ｓ

中寮超高
壓開閉所
嘉民Ｅ/Ｓ

(Whole Area, Phase 1)

0

10

-1

Mean
25%
75%
15%
85%
05%
95%

-1

10
Annual Exceedance Probability

龍崎Ｅ/Ｓ

(Whole Area, Phase 2)

0

10

10

-2

高港Ｅ/Ｓ
大鵬Ｅ/Ｓ

圖五 台灣地區之屋外式超高壓變電所

-2

10

10

圖五所示為台灣地區屋外式超高壓變
電所的分佈情形，圖六、圖七所示分別為
針對台灣全區以及台北基隆都會區而言，
本研究所得到變電所（變壓器）耐震補強
的優先排序建議。研究結果發現以 Phase 1
圖四 台灣全區供電損失超越機率曲線與 而論，應積極以鳳林、嘉民、峨眉、龍潭
信賴區間（左：Phase 1；右：Phase 2） 這四座超高壓變電所的 345kV 變壓器作為
Mean
25%
75%
15%
85%
05%
95%

-3

10

-4

10

0

0.2
0.4
0.6
0.8
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3

10

-4

1

10

0

0.2
0.4
0.6
0.8
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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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的對象，降低此時可能的嚴重後
果。以 Phase 2 而論，則耐震補強優先程
度較高的變電所（變壓器），沒有例外地
皆座落於各區用電量大的密集都會區的附
近，其電壓等級以 345kV 為主，或是座落
於與該都會區供電有關之 345kV 輸電的樞
紐變電所；以台北基隆都會區而言，為板
橋、頂湖、深美等超高壓變電所。

五、結論
本研究就電力系統耐震性能評估以及
其補強策略的相關問題進行深入探討，已
根據其受震反應 Phase 1 以及 Phase 2 的定
義、分析步驟等，分別作一完整論述。本
研究已完成嘉南地區 M6.9 地震條件下的
供電損失推估；並完成各分區供電損失超
越機率曲線以及其對應信賴區間的計算與
圖表繪製，使得所繪製的電力系統風險曲
線可清楚地呈現其風險不確定性之意涵，
其中包括超越機率的不確定性以及損失的
不確定性。

本研究依不同的供電分區，已分別按
照 Phase 1 與 Phase 2 對於斷電性質與結果
的差異，具體建議變電所（變壓器）耐震
補強的優先排序名單，詳細內容可參考本
研究報告（劉季宇等，2006），此資料可
供有關單位作為提升台灣地區電力系統耐
震可靠度時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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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具體提出變電所
（變壓器）進行耐震補強的優先排序建
議：考慮 Phase 1 時應以所在位置地震潛
勢最高或是負責全區功率平衡的 345kV 變
電所為主；考慮 Phase 2 時則應以密集都
會區附近或是負責對之供電的 345kV 變電
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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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研究中所建議之變電所（變壓器）
補強排序（針對台灣全區；左：Phase
1，右：Ph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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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研究中所建議之變電所（變壓器）
補強排序（針對台北基隆都會區；
左：Phase 1，右：Phase 2）
80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之超高壓輸電鐵塔災損率分析
文慶霖1 柯明淳 1 洪祥瑗 1 劉季宇2 葉錦勳3

摘 要
本研究以 921 大地震車籠埔斷層錯動所引致強地動與大地變形資料，以及台電公
司輸電鐵塔的損壞紀錄為基礎，就地震引致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塔損壞進行分析。研
究中考慮最大地表加速度、地表永久位移、或是依地表永久位移分佈而推估之大地應
變等三種變數，進行鐵塔災損率經驗公式的迴歸分析。初步結果顯示超高壓輸電鐵塔
災損率與地表永久位移以及大地應變關係較為密切，尤其是前者，並且其間函數關係
較接近指數形式。此外，本研究亦根據震後地震山崩調查資料，進行其與受損鐵塔空
間關係之初步分析。

關鍵詞：921 大地震，輸電鐵塔，災損率

二一大地震輸電鐵塔基礎受損彙總及檢
討」報告，921 地震中輸電鐵塔受損甚多，
其情形均係塔基座落地盤震損導致塔基下
陷、隆起、位移、龜裂，以致鐵塔變形、
傾斜或倒塌。單純塔身損壞者甚少。受損
鐵塔及基礎以 345kV 最多，161kV 次之，
69kV 最少。震央附近之超高壓輸電鐵塔密
集，大致平行靠近車籠埔斷層，且大多分
佈於斷層上盤山坡地，此乃造成損壞之主
要因素。地震造成鐵塔受損約六百座，位
置則多座落於上盤區域。損壞集中於最大
地表加速度（peak ground acceleration，以
下簡稱 PGA）超過 0.4g 之區域，許多塔基
回填土發生約 20-40cm 之壓密沈陷，但鐵
塔構材無損害者約有 300 座；PGA 超過
0.4g 之區域而且位於山區的鐵塔，因為邊
坡及坡頂之地盤產生嚴重變異，導致臨近
鐵塔及基礎受損者亦約有 300 座；其餘極
少數係斷層通過或落石擊中而損壞（台
電，2000b）。値得注意的是地震當時「峨
眉-中寮一、二路」#203 是唯一發生上部
鐵構完全倒塌的超高壓輸電鐵塔，其導致
台灣中部以北的大停電，輪流限電時間幾
達三週之久（台電，2000a）。

一、前言
1999 年 729 大停電（台電，1999）與
921 大地震斷電事故（台電，2000a）的經
驗，顯示輸電鐵塔為敏感性電力設施。台
電資料顯示 921 地震所導致停電範圍雖不
及 729 事件，但當時超高壓輸電鐵塔（專
指 345kV 輸電鐵塔）損壞的數量龐大且位
置偏遠，不但造成搶修的費時，也延長了
完全復電所需的時間，顯示超高壓輸電鐵
塔為國內特有且影響深遠的電力系統震害
形式。由於輸電鐵塔以抗風（國外加上耐
雪）為主要設計考量，幾乎不可能單獨因
為地表振動而發生任何損壞，所以地震事
件中對於輸電線路與鐵塔造成嚴重損壞
者，可能以活動斷層錯動所引致之永久地
表位移或應變，以及地震引致輸電鐵塔所
座落的坡地出現滑移或陷落為主要原因。
輸電鐵塔震害與地震所引致強地動、大地
變形與坡地崩塌的關聯性，過去並無類似
之研究，故猶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二、921 地震超高壓輸電鐵塔震害
根據台灣電力公司的「西元 1999 年九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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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供電處「西元 1999 年九二一大地
震輸電鐵塔基礎受損彙總及檢討」
（台電，
2000b）的鐵塔損壞資料，包括 345kV、161
kV、69kV 三類鐵塔。該報告將鐵塔損壞
形式區分為「上部鐵構損壞」與「基礎損
壞」兩大類；其中，「上部鐵構損壞」又
再細分為鐵塔倒塌、鐵塔傾斜、構材彎曲、
橫擔彎曲、其他損壞等五類，「基礎損壞」
又再細分為基礎倒塌、沈陷隆起、柱樁龜
裂、聯梁龜裂、基礎位移等五類。報告中
亦詳細記載線路名稱、輸電鐵塔編號、損
壞類型、鐵塔型式與基礎型式，並附有損
壞情形照片。根據這份報告，本研究重新
整理了一份 921 地震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
塔的震害資料庫，並與其超高壓輸電鐵塔
GPS 定位資料相整合，如圖一所示。
層
斷
埔
籠
車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市
台中市

彰化縣
彰化縣

元 1999 年九二一大地震輸電鐵塔基礎受
損彙總及檢討」報告（台電，2000b）的結
果（362）略有出入。

三、輸電鐵塔災損率與其經驗公式
本研究利用 GIS 套裝軟體 MapInfo 進
行鐵塔災損率的空間分析。研究中先就台
灣全區以 500m×500m 的正方形網格進行
空間分割，作為以數值內插或外插方式推
估強地動、大地變形分佈時的依據。研究
中所採地表振動參數為 PGA，資料來源為
中央氣象局的強震測站記錄。至於地表變
形參數的部份，所採資料係張哲豪教授根
據內政部土地測量局衛星定位三角點，其
所測得之 921 地震前後的空間位置變化所
推算的地表永久位移，稱為 PGD（Chang et
al., 2004）。利用觀測點上的 PGA、PGD
資料，可以 minimum curvature 法計算各網
格的相對數值，其中 PGD 的結果又可以進
一步用於推估大地應變，稱為 Strain。資
料處理方式與計算細節，可以參考葉錦勳
等人的論文（Yeh et al, 2006）。

南投縣
南投縣

關於超高壓輸電鐵塔的災損率分析，
本研究係參考黃宏謀教授進行震後地下管
線災損率研究時所提出的迴歸分析方法
（Hwang et al., 2004），其優點在於避免
網格大小選擇不當時造成災損資料樣本所
代表的資料量彼此差異可能過大，其對於
迴歸分析結果的不良影響。依循黃宏謀教
授的分析程序，可先將含有超高壓輸電鐵
塔的網格依其 PGA（或是 PGD、Strain）
由大到小進行排序，再依排序選取網格使
得所累加的輸電鐵塔數量達到一個設定數
量後，將所選取網格視為一個區塊資料，
計算出此一區塊的 PGA 平均值（直接對網
格平均，不須取鐵塔數量作為加權）以及
災損率（區塊內所有受損鐵塔數量除以所
有鐵塔數量）並當作一筆資料點。如此依
序處理所有網格資料，得到一組 PGA 平均
值由大到小排列的資料點，並且各資料點
均代表一組數量相同的輸電鐵塔。

雲林縣
雲林縣

圖一 超高壓輸電鐵塔分佈情形（紅點為
921 地震受震害者）
表一 921 地震引致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
塔（含鐵構部份與基礎部份）與線
路損壞情形
鐵構損壞
形式及數量（座）
鐵
鐵
構
其
塔
塔
材
他
倒
傾
彎
損
塌
斜
曲
壞

基礎損壞
形式及數量（座）
沈
柱
聯
陷
樁
梁
隆
龜
龜
起
裂
裂

受損
鐵塔
合計

受損
線路
合計

1

231

307

28

5

113

1

1

3

依據整合結果，共得到地震發生當時
存在的超高壓輸電鐵塔共計 3741 座，其中
發生損壞者有 307 座，其受損的形式及數
量如表一所列，這些將用於以下輸電鐵塔
的災損率分析。由於這裡以鐵塔發生損壞
的座數為單位，而一座鐵塔則可能發生二
種甚至更多形式的損壞，所以數量上與「西

至於災損率公式的部份，本研究初步
選取指數形式以及乘冪形式這二種函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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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對應的迴歸公式如式(1)與式(2)所示，
其中 Y 代表災損率（ 0 ≤ Y ≤ 1 ）、X 代表
PGA（或是 PGD、Strain）之值，其關係
應滿足 Y (0) = 0 ，並且迴歸參數 A、B 之值
必須大於 0 以確保其為遞增函數。至於式
(1)中究竟是選取前面或是後面的公式，則
依資料點的分佈形式而決定。

(

)

關聯。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鐵塔災損率與
PGD 以及 Strain 關係較為密切。尤其是前
者，且函數關係以指數形式較為貼近，其
係數 R2 之值可高達 0.944，顯示此時災損
率公式為良好推估模型：

(

Damage Ratio = 0.553 1 − e −0.285⋅PGD

)

(3)

Y ( X ) = A ⋅ (e B⋅X − 1) , Y ( X ) = A ⋅ 1 − e − B⋅ X (1)
Y(X ) = A⋅ X

B

四、地震引致坡地崩塌與鐵塔損壞
(2) 之關係

表二 超高壓輸電鐵塔災損率迴歸結果
Regression Model

X

A

PGA
Y ( X ) = A ⋅ (e − 1)
PGD**
or
− B⋅ X
**
Y ( X ) = A ⋅ (1 − e )
Strain**
*

*

B⋅ X

Y (X ) = A⋅ X B

B

R
-3

0.860

0.553

0.285

0.944

0.373

8.28×103

0.941

9.47×10

-3

6.65×10

PGA

3.35×10-5

1.440

0.894

PGD

0.120

0.808

0.923

Strain

14.76

0.499

0.838

0.5

由於地理條件的限制，台灣地區許多
南北走向的輸電線路與鐵塔必須穿越山
區。921 地震時中部山區發生了許多地震
型山崩，規模最大者約在九份二山與九九
峰一帶。以下即根據震後地震山崩調查資
料（洪如江等，2000）與受損台電超高壓
輸電鐵塔之空間關係進行空間分析。

2

1

ln(Y) = -4.66 + ln(exp(0.0066X)-1)
R-squared = 0.86
Y = 0.00003354 * pow(X, 1.4397)
R-squared = 0.894
0.4

Damage Rate

Damage Rate

0.1

0.3

0.2

0.01

0.1

Y = 0.5531( 1-exp( -0.2852*X))
R-squared = 0.9443
Y = 0.1199 * pow(X, 0.8083)
R-squared = 0.9233

0

0.001

0

100

200

300

PGA

400

500

600

700

0

1

2

PGD

3

4

5

1

Damage Rate

0.1

0.01

Y = 0.3726( 1-exp( -8279.5*X))
R-squared = 0.9412
Y = 14.7575 * pow(X, 0.4988)
R-squared = 0.8379
0.001
0

0.0002

0.0004
Strain

0.0006

圖二 超高壓輸電鐵塔災損率資料點與迴
歸函數（分別對 PGA、PGD 與 Strain）

圖三 921 地震受損超高壓輸電鐵塔與坡
最後，可以得到超高壓輸電鐵塔災損
地崩塌分布示意圖（上圖水里鄉，
率分析的各項迴歸結果如表二所列，災損
下圖國姓鄉；黑色符號為受損鐵
資料點與災損率函數圖形繪製如圖二所
塔，色圈為 100m、200m 之同心圓
示，其中藍色虛線為指數形式之迴歸模
範圍，紅色區塊為地震坡地崩塌）
型，紅色實線為乘冪形式之迴歸模型。當
係數 R2 之值愈接近 1.0，代表（由參數 A、
空間分析結果顯示地震當時分別有
B 定義之）迴歸模型與資料點愈趨一致； 23 、 65 座鐵塔係座落於山崩區域的 100
反之，係數 R2 之值愈接近 0.0 代表該迴歸 m、200m 範圍內，其中發生損壞者分別為
模型愈差，幾乎完全不能與資料點有任何 14 座與 24 座，所佔比例為 60.9%與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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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在坡地崩塌區域的附近，輸
電鐵塔發生損壞的比例確實相當高，可見
鐵塔結構並無法抵抗坡地破壞，邊坡穩定
為鐵塔安全之首要考量。

六、誌謝
感謝台電公司提供相關研究資料，包
括超高壓輸電鐵塔（線路）座標資料、線
路與鐵塔帳冊資料、「西元 1999 年九二一
大地震輸電鐵塔基礎受損彙總及檢討」報
告等，本研究因得以順利完成。

圖三所示為 921 地震受損輸電鐵塔與
地震山崩分布圖層套疊的二個局部結果
（水里鄉與國姓鄉），其中右圖包含了地
震當時唯一發生上部鐵塔鐵構完全倒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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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美國合作後拉式預鑄節塊橋柱試驗
張國鎮1 George C. Lee

2

歐昱辰3 王柄雄4 蔡木森5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了解預鑄節塊橋柱採本研究所提出的接頭設計下之耐震行為，試
驗規劃為二個階段，第一階為節塊橋柱關鍵接頭之接頭試驗，對於各種會影響橋柱行
為之設計參數進行測試，而試驗結果亦將回饋至第二階試驗。第二階段為縮尺預鑄節
塊橋柱之反覆載重及擬動態試驗，藉由模擬地震之作用下來了解整體橋柱在不同接頭
設計之耐震行為。

關鍵詞：預鑄、節塊橋柱、耐震行為、關鍵接頭

研究所提出的預鑄接頭設計之施工可行性
外，亦將測試澆灌於關鍵接頭之消能鋼筋
所需的握裹長度、握裹滑移行為及消能能
力。

一、前言
在過去的二十年間，以預鑄節塊工法
來縮短橋梁建造時間的方式在歐美各國已
逐漸受到重視。橋梁預鑄節塊工法讓橋梁
工程師除了在可以降低施工期間的意外事
件、免除施工期間對交通的中斷及加快建
造的速度外，亦可同時確保應有的建造品
質及降低橋梁使用年限間的維護費用與建
造期間對週遭環境的衝擊。但是，目前大
多數的應用多在低地震威脅的地區，且如
美國加州及台灣這些屬於中高地震區的地
方都沒有任何採用預鑄節塊工法建造的橋
柱。因此，為了解採預鑄節塊工法建造的
橋梁在強震區的耐震行為，由台灣的國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NCREE) 與 美 國
University at Buffalo 的地震相關工程研究
中心(MCEER)共同建立合作研究計畫。而
此合作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為張國鎮教
授(國立台灣大學)及 Professor George C.
Lee(University at Buffalo)。

圖 1 接頭試驗試體設計圖
試驗內容包含 24 組單向加載試驗及
12 組反覆加載試驗，試體類型分為基礎及
底部節塊試體兩種(如圖 1(a)、1(b))，基礎
試體為模擬消能鋼筋後插並澆灌於橋柱基
礎的情況，而底部節塊試體則為模擬消能
鋼筋預埋於節塊壁內之情況，其中，每座
基礎試體內埋三支管徑 80mm 之旋楞套管
並於後插消能鋼筋後進行澆灌，部分鋼筋
將採膠布纏繞的方式來探討額外脫層對鋼

二、預鑄接頭試驗
預鑄接頭試驗之目的除了在於了解本
1
2
3
4
5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土木及環境工程系教授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專 案助理 研究 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結構組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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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當脫層長度為 200mm(8db)時，鋼筋伸
長量則可多增加 8mm 時才逹破壞，此證
實了額外脫層可延長鋼筋的破壞時機並增
加消能能力。歸納接頭試驗結果可知，在
相同的變形需求下，較少的鋼筋號數需要
較長的脫層長度。另一方面，若鋼筋號數
過大時，其等效無握裹長度便可能因過長
而大大的降低了鋼筋的塑性應變及消能能
力，此時，則必需藉由增加砂漿及混凝土
的強度或是以增加圍束的方式來降低等效
無握裹長度。
Equivalent unbonded length
Leu (db)

筋握裹行為的影響。此外，每座底部節塊
試體內埋三支消能鋼筋並以#3 橫向箍筋
加以圍束，箍筋間距為 70mm。試驗加載
方式包含單向加載及反覆加載，單向加載
試驗之目的為探討握裹鋼筋之等效無握裹
長度(equivalent unbonded length,Leu)，而反
覆加載試驗則在測試消能鋼筋之低週期反
覆疲勞反應，接頭試驗之試驗配置如圖 2
所示。

(a)單向加載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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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等效無握裹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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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反覆加載試驗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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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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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試驗配置

-400
-30

單向加載試驗結果顯示(如圖 3)，等效
無握裹長度隨著鋼筋最大應變的增加而增
長，這意謂著當鋼筋的應變量增加時，鋼
筋與砂漿或混凝土間的握裹破壞將趨於明
顯。圖 4 為基礎試體之反覆加載試驗結
果，其中，圖 4(a)為#5 鋼筋在沒有額外脫
層的情況下，鋼筋伸長量達 13mm 時破
壞，若額外脫層長度為 130mm(8db)時(圖
4(b))，鋼筋伸長量則可多增加 3mm 時才
逹破壞，相同的趨勢在#8 鋼筋也可看到，
在無額外脫層時鋼筋伸長量達 20mm 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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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礎試體反覆加載試驗力與滑移量
關係圖(a)F5C(b)F5UC(c)F8C(d)F8UC

三、縮尺寸預鑄節塊橋墩試驗
縮尺寸預鑄節塊橋墩試驗之目的主要
可分為兩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探討整體墩
柱系統建造之工作性與可行性，包含了節
塊製作的前置作業、節塊組裝、預力施拉
及灌漿作業等。第二部份則為測試預鑄節
塊橋墩之耐震行為，包括側向勁度及強

Bar stress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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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韌性、破壞模式、耐震消能能力及殘
餘變位等。其中，橋墩試體的關鍵接頭設
計亦將依據預鑄接頭試驗的結果來設計。

圖 5 預鑄節塊橋墩試驗配置
本試驗總共進行 7 座橋柱試體試驗，
每座橋柱試體包含一個基礎，四個中空矩
形斷面的預鑄節塊及一個預鑄帽梁，試體
總高度為 5.7m(如圖 5)，試體靜載重的加
載方式採用兩支垂直油壓致動器，每支油
壓致動器出力為 728KN，並固定軸力以確
保實驗過程中施加於試體的靜載重維持一
定持，側向地震力的模擬方式為採一支水
平油壓致動器施加側向力於帽梁上。7 座
試體中，3 座試體將進行反覆載重試驗，
而另 3 座試體將進行為擬動態試驗，其
中，不同試驗型式的第一座試體，節塊間
皆不採消能鋼筋灌穿於每個節塊接頭，而
這也是一般美國現有節塊橋柱所採用的方
式。另外二座試體則是採消能鋼筋錨定於
橋柱基礎，並向上延伸至帽梁，此設計之
目的在於增加橋柱的消能能力，最後，第
七座試體將改變預力值並進行反覆載重以
探討初始預力對橋柱行為的影響。

圖6

C5C 試體試驗情況(6% drift ratio)

反覆載重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設計
之橋墩皆具有優良之韌性，韌性係數介於
10~18，圖 6 為 C5C 試體於側向位移比為
6%時之試驗狀態，由圖中可清楚看到節塊
開裂均明顯集中於柱底。圖 7 顯示部分試
驗結果，根據消能行為之不同，本研究所
發展之韌性預鑄節塊橋橔可分為三大類，
圖 7(a)為 C0C 試體之試驗結果，其消能行
為典型 Fully-jointed 型式，最大等效黏性
阻尼比為 5%，此種橋墩系統雖然消能能
力不佳，但確具有最佳的韌性及最低的殘
餘變位。隨著不同用量的消能鋼筋配置，
節塊橋墩系統展現出不同的遲滯行為，圖
7(b)及圖 7(d)為 C5C 及 C5C-1 試體之試驗
結果，此類橋墩呈現 Partially-jointed 行
反覆載重試驗為採位移控制的方式施 為，其最大等效黏性阻尼比大幅提高到
以橋柱試體不同的側向位移等級，側向位 15%，而最大殘餘變位仍控制在 1%以下。
移比分別為 0.25%、0.375%、0.5%、0.75%、 圖 7(c)為 C8C 試體之試驗結果，其消能行
1.0%、1.5%、2.0%、3.0%、4.0%、5.0%、 為與傳統橋墩相當，最大黏性阻尼比約為
6.0%，每一位移比反覆加載二次。擬動態 20%，稱之為 emulative 行為，消能能力雖
試驗的加載歷時為先連續進行兩次設計地 然大幅提高，但殘餘變位亦隨之大幅增加。
震後，再進行一次最大可能地震，最後，
擬動態試驗結果顯示，上述三種橋墩
在擬動態試驗結束後，再進行反覆載重試 系統皆可承受二次設計地震的侵襲且沒有
驗以觀察橋柱在模擬地震的侵襲後殘存的 嚴重的強度衰減，而在最大可能地震作用
結構行為。
下其反應亦如預期，並沒有如剪力破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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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滑動等脆性破壞模式產生。最後，再
經歷三次模擬地震的作用後，三種橋墩系
統仍能保持應有的結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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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反覆載重試驗試體遲滯迴圈
(a)C0C(b)C5C(c)C8C(d)C5C-1

四、結論
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預鑄節
塊橋墩具有優良的韌性，韌性係數介於
10~18 ， 且 依 其 遲 滯 消 能 行 為 可 分 為
Fully-jointed、Partially-jointed 及 emulatvie
三種型式，每種橋墩型式在反覆載重作用
下之韌性、消能能力及最大殘餘變位等表
現均各有其優缺點，工程師可依據工程個
案之耐震功能需求選取適合之橋墩型式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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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剪力牆之有限元素分析與耐震設計研究
蔡克銓1 謝旺達2 林敏郎3 林志翰4

摘 要
本研究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已完成之鋼板剪力牆之實體構架進行有限元素分析
與模擬，研究之目的是希望能透過比 STRIP MODEL 簡化模型更精準的 FEM 板殼元素分
析方式來研究鋼板剪力牆結構行為。研究項目主要是分析模型建立與模擬未束制型試體的
挫屈行為與進入非線性時之反應。研究結果顯示：有限元素法可以準確分析鋼板挫屈後拉
力場行為，在強度與勁度上之模擬，均能得到相當接近的結果，此外對於鋼板剪力牆所發
生之挫屈行為亦能適當的反映。

關鍵詞：鋼板剪力牆、板殼挫屈分析、ABAQUS 分析

的鋼板剪力牆在實驗過程中會出現遲滯迴
圈內縮現象，為避免此情況發生，因而發
展加勁型鋼板剪力牆，其設計目的一在利
用束制構件控制鋼板挫屈行為，針對鋼板
挫屈模態發生加以控制。又因為鋼板承受
剪力產生面外變形，造成鋼板出現挫屈傾
向，故其目的二在於增進遲滯迴圈的飽滿
度與延後挫屈的發生，以控制面外變形的
情況。由此可知，對束制型鋼板剪力牆而
言，剪力挫屈的發生時機對鋼板剪力強度
是一重要參數，利用鋼板剪力挫屈強度計
算公式，據此設計出有效的束制構件
[2~3]。實際應用而言，束制型也具備使用
性與舒適性。綜合上述所言，束制型鋼板
有這幾種優點，本研究建模所參考的單層
鋼板剪力牆試驗試體(林盈成與蔡克銓，
2004)，分成未束制型與束制型剪力牆兩種
型式，兩座束制型剪力強鋼板分別為兩根
與三根鋼管束制(如圖一至圖二)，而試體使
用之鋼板則採低降伏強度鋼板(LYS)。

一、前言
鋼板剪力牆為鋼結構中新興的抗側力
系統，由於具有良好的韌性與抗剪能力，
故能有效地消散地震能量，已於北美與日
本等國開始廣泛應用。不論是在新建結構
物或是在結構物的補強，已漸受重視，有
鑒於試體實驗的成本龐大與耗時，本研究
針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已完成之鋼板
剪力牆構架試驗進行有限元素分析，以建
立鋼板剪力牆之數值模型，探討其受力行
為反應，檢驗目前之設計方法，並探討延
緩鋼板挫屈之加勁方式。希望利用有限元
素模型模擬鋼板剪力牆之行為，作為日後
實驗與分析設計上的參考。

二、未束制與束制型鋼板剪力牆
鋼板剪力牆主要耐震消能方式是藉由
牆內剪力鋼板挫屈後的力學行為，挫屈發
生後，鋼板之承載機制逐漸由剪力行為轉
換成拉力場行為，此時系統加載之外力主
要由鋼板挫屈後所發展出之拉力場承擔。
在過去未束制鋼板剪力牆的實驗過程中
(林盈成與蔡克銓，2004)，可觀察未束制
1
2
3
4

圖一 束制型 2T
試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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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通常很薄，線性縮減積分單元的「沙
漏」現象並不會太明顯，且 ABAQUS 分析
程式對於 S4R 元素分析提供了加強控制沙
漏現象的功能，使用 S4R 元素模擬的位移
只是比用 S4 單元模擬的略微大一些。選用
S4R 元素的另一個好處在於運算的時間比
S4 元素縮短，如果單元不在承受面內彎曲
荷載的情況下變形，通常縮減積分單元可
以花費更少的電腦運算時間的情況下，提
供比同階次完全積分單元更高的精度，特
別是在三維問題的應用裡。

圖二 束制型 3T 試體照片

三、有限元素模型之建立方法
鋼板剪力牆有限元素模型之建置流程
如下所列:

3. 位移控制設定方法

1. 建立立體模型

有限元素分析的位移施載是參考試驗
的歷時來進行分析，爲使有限元素分析模
型與真實試體的受力行為接近，需考慮實
際試驗施力系統的施力機制來模擬實驗過
程。此外為使試驗過程更接近真實的結構
受力情況，實驗時將施力點放在頂樑的中
央，透過一水平箱型樑貫穿上樑，箱型樑
的兩端在各連接上垂直的 H 型鋼樑；而有
限元素分析模型中，為模擬上述試體真實
的施力行為，在模型的頂樑處，利用了約
束設定（Constrain）的設定方法，進行模
擬水平箱樑對試體上樑的位移束制行為，
以控制被 Constrain 的節點自由度，將位移
歷時施加在位移 Constrain 控制的節點上
(詳見圖三)。由於試驗時，基礎是由鉸接方
式設定，基底之鉸接滾軸中心作為轉軸中
心，將定義的轉軸中心點的自由度方向做
平移與轉動束制，解開轉軸方向自由度，
並 且 利 用 ABAQU 內 建 的 連 結 桿
(Connector)，來連結柱底區域的節點與鉸
接點之轉軸中心參考點，將 ABAQUS 連結
桿性質設定為剛性連結，透過程式內部設
定可預設的剛性連結，選擇將柱底的轉動
自由度參數設定(SLOT and Link)與移動自
由度設定(ALIGN)做限制，使得柱底殼面元
素節點將繞著轉軸中心的參考點轉動，而
轉軸的中心即為試體基底鉸接軸心點的位
置，基礎鉸接則用剛性連桿聯結轉軸之軸
心(如圖四)，本分析之有限元素模型即採用
此種設定來模擬 Hinge 的功能。

若用一維理想的樑柱元素來分析，此
種假設方法會因為簡化成單一桿件，會限
制許多真實可能發生的情況，爲了能夠完
整表現在實驗研究中，觀察到的鋼板的挫
屈與樑塑角產生在樑翼板之樑翼切削處的
力學行為，因此建立三維桿件模型來做分
析，，並用真實的樑柱型鋼尺寸來設計三
維立體模型目的在於建立鋼板剪力牆之框
架腹板與翼版的斷面以及樑柱交會區模型
的構件區域(Part)。
2. 殼元素之選擇
過去由 Driver et al. (1998)[5]與 Vian et
al. (2005)[5]利用 ABAQUS 內建的殼元素
模擬鋼板行為，本分析亦參考 ABAQUS 提
供的分析建議文件，選擇適當的殼元素作
為分析之用，以下介紹 ABAQUS 內建立殼
元素之特性。殼元素模型的選擇，參考
ABAQUS 提供的分析建議文件[6]，選擇
S4R 元素作為分析之用，以下詳述選擇 S4R
元素進行分析的緣由。殼元素分析時，在
ABAQUS 元素庫中，選用內建的 S4 元素
單元進行模擬時位移最小，因 S4 元素是一
個線性的完全積分單元，每個元素單元有
四個積分點，其單元邊界不能彎曲，使得
S4 元素剛度比 S4R、S8、S8R 都要大。對
線性縮減積分元素單元 S4R 來說，雖然在
受彎曲力作用下會有「沙漏」現象發生。
線性縮減積分單元為了防止沙漏現象的發
生，設定上有兩種辦法：細分網格或將集
中載荷分布在多個節點上。但由於殼元素

4. 材料模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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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材料模擬方面，是將所有梁
柱的翼板、腹板及鋼板剪力牆的鋼板均採
取材料試驗結果來做三線性的近似模擬，
並使用 ABAQUS 材料庫中對於同時考慮
走動硬化與等向硬化的組合模式
(COMBINE) [7]，設定三線性走動硬化條件
與等向硬化條件。
5. 鋼板初始缺陷引入方法
後挫屈分析需要在考慮挫屈發生的分
析步之前施加初始缺陷，而對於鋼板初始
缺陷的施加方式，可採取兩種設定方法，
此二方式均需經由挫屈模態分析結果所得
之面外變形來進行初始缺陷之施加，第一
種方式主要是將挫屈模態面外變形透過邊
界條件之指令引入初始缺陷，第二種方式
是將挫屈模態面外變形利用文字指令輸入
檔方式進行施加，因為鋼板挫屈特徵值將
影響施加挫屈分析時的面外變形量的比
例，意即特徵值將影響各模態貢獻於初使
缺陷的面外變形量，所以兩種方式皆考慮
對於鋼板挫屈模態之特徵值大小，需考慮
低階模態的特徵值與相互接近的特徵值之
關係，在分析時，如果不加入初始缺陷
(Imperfection)，則會造成鋼板在分析時不
發生挫屈，進而高估鋼板剪力牆之勁度。

四、單層單跨鋼板剪力牆之有限元
素分析結果
【S 試體】：實驗所得的遲滯迴圈如圖五
所示。與實驗值比較略大，鋼板在層間側
位移角 0.3%rad.時，遲滯迴圈顯示 FEM 模
型於 0.12 %rad.層間側位移角時降伏，此反
應與實際實驗情況接近，此時降伏總剪力
為 568kN 約為實驗值的 1.05 倍。分析所得
之最大總剪力為 2580kN 約為實驗值 1.07
倍。
【2T 試體】：束制型鋼板剪力牆試體 2T
之有限元素模型如圖六所示，而所得之側
位移角對應基底剪力之遲滯迴圈如圖七所
示，由圖中可知分析模型在層間側位移角
0.13 %rad. 時開始進如降伏與實際實驗情
況相接近，此時降伏總剪力為 638kN 約為
實驗值的 1.07 倍。分析所得初始勁度為
6988kN/%rad.約為實驗值的 1.05 倍。最大
總剪力為 2558kN 約為實驗值 1.02 倍。
【3T 試體】：試體 3T 之有限元素模型如
圖八，所得之遲滯迴圈如圖九所示，分析
所得之遲滯迴圈顯示分析模型在 0.12 %
rad. 層間側位移角時，鋼板開始降伏，與
實際試體情況接近，此時降伏總剪力為
643kN，與實際實驗所得的數值相較，約為
實驗值的 1.05 倍。鋼板剪力牆 FEM 模型
之初始勁度為 7045kN/%rad.，約為實驗值
的 1.06 倍 。 分 析 所 得 之 最 大 總 剪 力 為
2563kN，約為實驗值 1.02 倍。會產生塑性
變形消散地震能量。

圖三 單層樓鋼板剪力牆分析模型

圖五 單層樓鋼板剪力牆分析模型

圖四 柱底鉸接設定方法
圖六 束制鋼板剪力牆(2T)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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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束制鋼板剪力牆(2T)遲滯行為分析

圖八 束制鋼板剪力牆(3T)模型圖

圖九 束制鋼板剪力牆(3T)遲滯行為分析

五、結論與展望
1.本研究之結果顯示，有限元素法建立之
數值模型對於未束制型與束型鋼板剪力
牆之分析有不錯的準確性。而利用有限元
素法建立分析模型也可準確分析鋼板剪
力牆之鋼板挫屈與挫屈後拉力場行為。
2.簡化模型無法考慮剪力牆系統的鋼板受
力機制，無法觀察初期彈性階段類似純剪
的行為，以及鋼板挫屈前後之變化，利用
有限元素分析方法則可分析剪力牆之鋼
板在彈性與塑性階段與挫屈前後對整體
剪力牆系統的影響。
3.由於本研究分析模型透過簡化方法模擬
束制鋼管，即利用面外束制的邊界條件來
控制面外變形，與鋼管束制的真實情況有
所不同，因此在遲滯迴圈的飽滿程度不如
實驗之結果，未來若能找到更佳的面外
束制模擬方式，或使用更佳的數值模擬
分析工具(如 ABAQUS/Explicit)來模擬
複雜的邊界束制條件，應更能接近真實
束制情況，相信分析結果準確性也可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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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廠使用隔減震補強試驗研究
黃震興1 汪向榮2 邱聖雯3

摘 要
高科技廠房對於微振動量要求嚴格，標準型晶圓廠使用極厚重之樓版以減少垂直
微振量，如此對於無塵室之貴重設備而言，將造成較大之破壞潛勢。再者由於台灣地
區土地取得不易，因而發展出疊層式晶圓廠，形成多層軟層結構。本研究分別模擬疊
層型晶圓廠房與標準型晶圓廠房進行單側向力振動台試驗，並評估隔、減震元件對結
構微振動量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非線性阻尼器可提高結構耐震性能並降低地震力反
應，亦可改善軟層結構；滾動隔震支承於大地震下可有效控制加速度之傳遞，然而為
了控制位移而加裝線性黏性阻尼器，須考慮適當之阻尼常數，才能得到同時對位移及
加速度折減之功效；另外，經過滾動支承之傳遞後最大微振量發生在 4Hz 以下，而機
具儀器設備主要為高頻振動，且裝設液態黏性阻尼器之後可有效控制低頻微振動量。

關鍵詞：滾動隔震支承、黏性阻尼器、微振量

承及非線性黏性阻尼器之結構振動台試
驗，並分析討論滾動支承及非線性黏性阻
尼器之隔、減震效益，並由微振動量測結
果，探討滾動支承對微振動量的影響。

一、研究目的與方法
產能為晶圓廠國際競爭力的重要因素
之一，任何改變結構形式之構想，在高科
技業者思考邏輯上為短期內不可能接受之
建議，是故如何遷就既有結構形式使多層
晶圓廠具更高的防震功能性及兼顧最基本
之生產環境(如微振動量之控制)，乃為國
內高科技產業防震之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二、滾動隔震支承力學行為
滾動隔震支承(Rolling Type Bearing，
RTB) 係 以 滾 動 行 為 來 隔 離 地 震 輸 入 能
量，可傳遞之最大地震力為滾動摩擦力。
滾動支承基本構造包含了頂版、底版與滾
筒，將滾動裝置以 90 度方式正交上下相
疊，可抵抗任一方向的地震侵擾，如圖二
(a)所示。若將四個相同裝置以連桿相連組
成一個大單元，不但解決平衡穩定的問
題，亦可增加承載能力，如圖二(b)所示。
頂版

(a) FrameA

(b) FrameB

邊梁
不屬於隔震墊本體

圖一 晶圓廠振動台試驗模型

鋼棒
中間版

本研究設計兩組單跨三層立體鋼構
架，分別模擬疊層晶圓廠(FrameA)，如圖
一(a)所示，以及標準型晶圓廠(Frame B)，
如圖一(b)所示，以進行空構架與含滾動支
1
2
3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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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棒
接合螺栓

邊梁
不屬於隔震墊本體

(a)單一滾動式隔震裝置

(b)組合滾動式隔震支承

圖二 滾動式隔震支承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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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滾動支承於正 X 軸運動時滾
圖五為固定相對支承位移下，不同支
軸受力情況，包含重力 mg ( m 為所承載上 承斜度 θ 對 RTB 有效振動頻率之影響，當
部結構質量)，斜面接觸正向力 N r ，以及 相對支承位移相同時，滾動支承斜度越大
滾動摩擦力 μ r N r ，其方向與滾軸運動方向 系統頻率將越高。
相反。θ 則為滾動摩擦面與水平軸的夾角。
2.0
1.8
1.6

系統頻率 (Hz)

1.4

m

1.2
1.0
0.8
0.6

x0 =2cm
x0 =5cm
x0 =10cm
x0 =12cm

0.4

θ

μrNr

0.2
0.0

x

mg

0.0

Nr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Slope (degree)

圖三 滾動支承滾軸受力自由體圖

圖五 支承斜度對系統振動頻率之影響

給予一初始位移產生自由振動，建立
其運動方程式，以求得系統有效振動頻
率 。 假 設 初 始 位 移 x(0) ≥ 0 與 初 始 速 度
x& (0) = 0 ，RTB 自由振動由恢復力引起，
在前四分之一週期( x& ≤ 0 )平衡方程式為

u&&g 為地表加速度值，正向力改寫為

Nr = ( mg - m u&&g tan θ ) ⋅ cosθ ，故平衡關係式為
m( &x& + u&&g ) + N r sin θ + μ r N r cos θ = 0
u&&g
&&
&&
x
x u&&g
+
= a = (- cos θ + sin θ )(sin θ + μr cos θ )
g g
g
g

mx&& + N r sin θ − μr N r cos θ = 0

&&
上式中 xa 即為 RTB 所能傳遞的最大

其中 Nr = mg ⋅ cos θ ，經整理可得 RTB
有效振動頻率為

g

絕對加速度值。若欲使 RTB 從平衡點產生
滾動，則所輸入的地表加速度必須滿足

1 1 2 g (sin θ cos θ − μ r cos 2 θ )
fn = =
Tn 8
x0

u&&g

≥

μ r cos 2 θ
1 + μ r sin θ cos θ

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頻率反應與下列
g
重要參數有關：(1)支承面材料摩擦係數
由方程式可知，滾軸之加速度反應與
μ r ；(2)滾動支承斜度 θ ；(3)滾動式隔震支
下列三項有關：(1)支承面材料滾動摩擦係
承相對位移。本試驗滾動支承由不銹鋼或
數 μr；(2)滾動支承斜度 θ；(3)地震外力加
鋁合金所製，摩擦係數約為 0.001，故材
速度歷時。滾動摩擦係數對滾動支承加速
料摩擦係數 μ r 對滾動支承頻率貢獻甚小。
度反應影響並不大。圖六顯示在固定系統
當支承相對位移越大，隔震系統週期 參數下，RTB 所傳遞的加速度幾乎為定
越長。地震來時滾動支承位移隨時間變 值；此外，在地表加速度太小的情況下，
動，頻率亦將隨時間變動，即滾動式隔震 RTB 滾動行為可能會放大地表加速度。
支承不具固定頻率，不易與外力產生共
振。圖四可看出 RTB 支承相對位移越大，
系統頻率會較低，但當相對位移量超過某
一程度時，其對系統頻率之影響隨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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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輸入 PGA 與輸出最大加速度關係圖

1.2
1.0
0.8
0.6

圖七可看出滾動支承加速度反應主要
由斜坡角度控制，支承斜坡角度越陡，該
滾動摩擦介面所能傳遞之力量越大，因此
RTB 系統加速度反應越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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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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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系統頻率與支承相對位移關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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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對於隔震系統而言，首重的就是樓層
絕對加速度的減少，圖十為 FrameA 與
FrameB 於 TCU017 地震作用下之頂樓與
隔震樓版加速度歷時圖，可看出滾動隔震
支承之裝設確實有效降低了最大加速度
值，但對於小地震時滾動隔震支承卻有可
能會放大地震力，尤其在加裝線性黏性阻
尼器後，滾動隔震支承所能傳遞的加速度
將增大。由於本試驗供應商提供過大阻尼
係數之阻尼器，導致位移減少而加速度卻
大幅增加。因此在設計阻尼器時須考慮適
當之阻尼常數，才能得到同時對位移及加
速度折減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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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加速度反應與支承斜度關係

三、振動台試驗結果
圖 八 (a) 與 (b) 分 別 為 FrameA 及
FrameB 構 架 試 驗 之 樓 層 極 值 反 應 ，
FrameA 於 30％El Centro 地震作用下樓層
相對位移及絕對加速度的最大值，含阻尼
器減震構架可比空構架折減約 40％至 50
％之最大反應；相同構架於 100％El Centro
地震作用下折減約 50％至 70％，顯示地震
力越小阻尼器減震效益越佳，且經由黏性
阻尼器之裝設，軟層明顯獲得改善。
FrameB 於 30％El Centro 地震作用下，可
折減約 50％至 70％，阻尼器之裝設同時也
降低了層間剪力及層間位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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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FrameA 與 FrameB 最大樓層反應
圖九為 FrameB 於 El Centro 地震資料
振動台模擬試驗，空構架與減震構架在樓
層相對位移及樓層加速度結果。除了峰值
的折減外，整段地震歷時反應亦有明顯之
折減效果。FrameA 亦有相同之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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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滾動隔震支承時，不再有線性阻
尼器飽滿消能的能力，而是呈一趨近雙線
性的行為(如圖十一(a))，這是因滾動隔震
支承在元件承參數固定下，所能傳遞之加
速度為一定值。圖十一(b)為扣掉線性阻尼
器效應後隔震樓版之加速度歷時圖，可看
出不含阻尼器之加速度反應，其最大值將
不再如含有線性阻尼器時那般大，且最大
可傳遞加速度幾乎為一固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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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於 TCU017 地震力作用下之頂樓與隔
震樓板加速度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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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不含線性阻尼器之隔震樓版遲滯
迴圈與加速度歷時

20

圖九 FrameB 於 30％El Centro 地震歷時反應

圖十二為 FrameA 與 FrameB 含線性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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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阻尼器滾動隔震支承之構架於 100％El
滾動隔震支承具有不固定頻率，不易
Centro 地震力作用下隔震樓版對頂樓之傳 與地震外力產生共振效應。滾動隔震支承
遞函數，其頻率大約在 4Hz 以下，且不具 於大地震下可有效控制加速度傳遞，為使
固定頻率，亦符合前述方程式之推論結果。 位移受到控制，黏性阻尼器為一適當之選
擇，在設計阻尼器時須考慮適當之阻尼常
數，才能得到同時對位移及加速度折減之
功效，使得滾動支承發揮最佳之隔震效益。
0.25

100% El Centro

Amplitude of Transfer Function

Amplitude of Transfer Function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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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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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Frequency(Hz)

10.0

滾動支承之裝設對於 X 向與 Y 向高頻
微振量會有較明顯之放大，不過經過滾動
支承傳遞後，隔震樓版最大微振量將會發
生在 4Hz 以下，而機具儀器主要是高頻振
動，因此使用滾動支承對晶圓廠之微振動
量限制是有利的。再者，由於黏性阻尼器
的加入，可對低頻微振作某種程度之控制。

15.0

Frequency(Hz)

圖十二 隔震樓版對頂樓之傳遞函數
圖十三為 FrameA 含線性黏性阻尼器
滾動隔震支承之構架對應三分之一頻寬中
心頻率速度 RMS 量測值，X 向與 Y 向頂
樓及隔震樓版最大微振量將不會再發生在
同一頻率，而隔震樓版最大微振量發生的
頻率則會低於頂樓的發生頻率，經過滾動
支承傳遞後，隔震樓版最大微振量將會發
生在 4Hz 以下，而機具設備及儀器主要是
高頻振動，因此使用滾動支承對於高科技
廠房之微振動量限制是有正面助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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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設計法於結構控制之應用
張國鎮1 陳長佑2

摘 要
近年來已完成多種被動消能裝置，例如:黏彈性型消能器、線性及非線性黏滯型流體
消能器、降伏型消能器等於建築物位移設計法之補強控制應用，其中皆已發展出以位移為
控制目標之補強設計方法與流程，並且依據此位移設計理論結合三維非線性分析軟體
PISA3D 發展設計程式。然而對於 Tuned Mass Damper(TMD)諧調質量阻尼器於位移設計
法之補強應用卻鮮少有相關的文獻與應用。因此希望藉助本計畫，發展出建築物加裝 TMD
諧調質量阻尼器於位移設計法之補強應用，以加強針對 TMD 之認識與應用。

關鍵詞：TMD 諧調質量阻尼器、位移控制設計、結構補強設計
確 性 以 及 與 文 獻 中 TMD 最 佳 設 計
(optimum design)之減震效果比較。

一、前言
本計劃主要目的為探討應用 TMD 諧
調質量阻尼器於多層鋼建築結構補強之位
移設計法。設計法以位移為主要之設計目
標，設計的過程中以非線性靜力分析來取
代繁複之非線性動力分析來完成。等值線
性化之計算方法為此設計方法之主軸，並
利用此替代結構來進行最大反應之評估。
等值線性方法有許多文獻，本計劃應用
TMD 調 質 量 阻 尼 器 補 強 之 位 移 設 計 法
中，沿續先前研究所提出之等值線性計算
方法，並考量加入 TMD 後之多模態效應對
反應之影響，發展以位移為主要控制目標
之多層建築補強位移設計法。本研究擬先
探 討 TMD 於 三 維 非 線 性 分 析 軟 體
SAP2000N 與 PISA3D 之模擬與驗證。接著
研擬加裝 TMD 諧調質量阻尼器補強之初
步位移設計方法，設計的過程中以非線性
靜力分析及迭代方式來完成。設計的結果
將以非線性動力分析做比較及驗證。最後
將設計一震動台試驗，以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三層樓鋼構架為基礎構架，設計一
TMD 諧調質量阻尼器，裝設於三層樓鋼結
構之屋頂，並以實際地震歷時進行震動台
試驗，試驗結果將驗證分析程式模擬的準
1
2

二、TMD 之模擬與比較
TMD 之機械配置為含一個質量塊，其
與主結構間以含勁度及阻尼等裝置作連
接，如圖一所示。其連接之勁度可為線性
或非線性，且其連接之阻尼係數亦可為線
性或非線性。TMD 加裝於多層建築結構受
地震力之運動方程式如(1)式。

[M ][&y&] + [C ][ y& ] + K [ y ] = −[M ][L]u&&g + [P]
m&z& + cz& + kz = −m( &y&N + u&&g )

(1)

其中 [P ] = [0,....0, cz& + kz ] ， m 為 TMD 之質
量； c 為 TMD 之阻尼係數； k 為 TMD 之
勁度； &y&N 為頂層之加速度； u&&g 為地表加速
T

度；[M ] 為主結構之質量矩陣；[C ] 為主結
構之阻尼矩陣； [K ] 為 TMD 之勁度矩陣；
[ y ] 為主結構各樓層之相對位移。

TMD 於三維非線性分析軟體之模擬
與建構上以提供一勁度之非線性元素搭配
一提供阻尼之非線性元素並聯連接於主結
構。其中設定勁度與阻尼的非線性元素可
以依實際狀況設定為線性或是非線性。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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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比對頂層相對位移、頂層相對加
速 度 、 TMD 相 對 位 移 後 可 發 現 ， 利 用
SAP2000N 分析與利用狀態空間之數值計
算結果一致。接著應用 PISA3D+分析軟體
進行模擬與分析，並與 SAP2000N 進行比
較，比較結果如圖三所示。
EL地震下SAP_NonlinearDirectIntegral分析與PISA3D分析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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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2000N 模 擬 分 析 之 歷 時 反 應 與
MATLAB 數值分析結果比對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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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三維非線性分析軟體
SAP2000N 與 PISA3D 為分析模擬之應
用，分析實例選擇一平面六層雙跨樓鋼結
構，其梁斷面尺寸為 H200x200x8x12mm；
柱斷面尺寸為 H300x300x10x15mm，樓高
為 2.6m，跨度為 6m，各樓層質量為 10 噸，
並於頂層裝設 TMD。其分析結果將與利用
MATLAB 應用程式以狀態空間方法計算
結構反應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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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發現針對頂層相對位移、頂
層相對加速度、TMD 相對位移等之分析結
果，應用 PISA3D 與 SAP2000N 結果一致，
由此結果可初步發現此分析軟體可應用於
加裝 TMD 消能裝置之模擬與分析。
加裝 TMD 後之減震效能可由圖四中看
出，結構之頂層位移與加速度能有效率的
折減。因此，若能有系統且正確的設計
TMD 消能器，將能以簡單的機械配置，達
到預期補強的功能性目標，即達到功能與
經濟效益雙贏的策略。

SA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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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SAP2000N 與 Matlab 數值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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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為 H200x150x6x9mm。設計用之地震
歷時選用台北盆地第二類地盤人造歷時
PGA=0.5g，補強後之結構頂層目標位移為
20cm(drift=2.2%)。

SAP_NonlinearInteg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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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加裝 TMD 後構架之減震效應

等值線性系統之計算

三、加裝 TMD 補強之初步位移設計

No

計算結構反應

本研究主要探討多層建築結構加裝
TMD 阻尼器之初步位移設計法，設計法以
位移為設計之目標，於既存結構中以設計
TMD 阻尼器，使得補強後之結構能滿足預
期之位移需求。設計過程以非線性靜力分
析並搭配簡單之線性分析與迭代過程來完
成。最後設計之結果將與非線性動力分析
做比較，以討論設計法之正確性與適用性。

Δu' =

Δu
Γ

yes
設計位移

≤ 目標位移

No

yes
加速度之推估並檢核其適用性

No

yes
阻尼器之細部設計

圖五 初步位移設計流程
經過最後一次迭代的過程，TMD 採用
之質量比為 μ = 1% ，其最佳設計結果如表
一所示。

初步之設計流程如圖五所示，在設計
法的過程中最關鍵之計算步驟為結構含
TMD 之減震設計以及等值線性系統之計
算。線彈性結構含 TMD 之減震設計有許
多 TMD 最佳化設計參考文獻[1]，然對於
非線性結構之 TMD 最佳設計就鮮少有相
關之文獻。本計劃之重點為研究位移設計
法採用 TMD 補強設計之適用性，因此，
本研究所使用之 TMD 減震設計可參照文
獻中線彈性結構之 TMD 最佳設計方法，
或是可針對於非線性結構，經簡單的減震
測試來設計 TMD。然針對非線性結構，
TMD 之最佳設計方法等課題，將於後續的
研究中加以探討。等值線性系統之計算方
法採文獻 [2] 來計算等效勁度及等效阻尼
比，其中整體構架含 TMD 進行非線性靜
力側推分析時，將 TMD 所提供之勁度以
Frame 來進行模擬後執行之。

表一 TMD 最佳設計結果

TMD

質量
(tonf-s2/m)

勁度
(tonf/m)

阻尼係數
(tonf-s/m)

0.060756

2.54242

0.0673326

進行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時，其各層
之側推力 Fi 之分配採(2)式計算方式，其中

φ 依(3)式計算之。
Fi ∝ miφi

φ = Γ1S d (ω1 , ξ1 )φ1 + Γ2 S d (ω 2 , ξ 2 )φ2

(2)
(3)

其中 ω i 為第 i 模態之頻率； ξ i 為第 i 模態
之阻尼比；φi 為第 i 模態之模態形狀；Γi 為
第 i 模態之模態參與係數； S d 為對應之位
移反應譜值。

設計示範例選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實尺寸鋼結構，其有三層樓，短向寬度
為 3m，長向寬度為 4.5m，而結構各樓層
高 度 為 3m 。 第 一 、 二 層 樓 質 量 為
11209kg，第三層樓質量為 10910kg。構架
柱的尺寸為 H200x204x12x12mm，構架梁

基本之動力分析結果如表二所示。另
外為了比對本設計法對於頂層位移設計之
準確性，針對本示範構架含 TMD 進行非
線性歷時分析，比較的結果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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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三可發現本設計法能有效且可靠的設
計出符合目標位移要求之結果。
表二 基本動力分析結果
模態
模態質量
(tonf-s/m)

模態參與係數

3story

TMD

2story

1story

mode1

1.03652

6.08755176

0.49253168

8.216459

1

0.724007

0.316051

mode2

0.86955

3.06714483

0.76037004

-4.04458

1

0.760461

0.343567

等值mode

0.9532

2.20394775

1.19958

1.691566

1

0.7434067

0.330694

圖六 試驗配置

表三 設計結果與非線性動力分析比較
等效週期
Te(sec)
等值mode

1.05199

阻尼比

阻尼比

等效阻尼比

ξ e(inelasticity )

ξ e(inherence+ damper)

ξe

0.096574

0.023296

0.11987

Non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設計最大位移
(cm)
20
21.83

四、鋼構架加裝 TMD 之震動台試驗
經由結構製作經費與組裝等問題之考
量下，既存結構選定為國家地震中心之三
層樓標竿鋼構樓房結構，長 3 公尺，寬 2
公尺，樓高 3 公尺，結構總高度 9 公尺。
樓版以抗彎構架與 2.5 公分厚鋼板所組合
而成。
各樓版上配置適當之質量塊以模擬各
樓層之載重，第一、二層樓配置質量塊重
量為 3.5 噸第三層樓配置質量塊 2.5 噸。樑
柱尺寸均為 H150X150X7X10mm。

因實際製作之鋼構材料強度高於預
期，且構架實際之動力特性與預期有些許
差異，以及考量震動台最大位移等限制，
導致於最大可試驗之地震歷時下，結構並
未降伏。且於試驗於反應歷時紀錄發現，
TMD 有設計時未預期到的摩擦力影響，導
致無法達成位移設計法之驗證。
然此次試驗仍可驗證數值分析模擬與
試驗結果之正確性，如圖七所示，其表示
為頂層相對位移歷時分析結果與試驗之比
較。
S A P N o n li n e a r A n a ly s i s w it h F r i c t io n V . S . T e s t R e s u l t u n d e r E L 5 0 0 g a l
0 .2

0 .1 5

Roof Relative Displacement(m)

週期
(sec)

0 .1

0 .0 5
S A P A n a l y s is
T e s t R e s u lt
0
0

10

20

30

Bili-Elastic

0.5

21.582

彈簧折點位移
(cm)

43.5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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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樓鋼結構裝設 TMD 後之配置如
圖六所示。
100

80

90

T im e ( s e c )

圖七 歷時分析與試驗結果之比較

參考文獻

第二段勁度
(KN/m)

70

- 0 .1

圍下測試與設計 TMD 最佳之減震效應，設
計 目 標 為 在 設 計 地 震 1994 EL
CentroPGA=0.5g 下，頂層位移為 16.2 公分
(drift=1.8%)。設計結果如表四所示。

第一段勁度
(KN/m)

60

- 0 .1 5

五、結論與展望

TMD質量(ton)

50

- 0 .0 5

依位移設計法之流程，TMD 阻尼器選
定質量比 μ = 5% ，質量約為 500 公斤，
TMD 之勁度採雙線性彈性勁度設計之，在
雙線性勁度比 ( 第二段勁度除以第一段勁
度)=2、4、6；頻率比(TMD 之頻率除以結
構第一模態頻率) ωTMD / ω1 =0.9~1.15，以及
降伏位移比(TMD 之勁度降伏位移除以結
構頂層之降伏位移) YTMD / YRoof =0.5~3 之範

表四 雙線性彈性勁度 TMD 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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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發展之既存結構加裝 TMD
之位移設計法能利用非線性靜力分析搭配
參數計算，簡單且有效低設計出符合補強
設計目標所需之 TMD 性質。然而此方法
於未來仍需針對非線性結構，進一步探討
TMD 之最佳設計方法。

1. Hsiang-Chuan Tsai and Guan-Cheng Lin,
“Optimum tuned-mass dampers for
minimizing steady-state response of
support-excited and damped systems”,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Vol.22, 1993, 65, pp.957-973.
2. 張 國 鎮 、 陳 長 佑 ,「 既 有 建 築 物 加 裝
消能器補強之位移設計法」台灣大學
土木所碩士論文,九十二年六月。

預力建築構造耐震性能研究
蔡克銓1 陳沛清2 莊勝智 2

摘 要
預力結構系統於地震過後，因預力鋼鍵之預力作用而使結構物自我復位，可降低震
後建築結構之殘餘變形量。過去在預力結構系統方面之研究多有限制，近年來在美國及台
灣，對於預力耐震結構系統方面有不同議題的研究計畫，國際學術交流頻繁，在台美雙方
的研究努力下，整合實驗室與人力的資源分配，透過各個大學教授、研究生及技術人員之
間的合作，更能加速預力結構系統方面的知識發展與研究傳播。
本計畫為一整合型研究計畫，目前為計畫執行第三年，以過去兩年的研究成果為基
礎，研究重點為含不同消能元件之預力構架與含樓版之預力梁柱接頭之耐震行為研究，研
究主題包含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驗研究、預力預鑄 RC 牆之耐震性能研究、預
力耐震間柱構架之耐震性能研究、含樓版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消能接頭之研究、摩擦
型預力鋼結構梁柱接頭性能研究，以及雙向預力含樓版 RC 梁柱接頭研究。此外，另進行
預力桿件數值模擬與分析，藉以更了解預力結構系統之各個元件之間的行為，期望藉由本
計畫使此新型結構系統之研究能更有效的整合。

關鍵詞：預力結構系統、自我復位、消能元件
表一 2006 年研究計畫

一、前言

項目 主持人

計畫名稱

本計畫為一整合型計畫，為期四年。
1 蔡克銓 摩擦型預力鋼結構梁柱接頭性能研究
在前兩年的研究中，研究人員針對不同結
2 黃世建 預力預鑄 RC 牆之耐震性能研究
構系統之梁柱接頭，包括 RC 梁柱接頭、
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驗研
3 周中哲
鋼梁與 CFT 柱接合，以及鋼梁與 RC 柱接
究：鋼梁與 RC 內柱接合
合，搭配使用不同型式消能器進行試驗與
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驗研
4 林克強
分析。根據前兩年的試驗研究結果為基
究：鋼梁與 RC 外柱接合
礎，在 2006 年進行一系列預力式實尺寸大
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驗研
5 許協隆
究：RC 柱與基礎接合
型構架試驗，研究重點為含牆與樓版之構
6 鄭錦銅 雙向預力含樓版 RC 梁柱接頭研究
架，包含雙向預力含樓版 RC 梁柱接頭研
7 陳誠直 預力耐震間柱構架之耐震性能研究
究、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驗研
含樓版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消能
究、預力耐震間柱構架之耐震性能研究、
8 鍾立來
接頭之研究
摩擦型預力鋼結構梁柱接頭性能研究、含
樓版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消能接頭之
二、雙向預力含樓版 RC 梁柱接頭研
研究，與預力預鑄 RC 牆之耐震性能研究，
究
2006 年研究計劃名稱如表一所示。
真實地震發生時，慣性力乃藉由樓版從
重力構架傳遞至抗彎構架，為模擬構架真
1
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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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驗過程中，五塊裝樓版試體因預
力增加，造成樓版發生面外變形，亦導致
重力構架中梁於靠近柱面處發生扭轉。為
防止此種情況發生，在距離重力構架之梁
2.5m 處，於樓版下方架設鋼梁支撐。圖二
顯示側向載重與在重力構架柱頂端之千斤
頂位移之關係圖，由圖中可發現整塊裝樓
版將使試體勁度增加，構架中所有桿件均
保持彈性，而遲滯行為主要由重力構架中
因梁與柱面間之水平旋轉產生之摩擦力提
供。本試驗在使用五塊裝樓版時，預力構
架之梁柱界面並沒完全打開；而於整塊裝
樓版的試驗中，預力構架之梁柱界面於側
位移角為 0.7%時開啟，試驗持續進行至側
位移角為 5%。

R.C. frame ( +5% )
1000
800
600

LOAD (kN)

實慣性力傳遞之效果，設計了一 RC 實尺
寸二維構架，實驗重點項目為變更樓版型
式，探討含樓版預力式構架之行為。試體
包含兩構架，一為重力構架，另一為預力
構架，兩構架間之樓版以預力鋼鍵連接，
在重力構架柱上，安裝兩支千斤頂以施加
側向力，藉由圓形鋼管將側向力傳遞至重
力構架另一柱。此外，垂直側向力方向安
裝兩支千斤頂固定於柱上，以位移控制確
保位移維持不變，以確保試驗過程中重力
構架保持平行側向力方向之移動，試驗架
設如圖一所示。

400
200

Five Slabs

0
-200

United Slab

-400
-6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DISP (mm)

圖二 兩組試驗之遲滯曲線

三、預力預鑄 RCS 平面構架耐震試
驗研究
試驗構架如圖三所示，為一實尺寸兩
跨 RCS 構架試驗，本研究共進行五組之反
覆載重試驗，構架柱底並未安裝消能裝
置。第一組試驗由於靠近柱面之梁翼發生
明顯彎曲，試驗於側位移角為 2%時暫停試
驗，此結果導致梁之初始預力損失 13%。
為避免此情形再次發生，於梁翼部位加焊
方形鋼板後繼續進行試驗，試驗進行至側
位移角為 4%時，均未發生梁之損壞與挫
屈。圖四顯示第二組與第四組試驗之中間
柱(C2)變形與樓層剪力之關係圖，其中第
四組試驗為空構架試驗，並未安裝任何消
能器 RFP 於構架上。而在第二組試驗中，
安裝於構架之八片 RFP，有兩片發生破
壞，其破壞之時間標註於圖四上之 A、B
兩點。

圖一 試驗配置圖
圖三 預力 RCS 平面構架試驗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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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位移與樓層剪力之關係圖

四、預力耐震間柱構架之耐震性能研
究
本研究共進行三次試驗，試驗架設如圖
五(a)所示，於試驗進行中，側向力引致的

於試體設計前針對不同型式之材料進行試
驗，試驗結果顯示採用 Belleville 墊片能明
顯減少摩擦裝置之顫動與喧鬧聲，其行為
反應如圖六所示。本研究共進行四組試
驗，其試驗配置圖如圖七所示。試體 BWFD
6B20 使用 6 顆直徑為 20mm 之 F10T 螺栓
與六片 SHDS 45×21×5 型式之 Belleville 墊
片。而其設計之解壓彎矩為 0.64Mp，此試
體使用尺寸為 350×250，厚度為 3mm 之銅
片夾於尺寸為 350×250，厚度為 16mm 之
鋼板與試體梁腹之間。而在梁翼板上安裝
16mm 厚之梯型蓋板，其長度為 1250mm，
上下寬分別為 350mm 與 220mm。其試驗
之反應與分析預測之結果如圖八所示。

接點彎矩尚未超過解壓彎矩時，梁柱交界

800

面保持緊密接觸；當接點彎矩超過解壓彎

400

CB

Force (kN)

600

矩時，梁柱交界面之空隙則打開。

200

0
-200

圖五(b)為試體 P1M1 及 P1M2 位移與側

-400
-600

向力之反應圖。試體 P1M0 為未安裝耐震

-800
-25

間柱之構架，其試驗之遲滯行為呈雙線性
彈性反應，此雙線性反應分別為梁柱交界

-20
-15
-10
-5
Displacement (mm)

0

圖六 摩擦型材料之反覆載重試驗

面空隙打開前與打開後之反應。試體 P1M1
由於耐震間柱發生非預期性破壞，於試驗
過程中停止試驗。試體 P1M2 為試體 P1M1
試驗失敗後進行修復與補強之試體，其強
度與勁度明顯高於試體 P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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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驗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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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試驗配置與遲滯迴圈反應

圖八 試體 6B20 之試驗反應與分析結果

五、摩擦型預力鋼結構梁柱接頭性能
研究

六、含樓版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
柱消能接頭之研究

本研究梁柱接頭採用之摩擦型裝置，

本研究為梁柱接頭試驗，柱為鋼管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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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柱，尺寸為 400×400×10 mm，而梁為
H 型鋼梁，尺寸為 500×200×10×16 mm，梁
上之鋼鍵共有 12 束，其直徑為 0.6 inch。
對於試體 BCh30t20 採用之 X 型鋼板消能
器，其高度為 30cm，厚度為 20mm；而對
於試體 BCh30t15 採用的 X 型鋼板消能器
之高度為 30cm，厚度為 15mm；對於試體
PBCCSh20t25 採用的 X 型鋼板消能器之高
度與厚度分別為 20cm 與 25mm。在梁柱交
界面產生開合時，樓版成為預力式結構中
相當重要的研究重點，因此試體
PBCCSh20t25 含有樓版，以驗證本研究樓
版設計之可行性。所有試體均試驗至側向
位移角為 6%，其試驗位移與側力之關係圖
如圖九與圖十所示，含樓版試體之試驗過
程如圖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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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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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試體 BCh30t20 與 BCh30t15 之遲滯迴
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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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試驗之位移與力量關係圖及試驗
構架

0
-200

P0=813kN，此值為鋼鍵極限強度之 65%。
可發現在試驗進行至側位移角為 1%時，發
現因試體損壞而有些許消能反應。此試驗
進行至側位移角為 1%時，由於側向支撐不
夠造成試驗發生面外方向不穩定而停止試
驗。根據上述發現之缺點，在日後試驗中
需加強側向支撐面外方向之勁度，以防止
牆體朝面外方向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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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試體 PBCCSh20t25 之遲滯迴圈圖

5.

對於含樓版之 RC 構架試驗，在未來
試驗中應採用深度較深之中空樓版，
以減輕其自重。
於 RCS 平面構架試驗中，當試體接頭
含有消能元件時，其自我復位之能力
均有良好之表現。
耐震間柱為良好之消能元件，試驗證
明此構架具有自我復位之特性。
在鋼結構梁柱接頭試驗中，引入適當
的摩擦型裝置，在梁之位移逐漸增大
時，可使解壓彎矩保持定值。
X 型消能器之優點為方便更換，其最
佳之設計為達到全斷面降伏。

參考文獻
圖十一 試體 PBCCSh20t25 於側位移角為 6%
之情形

七、預力預鑄 RC 牆之耐震性能研究
圖十二顯示不包含 BRB 消能裝置試體
之位移與側向力之關係圖。初始預拉力為

1. Tsai, K.C. and Ricles, J. M. (2005),
“US-Taiwan Workshop on Self-Centering
Structural Systems,” NCREE repor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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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sai, K.C., Ricles, J. M., and Sause, R.
(2006), “US-Taiwan Workshop on
Self-Centering Structural System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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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使大型醫院於強震之後持續提供醫療救災功能，本研究針對我國大型醫院建築結
構及重要設備之耐震特性，蒐集國內外相關醫院震災調查文獻與耐震規範，以提出適合我
國國情之醫院性能目標以及較佳之耐震設計方法。

關鍵詞：醫院、非結構、耐震性能

一、前言
醫院為地震救災活動中扮演最重要的
角色，除了保護原有病人的安危外，震後
常大量湧入新病患，故為使醫院於強震之
後其醫療功能(Functionality)正常運作，應
同時考量醫院結構、非結構及設備的耐震
表現。本研究蒐集國內醫院勘災文獻，並
參酌美國加州政府制定之 SB1953 法案，
探 討 醫 院 之 耐 震 功 能 設 計 指 標 (Seismic
Performance Criteria and Objective)，包括
結構與非結構之性能分類方式與相關條文
內容，以供後續研究之參考。

二、國內外醫院震災經驗
民國八十八年 921 地震中，中部許多
災區的大型醫院因受地震影響而採取了撤
離醫院的動作，導致災區的醫療能力衰
減，例如在地震後最需要醫療資源的 48
小時內，南投縣損失了將近 1000 床的醫療
能力。位於災區南投縣的 9 間主要醫院，
雖然只有 2 間醫院因為本身建築結構體的
破壞，被迫無法提供緊急醫療，但由於非
結構物與功能性設施的損壞，許多醫院被
迫遷移至戶外進行簡單診療工作，最後只
有 2 所醫院能在震後繼續進行院內治療。
美國加州 1971 年 San Fernando 地震
1
2
3

與 1994 年北嶺地震，致使醫院嚴重受創而
無法參與救災，故加州參議院通過醫院設
施耐震安全法案，強制要求提升醫院結構
體與非結構耐震強度以及修復舊有醫院的
耐震性能。日本經阪神大地震的教訓，各
地醫療院所紛紛成立防災救護組織，對於
地震發生時各部門應有之對應措施、重症
病患的因應對策、器械儀器翻覆、移動等
防止、病患避難誘導等，以備災害發生時
能即時的發揮其醫院的機能。

三、美國加州醫院耐震法案
美國加州長期遭受大地震之侵襲，除
積極研究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外，對於州
內重要建築物亦有特別的法案及規範加以
規定，並成立相關機構以推動落實。1933
年長堤地震後通過 Field 法案，特別規定
新建學校及公共建築物必須滿足特別耐震
規範。1971 年美國 San Fernando 地震，導
致加州 Olive View 醫院倒塌以及許多醫院
受創無法參與救災，因此 1972 年加州參議
院通過 Alquist 醫院設施耐震安全法案（SB
519, the Hospital Facilities Seismic Safety
Act），規定所有新建醫院必須能抵抗大規
模地震而不倒塌，且在震後能保持正常的
醫療功能與協助救災工作，並成立 OSHPD
（ California Office of Statewide Health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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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Development），落實執行醫
院結構與非結構之耐震設計規範與補強方
針。1994 年元月的美國加州北嶺地震，發
現耐震安全法案通過約二十年後，新建醫
院結構耐震能力的確有顯著提升，但由於
醫院設備的破壞，導致仍有多家醫院被迫
撤離病患停止醫療工作。故美國加州參議
會於 1994 年九月通過 SB 1953 法案【1】，
納入 1972 年通過的 Alquist 醫院設施耐震
安全法案（SB 519, the Hospital Facilities
Seismic Safety Act）之中，並成為加州法
規 Health and Safety Code 的一部分。SB
1953 對 於 醫 院 設 備 提 出 強 制 性 修 復 要
求，並開始 1973 年前舊有醫院的耐震修復
工作，並規定所有醫院必須在一定時程
內，達到各階段目標(如圖 1 所示)，否則
就須降等營業或者停業。加州醫院結構體
與非結構構件之耐震設計，目前為參照加
州 建 築 法 規 （ CBC 2001, California
Building Code【2】）的規定。
SPC , 結構體性能種類
(Structural Performance
Category)
SPC-0
未提交耐震評估之醫院

1994北嶺地震

NPC-0
未提交耐震評估之醫院

圖 2 HAZUS 簡易流程圖與易損曲線分析

NPC-1
設備支撐固定不符要求
1. 2002年前，特定非結構
物系統(重要且易損)
需做好防震措施

2. 2008年前，住院建築結
構體達到生命安全標準:
SPC-2

SPC-3、SPC-4
符合1973年法案，受過強震
損害者
SPC-5
震災後有能力能提供大眾服
務者

OSHPD 最新公報針對目前 SPC 1 醫
院建物，提出一套震災潛勢風險評估系統
（HAZUS）。在定義結構形式分類、地動
特性、耐震設計等級、以及建物施工品質
後，考慮不同地盤、場址特性與結構週期
下之需求反應譜，以及不同設計水準下之
建築物性能反應譜，迭代分析後求得性能
績效點，並可求得結構物之易損性曲線，
並以量化指標定義建物之損壞狀況，其災
損指標定義可分為無損壞、輕微損壞、中
等損壞、大量損壞、以及完全損壞。此套
評估系統不僅可協助降低地震後之災害風
險，更可作為災後緊急救難與復原之參考
依據，相關簡易流程圖與結果可參見圖 2。

NPC, 非結構物性能種類
(Nonstructural Performance
Category)

SPC-1
不符合1973年法案，或震
後有崩塌的危險

SPC-2
不符合1973年法案，但符合
1973年前建築法規，震後可
能無法修復或運作，但不致
造成重大傷亡

斷水斷電的情形下，獨立維持 72 小時緊急
醫療系統運作（NPC-5）。SB 1953 規定之
耐震評估與修復方法，可參考 FEMA 356。

四、國內醫院結構特性

NPC-2
特定設備符合支撐固定
要求

醫院建築空間配置可分為平面分散
式、絕對集中式與相對集中式，由於台灣
土地狹小且取得不易，大多採用絕對集中
式。醫院以功能區分不外乎門診、急診與
住院。相關圖說參見圖 3 與 4。

NPC-3/NPC-3R：重要醫
療空間非結構物符合要
求
NPC-4：建築、機械、電
力系統與醫院設備符合
支撐固定要求

3. 2030年全面實施醫院耐
震安全法案

NPC-5
提供72HRs緊急醫療系統
運作

圖 1 SB1953 之結構、非結構性能分類
SB 1953 中規定既有醫院耐震修復與
否，在 2008 年前以「生命安全」性能標準
進行評估，即醫院結構體必須抵抗大地震
而不崩塌（SPC-2），非結構物則能確保
大地震後病患與醫護人員避難逃生無虞，
並且能夠維持主要病患照護機能
（NPC-3/NPC-3R）。至 2030 年時，加州
將全面實施醫院耐震安全法案，醫院須達
到「獨立運作」性能標準，不論是舊有或
是新建之醫院，結構體除了震後不倒塌之
外，尚須有能力在震災後提供大眾服務
（SPC-5）；醫院非結構構件與系統能在

圖 3 醫院功能區分

圖 4 絕對集中式醫院
目前台灣醫院庫存資料（Inventory）
已有 208 家，以病床數目分級，可分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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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醫院（少於 200 床）、區域醫院（介於
200 至 500 床）與醫學中心（大於 500 床）
，
其大多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台灣都會區土
地取得不易，且因應醫學中心低樓層未來
功能機制改變與空間變更規劃之彈性，因
此，國內醫學中心建築多為一具有底盤（群
樓）之高樓層結構系統，急診處多依附於
主建築結構，此為一立面不規則之 Setback
Building 結構形式。此外，樓層高度之設
計因其功能性而有所不同，開刀房需要獨
立之管線及維生系統，其樓層總高度為約
需 6.5 公尺。醫院少部份之重醫療儀器設
備裝設於開刀房；醫院頂層若設置屋頂花
園或停機坪，須考慮其設計載重，基於目
前法規針對排氣與噪音之要求，以及考量
相關災害之可能性，醫院發電機、鍋爐、
供應油槽與水箱等均設置於頂層。在考量
醫院管線穿孔需求龐大，以及未來功能變
更頻繁可能性，醫院結構多無鋼筋混凝土
剪力牆之設計，以避免日後業者任意變更
結構形式導致耐震能力喪失。綜合以上所
述，國內醫學中心之結構系統多具立面不
規則性，形成耐震上之軟層，或甚至為弱
層，屬於較不佳之耐震結構型式，上部結
構之位移、速度及加速度地震力反應必然
較大，對於座落於醫院內之貴重設備，勢
必造成較大之破壞潛勢。此外，醫療儀器
設備自重大以及樓版開孔多（管線數量龐
大），易造成結構系統具平面不規則性，
質心與剛心偏心造成過大之扭矩效應。對
於目前營運中之醫院，任何改變結構形式
的構想，在醫療體系的思考邏輯上乃為短
期內不可能接受之建議。因此，減低結構
物地震力反應的防震設計方法，使醫療設
備在大地震下作用下，得以保有其運作功
能或在校正後即可迅速恢復功能。

五、國內醫院非結構特性

美國 MCEER 於 2005 年提出研究報告
【4】，探討美國本土醫院結構特殊性，如
平面與立面不規則、軟層或弱層、Setback
Building、柱不連續至基礎設計等，以及
非結構元件造成短柱效應、質心與剛心偏
心、應力集中，並且提出因應設計補強方
式。其他相關研究亦陸續針對結構平面與
立面不規則提出耐震設計與補強方式。

美國加州醫院耐震安全法案 SB1953
規定，醫院應先達到生命安全性能的近程
目標，即加強避難逃生以及維持主要病患
照護機能，對非結構物而言，應提升 NPC-2
與 NPC-3/NPC-3R 種類耐震性能。NPC-2
包括避難逃生相關功能性設施，為優先納
入耐震修復評估考量的非結構種類，如通
訊設備、緊急供電系統、大宗氣體供應系

為維持醫院複雜的醫療機能，目前台
灣新建的大型醫院的機電設備多具有以下
特性：1. 電氣、弱電、給排水、空調、消
防等管道間均獨立設置，避免不同機能運
作維護相互干擾。2. 供電方面，輸配電系
統因匯流排槽維修容易、電容量調整彈
性，故漸代替傳統電纜式輸配電。為了保
持「不斷電狀態」，斷電時必須使日常供
電與緊急供電系統能夠順利切換。3. 醫院
管線方面，一般供水等管線材質多為金屬
管(不鏽鋼或鑄鐵管)，醫療氣體管線則多
為銅管，可分為氧氣、壓縮氣體、真空管
線，因其管線材質與內容物的獨特性，施
工要求最高。然而 NCREE 在 921 震災調
查報告中顯示，部分醫院結構體尚稱完
好，但因非結構物的損壞，讓醫院無法繼
續使用，如機電設備項目多為緊急發電
機、蓄電池、冷卻水塔、冷凍機、儲水槽、
小型送風機、鍋爐、電梯與管線等。
目前國內醫院結構與非結構並未有專
屬之耐震規範，其管線與機電設備的耐震
設計所依循的法規為「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說」與開口式之「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而規範中對於管線支撐、機電
設備避振器規定，多由設備機能觀點思
考，而非耐震觀點。至於機電設備之避振
基座、避振墊、避振彈簧等裝置，多由設
備製造廠商自行負責避震器固定設計。管
線、機電設備之安裝施工，除了醫療氣體
管線是由專業之生產醫療氣體公司負責管
線施工外，亦多由水電承包商進行管線安
裝。由上述可知，台灣法規對於非結構物
的耐震要求不夠明確，以致於設計及施工
單位甚少針對非結構物進行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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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火警系統以及逃生通道之緊急照明設
備、標示設備等。NPC-3/NPC-3R 為維持
主要病患照護機能之非結構種類，如重要
醫療空間之特定非結構構件、設備以及自
動撒水設備。各研究與規範對於重要醫療
空間定義不一，國內衛生署報告將重要醫
療空間設定為急救所需之醫療空間，包括
加護病房、急診室、開刀房、洗腎室、藥
局、病理檢驗室、放射室與中央分配室。
加州規範則以重症照護病患相關為重要醫
療 空 間 ， 如 重 症 照 護 區 （ Critical Care
Area，包括加護病房 SCU、ICU 與 CCU、
血管攝影室、心導管實驗室、產房、急診
室、手術室、手術後恢復室及其他容納侵
入性療程、並連接電子醫療裝置病患的空
間)、藥局、臨床檢驗室、放射室、中央供
應室、無菌物品供應室。至於重要醫療空
間中的特定非結構構件與設備，由於加州
與我國規範均參酌 IBC2000 制定，故建議
之非結構與設備項目亦大致雷同。此外，
加州規範針對醫院要求與醫院生命安全及
持續運作性能相關之管線、電纜、空調風
管，以及醫院常見之暫存易燃與危險內容
物的容器之進行耐震性能設計。

線系統多採取明管配置、管線系統與設備
的各項避震設施。然而目前台灣法規對於
新建醫院內各項非結構物耐震設計及施工
仍然缺乏特定規範，而導致 921 大地震因
醫院非結構物破壞，迫使醫務人員撤離醫
院的窘境。美國加州政府 SB1953 與相關
法案為目前針對提昇醫院耐震功能較完整
的強制性法律，並以明確的時間表規定加
州執業醫院應如期達成耐震性能指標。雖
在 SB1953 法案制定至今的十餘年期間，
OSHPD 基於經濟與社會考量，數次修改
其性能指標與延展達到指標之期限，但
SB1953 醫院耐震功能設計精神與耐震性
能評估相關規定，仍可供本國醫院建築結
構與非結構進行耐震設計與補強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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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形狀記憶合金 RC 結構之耐震行為
莫詒隆1 廖文義2

摘 要
本 研 究主 要為 以 震動 台試 驗 探討 以形 狀 記憶 合金 桿 件為 鋼筋 混 凝土 構架 斜 撐
時，其對 RC 構架於韌性容量與強度上影響之探討，用於研究之鋼筋混凝土構架為一
單跨 RC 構架，其高度為 2.0m、跨度為 2.3m、柱尺寸為 20x20 cm，形狀記憶合金桿
件配置於 RC 構架中當作斜撐，並與水平成一 41 度之夾角。使用之形狀記憶合金為直
徑為 1.2 cm 之超彈性記憶合金(superelastic shape memory alloy，SMA)桿件，震動台試
驗採用之地震紀錄為 EL Centro 地震、Kobe 地震及台灣測站所記錄之遠域與近斷層地
震紀錄，由試驗結果並與空構架試驗結果比較得知，具 SMA 桿件斜撐構架可以有效
降低 RC 構架之地震反應甚多，SMA 桿件可於構架彈性階段內提供極佳之能量耗散能
力。

關鍵詞：形狀記憶合金，震動台試驗

一、前言
為了增加或提昇混凝土材料之性能表
現，多種新材料已被使用為混凝土之加勁
材，一最近被廣為運用到工程上之形狀記
憶合金(Shape Memory Alloy)具有兩種有
用之特性，當溫度低於材料變態點溫度
時，其具有材料加熱至變態點時允許回覆
到既定形狀之形狀記憶效應，另一特性為
溫度高於材料變態點溫度時，材料能承受
到約 8%應變仍保持無塑性形變之超彈性
(superelastic)效應。為有效利用形狀記憶效
應和超彈性效應，此些形狀記憶合金可於
混凝土澆鑄時預埋於混凝土中或外加於結
構體外而形成一個具智慧的加勁混凝土材
料。此些形狀記憶合金於混凝土養護完成
前施加預力，超彈性材料可明顯增加混凝
土的阻尼性質及使具承受較大衝擊的能
力。因此使得混凝土構造物為具有智慧之
材料，因為它具有自我感測和自我修復的
能力。透過監控此些埋入之形狀記憶合金
的電阻變化，則能夠得到混凝土結構內的
應變分佈情形。若由於爆炸或者地震而使
混凝土產生開裂，則透過電流加熱形狀記
1
2

憶合金可使此些合金收縮而產生一恢復力
來使混凝土裂縫閉合，此一自我修復的能
力可以處理到巨觀下之裂縫。此自我修復
的能力及固有阻尼性質將明顯增進混凝土
構造物受外力作用下的性能表現。最近幾
年來應用形狀記憶合金材料於土木結構耐
震方面之研究已經日益增多[1-4]，尤其在
應用鎳鈦形狀記憶合金(Nitinol)部份。鎳
鈦形狀記憶合金為鎳和鈦的一種特別合
金，其具有良好之電氣和機械方面的性
質、抗疲勞特性、和極佳的抗腐蝕能力。
鎳鈦形狀記憶合金為當前最被經常使用的
形狀記憶合金。
超彈性記憶合金於受力產生塑性變形
再卸載後仍可回覆原來形狀，其所具有之
遲滯迴圈行為具有相當優良之耗能特性，
此些特性使合金可作為結構控制用之被動
消能或隔震裝置，其特性亦可應用於增加
混凝土之阻尼比以達減震(振)功效，但此
些應用皆須要先了解形狀記憶合金與混凝
土互制行為才可將其適當安裝於結構重要
或關鍵部位以節省成本。
本研究主要為以震動台試驗探討以形

美 國休士 頓大學教授
國立高雄大學副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109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狀記憶合金桿件為 RC 構架斜撐時，其對
RC 構架於韌性容量與強度上影響之探
討，用於研究之鋼筋混凝土構架為一單層
單跨 RC 構架，其高度為 2.0m、跨度為
2.3m、柱尺寸為 20x20 cm，形狀記憶合金
桿件配置於 RC 構架中當作斜撐，並與水
平成一 41 度之夾角。使用之形狀記憶合金
為 直 徑 為 1.2 cm 之 超 彈 性 記 憶 合 金
(superelastic shape memory alloy，SMA)桿
件 ， 震 動 台 試 驗 採 用 之 地 震 紀 錄 為 EL
Centro 地 震 、 Kobe 地 震 及 台 灣 測 站
TCU052 所記錄之遠域與近斷層地震紀
錄，由含形狀記憶合金桿件斜撐構架試驗
結果並與空構架試驗結果比較得知，具形
狀記憶合金桿件斜撐構架可以有效降低
RC 構架之地震反應甚多，形狀記憶合金
桿件可於構架彈性階段內提供極佳之能量
耗散能力。

LVDT 進行測量，另 LVDT 亦放置於形狀
記憶合金斜撐桿上以測量記憶合金桿件之
軸向變形。

SMA bar
bracing

bracing 2

bracing 4

bracing 1
bracing 3
B

B

圖一

含形狀記憶合金斜撐試體圖

二、試驗程序
試驗試體為一個單層單跨 RC 構架，
採用震動台試驗，RC 構架，其柱淨高度
為 2.0m，跨度為 2.3m，柱頂支承一尺寸
為 470x160x40 cm 之混凝土質量塊，RC
柱尺寸為 20x20 cm，柱之配筋為以四支 3
號鋼筋為主筋，柱之箍筋為間距 10cm 的 3
號 鋼 筋 ， 3 號 鋼 筋 之 降 伏 強 度 為 3880
kg/cm2，混凝土抗壓強度為 350 kg/cm2，
圖 1 為試體之尺寸與配筋圖，圖中試體為
具形狀記憶合金斜撐構架，對照參考用之
試驗 RC 構架，僅為將記憶合金斜撐移除
之試體，其尺寸與配筋都完全相同，其於
本研究中稱為空構架。
本研究採用變態點為約 85 度之形狀
記憶合金為混凝土構架試體之斜撐，其與
常溫狀態下為超彈性(Superelastic)形狀記
憶合金，合金之密度約為 6.5 g/cm3，其加
載降伏強度為 6900 kg/cm2，卸載降伏強
度則為 1950 kg/cm2，為形狀記憶合金具
有極佳之抗腐蝕性，採用之形狀記憶合金
的機械性質如表 1 中所示，另圖 2 中所示
則為記憶合金斜撐安裝於 RC 構架試體中
之照片。 RC 構架試體的水平變位採用

圖二 試體照片
表一

記憶合金之機械性質

Property
Maximum strain
recovery
Young's modulus
Yield strength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Elongation at
failure
Poisson ratio

SMA
Superelastic

Martensite

8%

8%

30 - 83 GPa

21 - 41 GPa

195-690 MPa

70-140 MPa

1068 MPa

1237 MPa

17.50%

12%

0.33

0.33

Notes: Data provided by Special Metals Corporation

震 動 台 試 驗 採 用 之 地 震 紀 錄 為 EL
Centro 地 震 、 Kobe 地 震 及 台 灣 測 站
TCU052 所記錄之遠域與近斷層地震紀
錄，對於具形狀記憶合金斜撐 RC 構架之
輸入 PGA 範圍為約 0.1g~0.5g 左右，而不
具形狀記憶合金斜撐之 RC 空構架，則其
輸入 PGA 範圍為約 0.1g~0.3g 左右。表中
地震記錄 TCU052(近域)為在 921 地震中
中央氣象局於測站 TCU052 實測之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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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記 錄 ， 而 TCU052( 遠 域 ) 則 為 測 站
TCU052 過去所測到之東部外海地區所發
生地震之記錄。在試驗進行前，為使超彈
性記憶合金可以藉由其加載降伏及卸載降
伏曲線之不同來發揮其消能能力(圖 3)，使
RC 構架於彈性階段時記憶合金即可開始
消能，所以於各個記憶合金斜撐桿件外加
一約 2%之預應變。

base shear (t)

進行振動台試驗時，先以空構架進行
試驗，但未避免構架之非線性行為過多，
所以各種地震皆只有進行 PGA=0.1g 之測
試，隨後即安裝 SMA 斜撐進行具 SMA 斜
撐 RC 構架之試驗，試驗之地震輸入的
PGA 從 0.1g 到 0.5g 不等，完成具 SMA 斜
撐 RC 構架之測試後，拆除 SMA 斜撐後再
進行 PGA 為 0.2g 及 0.3g 之空構架試驗。

於其加載降伏平台(loading plateau)與卸載
降伏平台(unloading plateau)間之反覆加載
行為，所以具 SMA 斜撐構架即藉由此消
能平台之效能來達到減少層間變位與消能
之目的。表 2 為所有試驗之具 SMA 斜撐
構架與空構架之最大層間變位的比較表，
除 TCU052 近斷層地震於 PGA=0.2g 之試
驗外，所有其他試驗資料顯示 SMA 斜撐
可以有效大幅減少 RC 構架之地震層間變
位反應。表 3 則為所有試驗之具 SMA 斜
撐構架與空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的比較
表，表中顯示在 PGA 較小之情況下(如
PGA=0.1g)，SMA 斜撐構架之最大基底剪
力與空構架相差不多，並不會有放大地震
加速度與基底剪力之情況，但在 PGA 較大
之情況下(如 PGA=0.3g)，可能因為空構架
降伏之原因，所以相較下，SMA 斜撐構架
引制之基底剪力會比空構架稍微增大許
多。
4.0

0.0

圖三 超彈性記憶合金之應力應變曲線

-30

0

30
drift (mm)

三、試驗結果

111

-4.0

圖四(a) SMA 斜撐構架之遲滯迴圈圖
(Kobe，PGA=0.2g)
base shear (t)

圖 4 為 SMA 斜撐構架與空構架在輸
入地震為 Kobe 地震，PGA=0.2g 時，具
SMA 斜撐 RC 構架與空構架之遲滯迴圈
(基底剪力-層間變位)比較圖，由圖中可以
明顯得之，具 SMA 斜撐 RC 構架不僅層間
變位遠小於空構架之試驗結果，其基底剪
力亦比無斜撐之空構架降低許多。圖 5 則
為 SMA 斜撐構架與空構架在輸入地震為
TCU052 遠域地震，PGA=0.3g 下，具 SMA
斜撐 RC 構架與空構架之遲滯迴圈比較
圖，圖 5 中所顯示之試驗結果與圖 4 類似。
由圖 4 及圖 6 中可以發現，具 SMA 斜撐
構架與空構架之遲滯迴圈行為上有明顯之
不同，對於 RC 空構架之遲滯迴圈與一般
結構試驗之遲滯行為一樣，但具 SMA 斜
撐構架之遲滯行為則類似於記憶合金桿件

4.0

0.0
-30

0

30
drift (mm)

-4.0

圖四(b) 空構架之遲滯迴圈圖
(Kobe，PGA=0.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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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展望

base shear (t)

本研究以震動台試驗比較探討具形狀
記憶合金斜撐 RC 構架之耐震性能，震動
台試驗採用之地震紀錄為 EL Centro 地
震、Kobe 地震及台灣測站所記錄之遠域與
近斷層地震紀錄，由試驗結果及與空構架
試驗相比較得知，具 SMA 斜撐構架可以
有效降低 RC 構架之地震反應甚多，SMA
桿件可於構架彈性階段內提供極佳之能量
耗散能力。
4.0

0.0
-30

0

austenite NiTi bars subjected to tor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Vol. 43, pp. 2631-2656 (2001).
3. Indirli, M. et al., “Demo Application of
Shape Memory Alloy Devices: The
rehabilitation of S. Georgio Church Bell
Tower,” Proceedings of SPIE. Vol. 4330,
pp.262-272 (2001).
4. Song, G., K. Otero and Y.L. Mo,
“Develop Intelligent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Using Piezoceramics and
Shape Memory Alloys,”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New Frontier and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Nanjing, PRC, October
18-20, (2004).
表二

30
drift (mm)

SMA 斜撐構架與空構架之最大層
間變位

Seismogram
-4.0

base shear (t)

圖五(a) SMA 斜撐構架之遲滯迴圈圖
(TCUF，PGA=0.3g).

EL Centro

4.0

Kobe

TCUF
0.0

-30

0

TCUN

30
drift (mm)

表三
-4.0

圖五(b) 空構架之遲滯迴圈圖(TCUF，
PGA=0.2g)

EL Centro

1. DesRoches, R. and Delemont, M.,
“Seismic retrofit of simply supported
bridges using shape memory alloy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24, pp.
325-332 (2002).
2. Dolce, M. and Cardone, D., “Mechanical
behavior of shape memory alloys for
seismic application 1. Martensi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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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drift (mm)
Reduction
with SMA Bare
ratio
bracing
frame
8.396
11.664
0.63
18.220
21.131
0.87
29.435
45.466
0.64
4.798
10.950
0.38
7.984
21.506
0.26
12.397
39.451
0.30
2.124
7.041
0.32
3.809
14.823
0.25
5.731
27.586
0.25
14.612
16.663
0.67
48.918
32.136
1.68

SMA 斜撐構架與空構架之最大基
底剪力

Seism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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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A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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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1.12
1.96
1.14
2.22
3.09
1.24
3.90
1.62
0.67
1.25
2.55
0.57
2.12
2.80
1.23
3.63
1.15
1.06
1.14
2.14
1.03
2.23
2.41
1.68
3.41
0.63
1.00
0.83
1.33
1.71
2.07

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研究
鍾立來1 吳賴雲2 張忠信3 黃旭輝 3 陳家乾4

摘 要
調諧質塊阻尼器 (TMD) 屬於被動控制系統之一，主要利用質塊與主結構基本頻率
相互調諧以降低外在擾動作用於結構之反應，然而目前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理論
及應用已經相當成熟，但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最佳化理論仍在發展中。因此本文旨在探
討單自由度結構加裝單一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理論，探討各參數對結構減振之
影響，並舉台北 101 大樓做為分析案例，以驗證非線性 TMD 之可行性。

關鍵詞：調諧質塊阻尼器、被動控制、非線性、最佳化、台北 101

一、前言

二、研究方法

調諧質塊阻尼器 (Tuned Mass Damper, 2.1 動力分析
TMD) 乃一具有質量、阻尼及彈簧之結構
單自由度結構加裝單調諧質塊阻尼器
振動控制系統，其自然振頻與結構之基本
可由圖一表示。
振頻相調諧。當主結構受到外在擾動時，
CD
主結構之振動量轉移至質塊阻尼器上，以
KD
MD
降低主結構動態反應，並且質塊阻尼器具
CS
有阻尼特性，可消散傳入之振動量，進而
提昇主結構之安全性及服務性。調諧質塊
KS
MS
阻尼器無須外加之能量，故為被動控制元
件之一。
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理論及
應用已經相當成熟，經由學者專家不斷努
力，結構系統已從單自由度，發展至多自
由度，甚至納入其扭轉效應；質塊阻尼器
之數目已從單一，發展至多重；結構之外
在擾動已從白訊 (white noise)，發展至任意
頻譜，甚至 non-stationary。但是，非線性
調諧質塊阻尼器最佳化理論之研究與發
展，則仍在努力中。有鑑於此，本研究旨
在探討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理
論，考慮阻尼之非線性，提出最佳參數之
設計方法，期有助於結構減振之應用及推
廣。

圖一 單自由度結構加裝調諧質塊阻尼器
其中 M S 、 CS 與 KS 分別代表結構系統之質
量、阻尼係數及勁度；而 M D 、 C D 與 K D 則
代表調諧質塊之質量、線性阻尼係數及勁
度。加裝 TMD 之結構可視為二自由度系
統，若需探討非線性阻尼力，則需將阻尼
力視作外力表示，故其動力平衡方程式可
表示為:
&& + Cx& + Kx = BSU (t ) + ESW (t )
Mx
⎡M
其中 M = ⎢ D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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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
、C = ⎢
⎥
⎥
MS ⎦
⎣0 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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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D
⎣− KD

−KD ⎤
⎡XD ⎤
、
x
=
⎢ X ⎥ 代表 TMD
K D + KS ⎥⎦
⎣ S⎦

⎡ −1⎤
與主結構相對於地表之位移； BS = ⎢ ⎥ 表
⎣1⎦
⎡0 ⎤
示阻尼力配置矩陣；ES = ⎢ ⎥ 為外在擾動配
⎣1 ⎦
置矩陣(作用於主結構)、 U (t ) 為施加阻尼
力，可由下式表示之
α

U (t ) = Cnd V (t ) sgn(V (t ))

(2)

Cnd 為非線性阻尼係數； V (t ) 為 TMD 與主
結構之相對速度、α 為相對速度次方係數；
sgn(•) = • • ，表示相對速度正負值，可用

進而比較之，可求解不連續、不可微分及
高度非線性問題。

三、參數分析
本段描述 TMD 各參數對於目標函數
(最佳化問題) 之靈敏度進行討論，其主結
構相關參數視為已知參數，因此僅探討調
諧質塊之質量 ( M D )、頻率 ( f D ) 與非線性
阻尼器參數 ( C nd ， α ) 之變化趨勢。採用
的風力歷時為白訊 (White noise)，其特性
為涵蓋各種頻率，如圖二所示。

以辨別出阻尼力之作用方向。 W (t ) 則為外
加風力。
為便於求解其動力方程式，擬採用狀
態離散時間方程式作為求解動力歷時之方
法，將(1)式經轉換為狀態空間方程式，並
給定其初始條件，可解得式(3)
z[k + 1] = A d z[k ] + B dU [k ] + EdW [k ] (3)
其中 A d = e AΔt 為 2 n × 2n 離散時間系統矩
陣； B d = A −1 ( A d − I )B 為 2n × 1 離散時間控
制矩陣； E d = A −1 ( A d − I )E 為 2n × 1 離散時
間擾動矩陣。

圖二 風力歷時 (white noise)
將調諧質塊之質量與頻率無因次化，
即分別除以結構的質量與頻率，並分別定
義為質量比 (mass ratio ， Rm ) 及頻率比
(frequency ratio， Rf )。欲使得結構位移或
加速度最小化，因此將目標函數定義為位
移 比 Dr (Displacement ratio) 與 加 速 度 比
Ar (Acceleration ratio)。

2.2 直接搜索法

Dr =

n

∑ ( X [ k ])

control

2
∑ ( X&& S [ k ]) control

∑ ( X&& [ k ])

k =1

本文擬探討結構加裝非線性阻尼器之
最佳化理論，對於非線性 TMD 問題，會對
於結構反應造成影響的僅為 TMD 質量，
TMD 頻率及 TMD 之非線性阻尼係數，而
這些參數之改變，直接造成 TMD 對於結構
控制效果之優劣反應，因此最佳化問題則
著眼於如何求得上述參數。在此引入一最
佳化工具 ( 直接搜索法 ) 做為最佳化分析
工具。
直接搜索法 (Direct Search) 為求解最
佳化問題的一種方法[1]，其不需像傳統最
佳化方法般求取目標函數之梯度，搜索過
程乃層層迭代方式，先給定一起始點，再
依據吾人欲探討之目標函數搜索附近點，

Ar =

n

∑ ( X [ k ])

S

n

k =1

2

S

k =1
n

S

k =1

2
not control

2
not control

(4)
(5)

進行參數分析時，主結構之相關參數
採用台北101單自由度化之數據，見表1所
示。分別針對 α = 0.5 、α = 1.0 及 α = 2.0 加
以探討。
分析結果顯示，位移比與加速度比之
最佳化參數幾乎一致，因此僅採用位移比
作為目標函數來進行最佳化分析。首先針
對質量比做探討，針對不同的質量比( Rm )
與阻尼形式 ( α )，搭配直接搜尋法，來求
取最小值，最佳化參數包含頻率比 ( Rf )
與阻尼係數 ( C nd ) 。以位移比作為目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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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觀察出無論阻尼形式為何，質量比越
大，結構減振效果越佳，圖三顯示 α = 0.5 之
阻尼型式，而過大的質量比會造成結構荷
載負擔，因此以下之參數，僅採用質量比
為0.01作為分析探討。

率比 ( Rf ) 只與阻尼形式( α ) 有關，與風
力大小無關。當 α = 1.0 時，最佳阻尼係數
( C nd )並不隨風力大小改變；當 α = 0.5 時，
其求解之最佳阻尼係數正比於風力倍率之
平方根；反之，當 α = 2.0 時，所求得之最
佳阻尼係數反比於風力倍率。經由多組風
力及阻尼型式之下，推斷其關係式如下
Cnd(N)
= N 1−α
(6)
Cnd
其中 Cnd 為基準風力下之最佳阻尼係數，
Cnd(N) 為N倍風力作用下之最佳阻尼係數。

圖三 最佳質量比曲線 ( α = 0.5 )

四、案例分析

欲驗證直接搜尋法作為分析最佳化參
數之可行性，以最佳參數為中心，延伸一
定範圍，且在該範圍內，給定固定參數點，
以計算其目標函數，再繪製出立體網狀
圖，圖四為三種阻尼形式之立體網狀圖，
所求得之最低點數據及直接搜索法搜索結
果列於表2。數值非常相近，由此驗證直接
搜尋法可準確的求出最佳值與最佳參數
值。最佳頻率比大致在1.0左右，並且由表2
可觀察出阻尼形式 ( α ) 越大，最佳之頻率
比呈現遞減之趨勢，即調諧質塊之勁度相
對應減小，至於阻尼係數 ( C nd ) 則是隨著
α 增大而增大。

(a) α = 0.5

(b) α = 1.0

以台北 101 結構轉換單自由度系統作
為案例分析之結構系統，並分別比較未加
裝 TMD、加裝台北 101TMD 以及本文所提
之 三 種 阻 尼 型 式 ( α = 0.5 、 α = 1.0 、
α = 2.0 )最佳化 TMD 之減振效果。
參考文獻[2]，台北 101TMD 結構系統
參數可見表 1，其採用非線性阻尼器作為消
能元件，其阻尼力與速度呈現二次方之非
線性關係。利用直接搜尋法針對單自由度
結構加裝單一 TMD 進行最佳化分析，質量
比 ( Rm ) 固定為 1.25%，風力採用半年回
歸期風力譜所計算之風力，如圖五所示。
針對不同之阻尼型式 ( α = 0.5 、 α = 1.0 與
α = 2.0 ) 進行最佳化分析，因此最佳化分
析之參數只有頻率比 ( Rf ) 與阻尼係數
( Cnd ) 兩個參數。並以結構舒適度作為設計
考量，採用加速度比 ( Ar ) 作為目標函數
進行最佳化分析。

(c) α = 2.0
圖四 立體網狀圖
由於非線性系統之反應與外荷載並非
呈現線性變化，在此改變風力荷載之倍率
，觀察最佳參數變動趨勢，觀察到最佳頻

圖五 台北 101 風力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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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北 101 結構參數

表 3 為採用加速度比 ( Ar ) 為目標函
數進行最佳化分析所獲得的最佳化參數進
行歷時分析之結果，分別與台北
101TMD、Without TMD 比較，可觀察出加
裝 TMD 可有效降低結構振動，其結構最大
加速度均可降低至 5gal 以下，符合舒適度
要求，而 α 值越大 TMD 相對位移越小，但
相對需要較大的阻尼力。

參數 (單位)

數值

2
M S (ton-sec /m)

5371.70

CS (ton-sec/m)

192.40

K S (ton/m)

4306.80

2
M D (ton-sec /m)

67.28

2

2

C nd (ton-sec /m )

101.94

五、結論

K D (ton/m)

52.38

加裝TMD結構系統對於動力反應有明
顯降低的趨勢，並由參數分析過程中，驗
證使用直接搜尋法作為求解最佳化參數之
可行性，其中質量比 ( Rm ) 越大，結構反
應越小；最佳頻率比 ( Rf ) 在1.0左右，並
隨著阻尼形式 ( α ) 改變而變化，但不受風
荷載大小影響。阻尼係數 ( C nd ) 則隨著阻
尼形式 ( α ) 的選擇以及風力荷載不同而
有規則性變化。藉由台北101之實際分析案
例，加以驗證最佳化理論可獲得較佳之結
果。目前研究只針單自由度結構加裝單一
調諧質塊加以分析與研究，無法模擬實際
結構之多自由度行為，例如結構扭轉效
應，因此後續研究將針對多自由度結構加
裝單一調諧質塊，甚至多自由度結構加裝
多個調諧質塊進行最佳化理論之分析與探
討，更能模擬實際結構之行為。

質量比 Rm

0.0125

參考文獻
[1]Torczon, V. “On the convergence of
Pattern Search Alogorithms.”,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 Vol. 7, No.
1,pp.1-25(1997)
[2]吳賴雲、鍾立來、陳家乾、黃國倫“台
北 101 結構風力振動之控制模擬＂，第
七屆結構工程研討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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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直接搜索法驗證

α
0.5
1.0
2.0

Rf

直接搜尋
0.9944
0.9924
0.9909

Cnd

三維圖
0.9940
0.9920
0.9900

直接搜尋
0.8205
2.9821
33.2899

三維圖
0.8000
3.0000
33.0000

表 3 案例分析結果
反應最大值
Displ.
(m)

Accel. Rel. displ. Damping force
(m/sec^2)
(m)
(ton)

Without
TMD

0.0785

0.0654

Taipei 101

0.0571

0.0462

0.2272

4.3065

0.0569
0.0576
0.0555

0.0431
0.0444
0.0459

0.2665
0.2527
0.2313

2.4314
3.1512
4.1355

α

0.5
1.0
2.0

可更換與最佳化 X 字型鋼板消能器
於含樓板預力梁柱接頭之研究
鍾立來1 吳賴雲2 包桓宇3 蔡銘益 3 蔡昇甫 3

摘 要
當傳統梁柱接頭受到地震衝擊時，地震能量使梁端產生塑鉸變形而消散能量，在震
後建築物無法修復，進而產生預力接頭之研究。利用預力接頭介面開啟之機制，安裝消能
元件，以消散地震傳入建物之能量，消能元件以撓曲消能為設計，設計一 X 字型消能鋼
板，當鋼板受到梁柱介面開啟而降伏時，若全斷面同時降伏將吸收最大之能量，本研究將
X 字型消能器以位移與轉角作為參數，進行最佳化設計，以達到同時降伏之目的，進而將
X 字型消能器設計為可更換之形式，使得震後之 X 字型消能器可以更換，以發揮建物最
大之使用年限，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

關鍵詞：梁柱接頭、預力、X 字型消能器、最佳化

一、前言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交界處，其板塊錯
動所產生之地震對台灣而言是不可逃脫的
宿命，近十年中最著名之大地震就屬 921
集集大地震，西元一九九九年 9 月 21 日凌
晨一時四十七分，在台灣南投縣集集鎮發
生芮氏規模 7.3 之大地震，所造成之災害
極大，耐震建築再度受到重視。回顧預力
結構建築系統之起源，源自於西元一九九
四年美國北嶺大地震，地震過後美國
Precast/Prestressed Concrete Institute (PCI)
與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開
始計畫有關耐震性的預鑄建築，經過幾年
的研究，預力式預鑄建築逐漸受到重視。

在經過地震消能過後，可以迅速簡單的方
式更換消能器，而繼續維持建築物制震效
能。再者，在梁柱介面打開的同時，X 字
型消能器除了受到一位移 Δ 外，也存在著
一轉角 θ ，如圖一所示，此轉角在梁柱介
面打開的同時提供勁度，為使 X 字型消能
器能夠在同一時刻全斷面降伏，必須考慮
此轉角加以分析，使 X 字型消能器達到最
佳化設計，因此 X 字型消能器最佳化設計
比例為：

ha
h + 3d b
= d
hb 2hd + 3d b

(1)

二、消能器之最佳化與可更換性

其中 ha 為消能器反曲點到頂部之距離、 hb
為消能器反曲點到底部之距離、d b 為 H 型
鋼梁之深度、 hd 為 X 字型消能器之高度。

X 字型消能器在受到地震過後，降伏
之消能器若無法更換，則成為下一波地震
來臨前的隱憂，有鑑於此，將消能器加以
改良，使 X 字型消能器上緣對鎖於柱上，
下緣焊接一塊厚鋼板並鎖於梁翼板，如此

本研究試體之消能器上端使用直徑
20mm 之 A490 螺桿對鎖於 CFT 柱上，因
而設計五個直徑 21.5mm、間距 60mm、邊
距 30mm 之孔洞。消能器下方使用直徑
20mm 之 A490 螺栓鎖於梁翼板上，因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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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長度 400mm 、寬度 70mm 、厚度
30mm 之鋼板，以削切 45° 並全滲透焊之方
式與 X 字型消能器接合，在此鋼板上設計
四個直徑 22mm 之螺栓孔，邊距為 90mm、
間 距 為 70mm ， 鋼 板 中 央 之 間 距 則 為
80mm，是為配合梁腹板位置所設計，如圖
二所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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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樓板設計圖

圖四 樓板接合處之處理
圖一 消能器變形圖

四、實驗規劃與結果
此實驗模擬一棟跨距 6 公尺、樓高 3.2
公尺之預力建築大樓，當建築物受到地震
時，分別在梁、柱反曲點位置擷取出梁柱
接頭，依據此四個反曲點與一接頭做模擬
試驗。

圖二 消能器配置圖

三、樓板的設計
在梁柱介面打開的同時，樓板受到拉
力而張開，在試體樓板設計上，採用中間
切開方式，使樓板隨著梁柱介面開啟而張
開，考慮樓板往後之實用性，在東西兩樓
板交界處蓋上一塊鋼承板，鋼承板採用之
型號為 ALN，在鋼承板下凹處鋪設三號鋼
筋，其樓板平面圖如圖三所示，樓板接合
處之處理如圖四所示。

實驗總共有四支試體，分別為
BCh30t20 、 BCh30t15 、 PBCCSh20t25 與
BCSh30t20，其中 BC 意為梁柱接頭、h 代
表 X 字型消能器之高度、t 為 X 字型消能
器之厚度、S 為試體加設樓板，第三支試
體 PBCCSh20t25 為前研究之試體加設樓
板加以比較。為測試消能器在地震後是否
可迅速更換，故 BCh30t20、BCh30t15 與
BCSh30t20 為同ㄧ組梁柱構架，X 字型消
能器之更換空間需要 100mm，以氣動扳手
鬆開螺栓，更換新的消能器後，以扭力扳
手施拉螺栓預力。在 BCh30t20 實驗結束
後，立即更換 X 字型消能器形成 BCh30t15
再作測試。當 BCh30t15 測試結束後，再
次更換消能器並加設樓板形成 BCSh30t20
繼續實驗，如此步驟不僅可測試 X 字型消
能器之更換可行性，也可降低加設樓板前
後控制變因之差異。
試體 BCh30t20 drift ratio 達 6.0％如圖
五所示，BCh30t20 在負向解壓殘留變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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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 15.3mm 之殘留變位。在理論與
實驗之遲滯迴圈比較如圖六所示，當實驗
達 drift ratio 6.0％時，理論值較實驗值大
的原因，為在理論推導時，並沒有考慮其
預力損失的情形。此試體實驗開始之初始
預 力 為 795.63 kN ， 實 驗 結 束 之 預 力 為
685.52 kN ，預力損失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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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periment
KN

試體 BCh30t15 drift ratio 達 6.0％如圖
七所示，BCh30t15 在消能器厚度減少 5mm
之情況下，遲滯迴圈包圍的面積較小，顯
示所消散之能量並無試體 BCh30t20 之效
果大；在負向解壓殘留變位較試體
BCh30t20 小，在 drift ratio 6%約有 7.6mm
之殘留變位。在理論與實驗之遲滯迴圈比
較如圖八所示，實驗開始之勁度較理論
小，其原因在於第一次實驗時，解開側撐
使得梁扭轉變形嚴重，使梁之勁度下降許
多。實驗開始之初始預力為 802.4 kN ，實
驗 結 束 之 預 力 為 770.15 kN ， 預 力 損 失
4.02%。

圖五 試體 BCh30t20 於 drift rati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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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BCh30t20 理論與實驗之遲滯迴圈比
較

試體 PBCCSh20t25 drift ratio 達 6.0％
如圖九所示，PBCCSh20t25 之消能器高度
比 BCh30t20 少 10mm、厚度多 5mm，所
消散的面積較之前的試體多；在負向解壓
殘留變位為這一系列實驗中最大，在 drift
ratio 6%約有 52.52mm，在正向解壓殘留變
位極小，約只有 7.31mm，原因在於樓板
自重有助於自我恢復之力量，反觀負向解
壓相對較難以回到原點。在理論與實驗之
遲滯迴圈比較如圖十所示。實驗開始之初
始預力為 1039.32 kN ，實驗結束之預力為
912.75 kN ，預力損失 12.18%。
試體 BCSh30t20 drift ratio 達 6.0％如
圖十一所示，BCSh30t20 與 BCh30t20 的
差異，在於 BCSh30t20 多增設了樓板，在
drift ratio 6%約有 24.48mm 的殘留變位。
在理論與實驗之遲滯迴圈比較如圖十二所
示。此試體實驗開始之初始預力為
718.58 kN ， 實 驗 結 束 之 預 力 為
691.13 kN ，預力損失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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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體 BCh30t15 於 drift rati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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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BCh30t15 理論與實驗之遲滯迴圈比
較

圖九 試體 PBCCSh20t25 於 drift rati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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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設計上，可避免梁柱介面開啟時，樓
板產生龐大開口的問題。

300
theory
experiment

200

本研究與實驗經過分析比較後，還有
許多不足的地方，對於未來的發展，盼能
討論此 X 字型消能器於外柱的行為，且將
本實驗的四支試體之實驗結果作數值模
擬，進而將各構件參數予以最佳化，還有
在消能效果與殘留變位中，設計最佳化參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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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展望
在實驗過後，CFT 柱、H 型鋼梁與梁
柱交會區，沒有產生非預期之破壞，證明
此梁柱接頭之可行性。而實驗變形集中於
梁柱介面之開啟變形，X 字型消能器吸收
82%以上之能量，其消能效果良好。
本研究提出 X 字型消能器最佳化理
論，只需 H 型鋼梁深度與消能器高度，即
可設計出最佳化消能器。在實驗結束後，
迅速更換 X 字型消能器繼續實驗，證明可
更換 X 字型消能器之可行性。並且在樓板
120

運用 COC-VG 於複合式基底隔震系統
林沛暘1

羅俊雄2

鄭橙標3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結合兩組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振器以及雙向滾動單擺支承墊，建構
大尺寸樓房結構基底隔震系統，並於震動台上進行雙向地震試驗。在半主動控制系統方
面，本研究提出 Clipped-optimal-control with variable gains (COC-VG)來作為磁流變減振器
之控制。COC-VG 的特色在於多種控制目標函數的設定以及自動可變之控制增益函數，
其可以霸幅增加半主動控制系統的控制效率以及可適性，針對各種不同類型以及震度之地
震做最佳化之控制。大尺寸結構之震動台試驗結果顯示，此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可以
有效地減低加速度反應並同時兼顧隔震系統的衝程。不論是近域或者遠域地震，大震度亦
或是小震度，此系統均能提供優異之隔震效果。

關鍵詞：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振器、隔振系統控制系統

一、前言
本研究結合四組雙向滾動單擺支承墊
以及兩組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振器，建構
一雙向複合式隔震系統。雙向滾動單擺支
承墊負責提供隔震系統穩定、可靠的回復
力，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振器提供即時可
變的最佳化消能。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控制
元件為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振器，其無法
如主動控制制動器依班自行產生控制力，
因此必須將最佳化之控制力訊號，轉會成
為最佳化之控制電壓，輸出至磁流變減振
器，以產生對應之最佳化控制力。本研究
提出 Clipped-optimal control with variable
gains 來計算磁流變減振器的及時控制電
壓。首先，建立多組由不同控制目標函數
所求得之控制增益矩陣，不同控制目標函
數可以兼顧大小震度的地震下之控制效
果。接下來藉由結構反應的訊號回饋決定
採用之控制增益矩陣配比，計算出最佳化
目 標 控 制 力 。 最 後 藉 由 Clipped-optimal
control 計算對應磁流變減振器狀態以及目
標控制力的最佳化控制電壓。配置此複合
式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之單層樓房結
1
2
3

構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震動台進行
測試。不同的地震紀錄，多組 PGA 強度的
地震歷時用來測試此隔震系統。震動台試
驗結果顯示，此複合式半主動控制基底隔
震系統可以穩定、可靠且有效率地減低上
部結構的震動。最重要的是此系統可以對
及大震度以及極小震度的地震，有自適
性。也就是說此系統可以針對各種震度以
及類別的地震，自行判斷以及調整，提供
最佳化的控制效果。

二、半主動控制系統介紹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半主動控制磁流
變減振器，無法如主動制動器一般直接輸
出最佳化控制力。由於磁流變減振器為一
高度非線性元件，穩定準確的逆數值分析
模型(輸入：控制力；輸出：控制電壓)非常
難以建立。Clipped-optimal control 提供了
一個簡便的方法來將目標控制力轉換成為
磁流變減振器的控制電壓。以下將整各控
制劉承作一簡單介紹：
z 主動控制力計算：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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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控制理論已將發展了十數年，各
種控制理論，如最佳化控制、模態控制、
H-infinity control 以及滑動模式控制均有其
優點，也均可以採用直接輸出回饋。本研
九採用的方法為具有可變增益之 LQR 控制
理論。傳統 LQR 控制理論之增益矩陣如下：
G = − ( D T QD + R ) −1 ( B T P + D T QC )

(1)

圖二 Clipped-optimal control 控制流程圖
以傳統之 LQR 控制理論為基礎，根據
不同之控制目標函數（有些著重位移控
制，有些著重加速度控制），計算出多組
增益矩陣（eq (2)），最終的增益矩陣則由
隔震系統的衝程反應回饋，即時在這些增
益矩陣中作組合（eq (3)），計算出最佳的
目標控制力。
z 控制電壓計算：
圖一 半主動控制系統之控制電壓以及震
度示意圖
本研究之主要控制目標為在容許之隔
震系統衝程下，減低加速度反應。根據以
往之經驗，裝置磁流變減振器之隔震系統
在最大控制電壓下，其位移最小但上部結
構加速度大。最小控制電壓下，其位移最
大但上部結構加速度最小。如圖一所示，
本研究之目的再於創造出一個控制系統，
能在容許的隔震系統衝程內，盡量僅低上
度結構之加速度反應。因應此需求，於是
提出可變增益之 LQR 控制理論。
⎧ G1 = −( D T Q1 D + R1 ) −1 ( B T P1 + D T Q1C )
⎪
T
−1
T
T
⎨G2 = −( D Q2 D + R2 ) ( B P2 + D Q2 C )
T
−
T
T
1
⎪ G = −( D Q D + R ) ( B P + D Q C )
3
3
3
3
⎩ 3

⎧ x ≤ x1
⎪
⎪ x1 < x < x2
⎪
⎨
⎪ x 2 < x < x3
⎪
⎪ x ≥ x3
⎩

G = G1
x − x1
x −x
+ G1 * 2
G = G2 *
x2 − x1
x2 − x1
x −x
x − x2
+ G2 * 3
G = G3 *
x3 − x2
x3 − x 2
G = G3

(2)

(3)

根據目標控制力、磁流變減振器狀態
以及數值分析模型(輸入：狀態、控制電
壓；輸出：控制力)。Clipped-optimal control
可以用來計算出對應之控制電壓。根據磁
流變減振器的狀態（相對速度），運用識
別出來的數值分析（改良式文氏模型）可
以計算出多組電壓下之控制力。比對目標
控制力，並進一步將內插（eq (4)）求取精
確之控制電壓。整體 Clipped-optimal control
控制流程圖如圖二。
V = Vj *

Fdesired − FMR _ Vi
FMR _ V j − FMR _ Vi

+ Vi *

FMR _ Vi − Fdesired
FMR _ V j − FMR _ Vi

(4)

三、震動台試驗配置
本研究所採用之試體為單層鋼構樓房
結構，配置複合式基底隔震系統。上部結
構長 3m、寬 2m、樓高 3m（見圖三）。樑
柱尺寸皆為 H150X150X7X10。樓版乙同尺
寸之大小樑與 25mm 之鋼板焊接而成。樓
板重 2500kg。ㄧ樓地板配置雙層共 28 組配
重鉛塊，重 7000 kg。二樓配置單層共 14
組配重鉛塊，重 3500 kg。因此上部結構總
重 15500 kg。複合式基底隔震系統由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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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滾動式單擺支承墊支撐四支柱腳。隔
震系統之周期由滾動式單擺支承墊的軌道
曲率所決定，在本研究中，採用的是上下
對稱之軌道，曲率半徑為 1m，配合滾輪組
的幾何，雙向之的回復周期均為為 2.77 秒。
一樓樓板下方裝置兩隻磁流變減振
器，分別控制隔鎮系統之雙向震動。複合
式基底隔震系統半主動控制流程圖如圖
四。震動台輸入震波，感應器感應到結構
物的震動，將訊號傳遞給資料擷取系統儲
存，同時依部分的訊號作為控制系統的回
饋輸入至 dSPACE 控制模組。控制模組根
據植入之半主動控制程式，計算出對應之
磁流變減振器控制電壓，透過 D/A 轉換器
輸出至磁流變減振器進行控制，同時也將
此控制電壓傳遞給資料擷取系統儲存。

(J6)。四組雙向地震紀錄，包含 El Centro、
Kobe 以及集集地震(TCU068 與 TCU129 兩
個測站紀錄)。最大地表加速度(PGA)由
100gals 開始，200gals、300gals 一直逐步
增加，直到隔震系統達到極限負荷為止。
兩組固定控電壓的被動式控制：P-off(無電
源狀態）以及 P-max(最大控制電壓 1.2V），
以及運用 COC-VG 之半主動控制系統均完
成一系列震波之震動台測試。圖五顯示兩
組被動控制與半主動控制系統在各種震度
（PGA）的 El Cetro 地震下 J2 與 J3 控制效
果比較。P-off 下的加速度減低效果最好，
但 PGA 一超過 300gals 後，其位移便會超
過系統負荷。也就是說雖然他有優異之隔
震效果，但不適用於中大震度之地震。
P-max 則完全相反，它可以保護隔震系統
直到 600gals 的地震。但是它的加速度隔絕
效果最差。運用 COC-VG 之半主動控制系
統，其加速度減低效果優異，同時又能夠
承受 600gals 的地震力作用，很明顯為最佳
的控制系統。

圖三 複合式基底隔震系統震動台試驗照
片

四、震動台試驗結果
為明確量化控制效果，本研究訂立以
圖四 複合式基底隔震系統半主動控制流
下 六 組 效 能 指 標 ： 最 大 基 底 剪 力 (J1 /
程圖
kg-m)、最大隔震系統位移(J2 / m)、上部結
圖六顯示半主動控制系統（COC-VG）
構最大絕對加速度(J3 / m/s2)、減震器最大
出力(J4 / kg)、隔震系統位移之均方根值(J5) 加速度、位移歷時圖。由圖可見透過此複
以 及 上 部 結 構 絕 對 加 速 度 之 均 方 根 值 合式基底隔震系統，加速度反應由 600g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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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絕至 200gals 以下，68%的加速度控制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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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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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了一套複合制基底隔震系
統，並以震動台試驗驗證其地震下的真實
功效。大尺寸的結構，即時計算的半主動
控制系統，智慧型的磁流變減振器，均在
此次震動台試驗驗證其可行性以及可靠
性。震動台實驗結果顯示採用智慧型磁流
變減振器以及滾動單擺支承墊之複合基底
隔震系統，可以有效地保護上部結構，減
少地震下的擾動。採用 COC-VG 的半主動
控制系統與被動控制系統的差別在可適
性。半主動控制系統可以對大、小震度，
近、遠域，達到最佳化的控制效果。而被
動式控制系統僅能對某單一震度的地震有
較好的控制效果。唯有採用 COC-VG 的半
主動控制系統能提供一個可以適應不同類
型以及震度的地震作用之隔震系統，提供
最佳的隔震效果，並保護隔震系統不會超
出期衝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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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結構分析平台之開發與應用
林柏州1 莊明介 1 楊元森2 蔡克銓3

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執行重點為(1)研究現有非線性結構分析工具之原始碼，(2)運用物件導
向技術，開發全新之泛用型非線性結構分析軟體架構，(3) 在 GISA3D 擴充網路線上展示
模組供結構試驗使用。物件導向技術與統一化軟體開發流程(Unified Process)均應用於本研
究中。

關鍵詞：非線性結構分析、物件導向、PISA3D、GISA3D

一、前言
數值模擬與分析方法在現代結構耐震
設計與研究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
於一個以長遠開發為目標的軟體生命週期
而言，具備擴充彈性與易於使用的軟體架
構 是 必 要 的 。 基 於 對 PISA3D [1] 與
OpenSees [2] 軟體架構的研究經驗，本研
究開發了一個新的物件導向結構分析架
構，此架構改進了 PISA3D 之現有架構，
並將能整合現有之非線性程式庫使用。本
計畫並在現有的 GISA3D 平台上開發線上
展示模組，並應用於數個大規模的結構試
驗，可藉由即時的圖形展示將實驗過程與
資料分享於網際網路。

二、新一代結構分析平台之開發
一個優良的軟體架構有助於增進其未
來的可維護性與擴充性，本節將介紹新開
發之非線性結構分析架構，研究過程並採
用了物件導向的分析與設計技術。
軟體分析: Domain Model
根 據 使 用 案 例 需 求 分 析 (Use case
analysis)的結果，可描繪出新一代的軟體架
構概念如圖一的 Domain Model。繼承自
PISA3D 之概念，整個結構分析過程將由數
1
2
3

個物件合作完成，包括分析者(Analyst) 、
模型建立者(ModelBuilder) 、 結構模型
(Model)、系統方程式(SystemEquation)與記
錄者(Recorder)。在分析之前，ModelBuilder
負責建立要分析的 Model，接著 Analyst 建
立需求的分析模式物件(AnalysisMethod)、
方 程 式 求 解 物 件 (Solver) 與
SystemEquation。分析過程中 Analyst 將負
責把各項數值與資料在各適當的物件間傳
遞。
SystemEquation 持有方程式(Equation)
物件，並賦予其物理意義，例如勁度、位
移等；Equation 類型可能為稀疏矩陣(sparse
matrix)、帶狀矩陣(band matrix)或任何儲存
聯立方程式的數值方法。在每個分析的積
分步內，AnalysisMethod 要求 Solver 求解
SystemEquation，並利用求解得的位移反應
來更新 Model 物件，最後再由 Recorder 將
SystemEquation 與 Model 的反應紀錄與輸
出 。 在 此 架 構 設 計 下 ， Model 與
SystemEquation 是完全分離的兩個物件：
Model 處 理 結 構 的 非 線 性 行 為 ，
SystemEquation 負責提供運動方程式與自
由度反應的存取。兩個物件並無直接的溝
通，而由 Analyst 進行分析資訊的傳遞。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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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設計: Class Diagram

圖二 Design Model

經過進一步分析與設計，新架構的類
別設計模型(Design Model)如圖二。類別之
間的關係與主要的屬性均詳示與此圖中：
ModelBuilder 仍負責 Model 的建立，Model
則聚合了結構模型的數值化元件。Analyst
創造 DOFNumberer 以設定結構元件和節點
自由度之間的連結：並參照 Model 以創造
正確的 SystemEquation 來代表系統的運動
方程式。此外 Analyst 亦將根據分析的需求
設定 AnalysisMethod 與 SolutionAlgorithm
進行分析。
此 Design Model 與圖一 Domain Model
主 要 的 差 別 在 於 Solver 物 件 被
SolutionAlgorithm 取代。其原因在於雖然
SystemEquation 擁有 Equation 物件，但
Solver 仍須配合 Equation 的形式來決定其
真正的求解方式，因此較佳的方式是 Solver
被封裝於 Equation 中，各種 Equation 有專
屬的求解方式，Equation 只提供介面讓
SystemEquation 要求 Equation 本身做解方
程式的動作，外界不需擔心如何創造正確
的 Solver 求解方程式。在分析過程中，
Analyst 會要求 SolutionAlgorithm 求解系統
方程式，SolutionAlgorithm 可能為任何線
性或非線性的方程式求解邏輯，例如
Newton-Raphson 或 Modified-Newton 法均
可繼承自 SolutionAlgorithm。此設計用意
在於保有方程式求解方式的彈性，並可降
低 架 構 中 AnalysisMethod 、 Solver 、
SystemEquation 之間的耦合性。

軟體設計: Analysis Sequence Diagrams
在軟體設計階段，一些循序圖(sequence
diagram)亦被設計來描述整個架構的工作
方式。在循序圖中可清楚瞭解類別間的運
作，以及訊息、資料的傳遞順序。
Perform Analysis

如圖三，此運作過程即展示一個積分
步中動力分析的運作方式：首先
AnalysisMethod 根據其邏輯計算新一步的
自由度反應，然後要求 SolutionAlgorithm
求解方程式，當方程式解答收斂後，
AnalysisMethod 會告知 Model 將此反應記
錄下來。

圖三 Sequence Diagram: Perform Analysis
Calculate Next Step

將圖三中的 calculateNewStep()展開如
圖四，為計算一個新的步長反應所需完成
的工作。首先 AnalysisMethod (以 Newmark
隱式積分法為例) 跟據其積分邏輯設定運
動方程式所需的各項係數，並計算各自由
度新的反應，接著將這些反應設定給
SystemEquation，最後 AnalysisMethod 要求
Model 根據自由度反應更新各結構元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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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反應(trial response)。

示整個軟體架構中，類別的聚合與繼承關
係。ModelBuilder 建立了一個聚合各種結
構 元 件 的 有 限 元 素 模 型 ， Analyst 保 有
Model 與 SystemEquation 的資訊供分析過
程使用。從此圖中，任何新的子類別可繼
承自所需的介面，以擴充到軟體的程式庫
中，而不需更改到原有的程式碼，例如新
的結構元素、新的分析方法等均可輕易加
到現有架構中。

圖四 Sequence Diagram: Calculate Next Step
Solve Current Step

當新的反應計算出來後，重要的工作
即是求解方程式[A]{X}={B} 如圖五。在開
始 一 個 正 規 的 疊 代 步 驟 時 ，
SolutionAlgorithm 會透過 AnalysisMethod
設定不平衡力向量{B}與係數矩陣[A]，根據
SolutionAlgorithm 類型的不同，係數矩陣
可能為初始等效勁度或切線等效勁度等。
然後 SystemEquation 會求解並傳回運動方
程式的位移向量，SolutionAlgorithm 並告
知 AnalysisMethod 更新其記錄的位移反
應，接著兩個步驟和圖四相同：更新自由
度反應與 Model 的測試反應。在每一次疊
代結束後，AnalysisMethod 會再設定其不
平衡向量，SolutionAlgorithm 將會測試其
是否達到收斂需求，若未達需求的精度，
此求解及疊代步驟將會持續；若運動方程
式已收斂，AnalysisMethod 即可確認此積
分步完成。

圖六 新軟體架構之類別圖

三、GISA3D 擴充與應用
GISA3D 為一針對 PISA3D 使用社群
所開發之專屬使用者圖形介面，而在
GISA3D 發展過程中，本中心執行數個擬
動態實驗(Hybrid Testing)，其中部分實驗的
運作機制與規模具有相當的複雜度，過往
報表式的監控實驗數據方法已不敷使用，
故產生「視覺化即時監控」的需求，因此
利用 GISA3D 既有架構加速「視覺化實驗
即時監控模組」的程式開發，並成功參與
各項實驗，例如，圖七所示，承受雙向地
震力之兩層樓 BRB 構架 [3] ，以實虛線方
式分別顯示試體與數值模擬的差異部份，
相同的方式也應用於兩層樓鋼板剪力牆構
架實驗 [4](圖八)，此外也參與台-加雙向受
震的橋樑實驗 [5] (圖九)，而此模組立基於
GISA3D，並加入新的功能，如圖十所示，
新增的 Gauge 功能以更直觀的方式呈現實
驗數據。

圖五 Sequence Diagram: Solve Current Step

軟體設計: Design Class Interface
在物件間的交互關係及運作流程被定
義後，物件導向設計階段最後一個工作即
是訂出各類別的詳細介面。圖六概觀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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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SPSW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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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response

圖九 Bridge System
圖十三 Scheme of artificial response

圖十 Gauge function

誠如上開所言，對於實驗執行人員，
由 GISA3D 進化而成的實驗即時監控模組
提供了更直觀也更友善的數據的觀測介
面，另一方面，就程式開發的角度而言，
GISA3D 的衍生應用，也彰顯 GISA3D 的
系統可重複利用(Reusable)的價值所在。

圖十一 Hierarchy of
Abs_Exp_Reader

在上述的藉由 GISA3D 開發實驗即時
監控模組之應用實例，在重複利用 GISA3D
既有架構的過程中，需要處理「圖形客製
化」與「實驗數據彙整」兩項工作，如圖
十所示，「圖形客製化」意指視窗畫面中
模型的顏色配置、實驗名稱、數據呈現的
方式與部署的位置等等，而關於另一項「實
驗數據彙整」的工作則是讀取實驗數據並
適時進行必要的進階運算，因此與資料型
態與網路通訊方式相關，為此，作者於
GISA3D 系統架構中新增一個繼承階層
(圖十一)，而 Abs_Exp_Reader 階層下各個
子類別的虛擬函式 ReadResponse()被用來
複寫(overwrite)，以多型(polymorphism)方
式進行與「實驗相依」的「實驗數據彙整」
演算邏輯，而「實驗數據彙整」不僅僅止
於擷取「試體與解析模型的反應數據」，
更需要進行「人造反應」的進階運算，如
圖十二所示，2-story BRBF 的擬動態實驗
中包含試體與 PISA3D 數值模型，在資料
庫或網路磁碟上可以擷取作用於試體上的
千斤頂與量測儀器等相關數據，亦可取得
PISA3D 的數值模型的模擬結果，此外施作
「人造反應」(圖十三) 可使原本試體經簡
化(Stick Model)的受震反應以更真實的方
式呈現實驗狀態。

Specimen
Analytical Model

圖十二 Hybrid testing of 2-story BRBF

四、結論與展望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團隊不僅致力於
發展工程界與學術界泛用之非線性結構分
析平台，並透過物件導向的技術，立足於
PISA3D 與 GISA3D 現有成果，重複利用原
系統架構下的類別，拓展其功能與服務範
疇，支援實驗室中結構分析與模擬的需
求，並提供實驗執行過程更為直觀的監控
介面，故此，持續進行本研究，以及追求
更完整的系統架構，將有助於日後其餘非
線性分析程式以及結構實驗相關應用程式
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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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式實驗量測初步研究與 ImPro 軟體
楊元森1 吳俊霖2 涂文祥3 楊仲民 3 陳安貞4 羅俊雄5

摘 要
本報告簡介本中心採用的影像式量測技術與初步開發的二維影像軟體工具 ImPro。本
中心於 2005 年初步嚐試採用二維影像量測技術，以數位攝影機，應用於振動台崩塌實驗，
用以擷取傳統位移計不易量測得的雙向大位移，並成功地分析出試體的動態位移量。本年
度(2006)進而將此二維影像式位分析技術開發為軟體工具 ImPro，並由手動影像定位進而
提升為軟體自動影像定位，大幅減少人工判斷所需的時間。

關鍵詞：數位攝影科技、影像式實驗量測、雙向大位移量測、ImPro 軟體

一、背景
隨著數位攝影科技的進步、普及化與
成本降低，利用數位攝影技術進行實驗量
測的可行性隨之大幅提升。以數位攝影技
術進行實驗量測，大多僅限於工業等級的
設備與分析軟體，而其高售價實難以推廣
於經費有限的實驗室與中小型工程單位。
本中心於 2005 年初步嚐試以數位攝影機，
應用於振動台崩塌實驗[1] (如圖一)，用以
擷取傳統位移計不易量測得的雙向大位
移，並成功地以影像式位移分析(如圖二)，
得到試體的動態位移量。

由手動影像定位的方式進而提升為軟體自
動影像定位，大幅減少人力判斷所需的時
間。本研究旨在拓展地震工程領域在影像
式量測技術的技術面與應用面，並期能更
進一步推廣至更多的工程實務應用。

二、影像式實驗量測技術
影像式量測技術是以攝影機或相機所
拍攝得的攝像，進行影像處理與分析，以
擷取工程上所需要的量測數據與資訊。該
技術其實早已應用於許多工業與研究領
域，例如車輛撞擊實驗中，以高速攝影設
備拍攝得的影像，分析撞擊過程中物體運
動量或車體結構變形量[2]。

圖一 結構崩塌實驗 [1]
為了更進一步落實影像式量測技術的
應用，本年度進而將此影像式位分析技術
開發為軟體工具，並開發自動判讀功能，
1
2
3
4
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理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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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採用的攝影設備來區分，筆者將
影像式量測技術分為(1)以高速攝影設備為
主的高速影像式量測(每秒拍攝約 1000 張
以上影像，簡稱 1000 FPS)，與(2)以消費等
級攝影設備為主的低速影像式量測(24 至
60 FPS 或靜態相機拍攝之靜態照片)。以位
移量測為例，並以目前設備與技術來看，
表一簡單列出高速影像式量測、低速影像
式量測與一般傳統位移計之比較。值得一
提的是，由於消費等級攝影設備等級隨著
電子消費市場需求而快速地進步，低速影
像式量測在精準度方面將隨之提升。
表一 高速、低速影像與傳統位移計之比較

取樣
頻率

傳統位移
計
高
(200Hz
以上)

低速影
像量測
低
(24-60
FPS)
可依需
求調整

高速影像
量測
高 (1000
FPS 以上)

量測最
可依需求
約 1m
調整
大位移
量測
高 (約
低 (約 1 低 (約 1
精度
0.1mm)
mm) *
mm) *
量測
面(拍攝 面(拍攝區
單點
範圍
區域)
域)
雙向位
難
易
易
移量測
價格
低
低
高
成本
* 影像式位移量測精度與相機解析度、拍攝範
圍大小與分析方法等因素均有關。以 1080
解析度畫面拍攝 1 公尺範圍為例，精度約在
1mm 之譜。

影像式量測所需的技術，主要包括(1)
影像判讀，與(2)座標轉換與校正。影像判
讀是在拍攝得影像之中，找出追踪標示(如
圖三 a)的位置。如圖三 b 所示，拍攝得的
影像可能因影像解析度較低、物體快速移
動、光線不足或灰塵遮蔽等因素而變得模
糊，增加影像判讀的困難度。影像分析軟
體必須具備足夠的分析能力從拍攝影像中
擷取出追踪標示，計算追踪標示在影像中
的位置，或稱之影像座標。影像判讀(image
recognition) 技 術 是 電 腦 視 覺 (computer
vision)領域的子題之一。

(a)追踪標示
(b)拍攝得的影像
圖三 影像判讀範例
座標轉換與校正的目的是將追踪標示
的影像座標，轉換為具有工程意義的真實
空間座標。影像座標與真實空間座標之間
存在許多影響因素，包括攝影機位置、拍
攝角度、焦距、拍攝環境與相機本身所造
成的影像扭曲等。座標轉換之校正即是找
出影像座標與真實空間座標之間的轉換關
係。以一張解析度為 640x480 的影像，其
橫 、 縱 座 標 值 範 圍 即 分 別 是 [1,640] 與
[1,480]。真實空間座標通常為具工程意義
的卡氏座標。座標轉換校正的步驟，通常
是在拍攝物上或附近放置座標尺或座標棋
盤，並由已定位的攝影機拍攝該座標尺或
棋盤，作為影像校正的依據(如圖四所示)。

圖四 研究人員正進行座標轉換校正

三、ImPro 分析軟體
本中心於 2006 年初步開發一套二維
影像式位分析軟體工具 ImPro (ver. 0.5)。
ImPro 具自動影像定位的影像判讀功能，
以減少人工判斷所需的時間。使用者將影
片檔輸入 ImPro，在影片的初始畫面上選
定追踪目標，並定義實際座標與畫面座標
的比例值，ImPro 即可以追踪該目標在影
片動畫中的圖面位置，並轉換為實際二維
位移量。ImPro v.0.5 開發於 Matlab 環境。
圖五為 ImPro v.0.5 的操作畫面(以 2004 年
進行的崩塌實驗為例)。圖六為 ImPro v.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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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操作流程。詳細說明請參考文獻
[3]。

相當的距離，使得影像扭曲的因素可以忽
略。此外，目前 ImPro 僅支援一般解析度
(480i，30FPS)的數位攝影機所擷取的影
像。三維位移的分析與高解析度(如 720p
或 1080i) 影 像 的 支 援 將 規 劃 於 未 來 的
ImPro 版本。

圖五 ImPro v.0.5 的使用者操作畫面

圖六 ImPro v.0.5 使用者操作流程

圖七 ImPro v.0.5 自動影像判讀流程

ImPro v.0.5 具有初步自動影像判讀的
功能，得以大幅減少人工進行影像判讀的
時間。ImPro v.0.5 的影像判讀採用類似於
試誤法的概念，將可能的追踪標示位置的
影像擷取出來，逐一與追踪標示比對，並
從中選擇影像誤差最小者。根據測試結
果，只要指定的追踪目標在影片中均未超
出攝影範圍，也未被它物遮蔽，ImPro 均
可以有效地定位。ImPro v.0.5 的自動影像
判讀流程如圖七所示。詳細說明請參考文
獻[3]。
目前仍屬初期階段，ImPro 功能仍相
當有限，除了僅能進行二維的影像式位移
分析之外，在座標轉換方面仍採用線性轉
換，亦即僅適用於拍攝物體二維移動面與
攝影角度呈垂直，且攝影機與物體之間具

四、應用案例
目前本中心的影像式位移量測技術已
應用於過去本中心進行的振動台崩塌實驗
[1]，以量測傳統位移計不易量測的崩塌實
驗引致之雙向大位移，其誤差範圍約在
1mm 之譜。在此實驗中，小位移範圍的量
測採用傳統位移計，而當位移量超過傳統
位移計範圍並引致雙向位移時，則採用影
像式位移量測技術。圖八為崩塌實驗採用
傳統位移計量與影像式位移量測結果之
一，其中虛黃線為傳統位移計量測值，當
位移超過其量測範圍後即失效，而影像式
位移量測(藍線)則得以完整地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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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影像式位移量測結果之一
本中心的影像式位移量測技術亦應用
於 2006 年 8 月進行的瑞埔國小校舍推倒實
驗(如圖九)與 2006 年 10 月進行的振動台磚
牆面外倒塌實驗(如圖十)。這兩個實驗均採
用高解析度攝影機擷取 1080i 格式高解析
度影像，也就是影像的水平掃瞄線具 1080
條且為單、雙數交錯掃瞄。唯目前攝影機
廠商尚未對消費市場公開提供解讀高解析
度影像格式的程式庫，因此 ImPro 軟體對
1080i 格 式 (AVCHD)[4] 的 影 像 進 行 解 碼
(decoding)的功能擬另尋方法。目前這些影
像將用以進行本研究後續在高解析度影像
分析的研究。

Assessment)與台大水工所進行合作，引進
與整合他們已有的 3D 量測與校正技術，
並繼續開發與應用影像式量測技術。歐盟
結構檢測實驗室利用高解析度數位相機，
拍攝慢速的靜態實驗與擬動態實驗，用以
分析試體位移、變形、應變場與裂縫。台
大水工所利用灰階攝影機拍攝動態流體實
驗，用以分析 3D 流場。3D 量測、校正與
具擴充性的軟體開發將是未來合作重點。

五、結論與展望
本中心初步開發影像式量測技術，並
已開始應用於本中心的大型實驗，以解決
雙向大位移不易量測的困難。本研究初步
開發的影像式位移量測軟體 ImPro v.0.5
已具基本的二維位移量測功能。本中心並
開始與歐盟結構檢測實驗室與台大水工所
開始合作，期能引進更先進的三維位移量
測技術與校正技術。本研究旨在拓展地震
工程領域在影像式量測技術的技術面與應
用面，並期能更進一步推廣至更多的工程
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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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Caperan 博士與台大水工所卡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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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實驗軟體平台於臺灣-加拿大跨國橋柱實驗之應用
蔡克銓1、楊元森2、王孔君、汪向榮、林敏郎、翁元滔、陳沛清
鄭維中、莊明介、林柏州、David T. Lau、張雅英

摘 要
本中心於 2006 年 3 月完成臺灣-加拿大跨國大尺寸橋柱擬動態實驗。本文簡介本中
心開發的網路實驗平台 ISEE 之擴充，與其應用於本實驗。本實驗利用網路擬動態實驗技
術，模擬一座中空鋼管混凝土橋樑系統承受不同地震力的動態反應。橋樑系統的其中三個
縮尺橋柱試體分別置於本中心、國立臺灣大學、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實驗室，而其餘結構
體與整體動態反應則由修改過的 OpenSees 或 PISA3D 擬動態數值分析引擎即時地計算。
本實驗利用 ISEE 平台，整合三地的實驗軟硬設備，並即時播放實驗畫面、橋樑動態反應
與數值/實驗數據比較。本實驗一方面完成全世界最大的中空鋼管混凝土橋柱實驗，並藉
由此合作實驗之事前準備工作，進一步強化與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的合作實驗能力，驗證
ISEE 平台的跨國合作實驗能力。本文大部份內容已發表於第八屆結構工程會議[1]。

關鍵詞：網路合作式地震工程實驗模擬，擬動態實驗，實驗與數值之複合
模擬，資料庫系統

一、背景
隨著合作式地震工程實驗需求的提
高，美、日、韓、歐洲與我國，均積極地
開發網路合作式地震工程實驗技術[2-6]。
強化實驗室間的合作與軟硬體整合，一方
面有助於強化實驗室進行更大型或更複雜
實驗的能力，減少實驗室重複購置相同設
備的成本，以利於各實驗室發展其軟硬體
特色，另一方面亦有助於透過網路技術，
強化各地研究人員的合作，加速各實驗室
研究成果與資源的分享與工程應用。
本中心於 2002 年開發的網路合作實驗
系 統 ISEE (Internet-based Simulation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已多次應用於跨
實驗室與跨國實驗，其功能亦隨每次實驗
應用而有所擴增[7-10]。95 年度本中心利用
ISEE 平台完成一座多跨度雙鋼管混凝土
(Double-Skinned-Concrete-Filled-Tube ，
DSCFT)橋樑的擬動態實驗，其中一方面取
得實驗資料用以研究與驗證 DSCFT 橋樑
1
2

系統的特性，另一方面亦建立我國與加拿
大進行地震工程合作實驗的基礎。

二、DSCFT-2006 實驗簡介
本實驗試體為三座縮尺的 DSCFT 橋
柱 P1、P2 與 P3，分別置於加拿大 Carleton
大 學 (CU) 、 本 中 心 (NCREE) 與 臺 灣 大 學
(NTU)，其尺寸資料詳見參考文獻[1]。為
模擬橋樑系統受雙水平向地震力的反應，
每個橋柱試體均為雙向位移控制，並施加
設計載重的軸力。由於雙向位移控制需雙
向反力牆方能有效支撐 P2 與 P3 的反力，
而國內尚無雙反力牆角的實驗室，故本實
驗需合作式實驗技術方得以進行。P1 試體
(置於 CU)尺寸較小，CU 採用鋼構架來提
供反力支撐。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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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實驗採用 ISEE 系統的 Database
Approach(詳見文獻[7])。圖一為本實驗網
路連續配置。各實驗室均具一個具網路控
制功能的硬體控制模組(Faci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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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FCM)，連接至一個位於 NCREE
的資料中心(Data Center)，用以即時地取
得位移量命令與傳回試體反力資料。位於
NCREE 的 命 令 產 生 模 組 (Command
Generation Module，CGM)，以有限元素
動力分析法，考量試體反應，進行擬動態
分析以產生每一個時步的位移命令。

在即時視覺化方面，除了過去 ISEE 平
台已提供的 2D 即時網頁實驗資料繪圖(圖
三 a)與即時視訊之外，本研究並採用一套
結構分析視覺化軟體 GISA3D，擷取其以
Matfor 為核心的繪圖引擎，即時地根據數
值分析引擎所計算出的位移量，產生 3D 橋
樑結構的變形圖，並即時地顯示在實驗網
頁上。在本次實驗中，任何人不論國內或
國外，都可以在實驗過程中，以 WWW 瀏
覽器即時地觀察橋樑的動力反應與變形
圖，讓更多的研究人員可目睹本次實驗與
觀察試體反應。

(a)P2 柱反力歷時圖 (b) 結構 3D 變形圖
圖二 即時實驗資料視覺化(WWW 界面)

圖一 DSCFT-2006 實驗的網路連續配置
本次實驗中，共有八百多個頻道的實
驗資料，但其中只有 72 個實驗資料頻道即
時地儲存在 Data Center 中，包括各柱雙向
位移、反力、軸力等需要立即使用或展示
的實驗量測資料，以避免過多的資料傳遞
量降低 Data Center 工作效率而影響實驗的
整體速度。其它並未儲存在 Data Center 的
實驗資料還包括柱內應變計與角度計的量
測資料、柱基礎位移、位移控制誤差等七
百多個頻道的資料。關於更多有關所有實
驗資料的細節，可參考文獻[11-13]。

相機控制模組亦是本次實驗開發的功
能。相機控制模組可以偵測到擬動態實驗
中的每個時步完成的時間點，並適時地自
動啟動快門完成拍照。本次實驗中，相機
模組不斷地偵測 Data Center 中的實驗資料
存入資料庫的進度，每兩個時步自動拍攝
一張試體照片。圖三 a 為架設於本中心反
力牆上的相機模組，以數位相機由試體上
方拍攝試體的高解析度照片(如圖三 b)。相
機模組所拍的照片即時地儲存在硬碟裡，
並未即時地上網。

本次實驗的數值分析引擎採用以
OpenSees[14]或 PISA3D[15]為分析核心的
擬動態分析程式。先前的研究[7]已經將
OpenSees 的功能延伸。本年度並再將非線
性分析程式 PISA3D 的功能加以延伸以支
援 ISEE，使它能作為 ISEE 網路實驗的分
析引擎。
為了將更多的資料擷取器(DAQ)所擷
取的數據直接傳送至 Data Center，本研究
開發 NCREE 與 NTU 與 ISEE 系統相容的
資料擷取軟體，於實驗過程中，將已選取
的 感 應 器 量 測 數 據 ， 直 接 傳 送 至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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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遠端控制相機 (b)拍攝影像
圖三 本實驗之遠端控制相機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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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軟體與網路性能測試

本文以本實驗其中三個主要的測試
(編號為 5A、5B 與 5C-2)為時間量測的依
據。這三個測試總耗時為 12,580 秒。圖四
列出本實驗中數個主要的耗時項目，包括
NCREE 硬體控制(NCREE FCM)、NCREE
資料擷取(NCREE DAQ)、NTU FCM、NTU
DAQ、擬動態分析時間(Analysis)，網路與
資料庫處理時間(Network/DB)。需注意的
是，由於各實驗室的動作是同時進行，圖
四 中 的 NCREE FCM/DAQ 與 NTU
FCM/DAQ 的時間為部份重覆。CU 實驗室
的控制時間在本文並未列出。整體來說，
網路動作的耗時在本實驗中大約佔了 25%
的時間(12580 秒之 3196 秒)，平均每個時
步的網路耗時為 0.82 秒。然而，若觀察網
路耗時的歷時資料(如圖五)，其耗時並不穩
定。由於台灣與加拿大之間的網路速度本
身容易受各種因素干擾，實驗中網路速度
忽快忽慢，而最長的網路耗時甚至高達 15
秒以上。網路性能不穩定性的因素很多，
實難單純地從 ISEE 平台來改進。目前本中
心已與國家高速網路中心達成初步的共
識，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未來本中心進
行跨實驗室合作實驗時，規劃特別保留的
頻寬，以提高網路速度與穩定度。
(Exp. 5A + 5B + 5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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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網路合作式實驗而言，網路
的穩定度相當重要。網路一旦發生斷線，
即時只是很短的時間，都有可能讓一個實
驗失敗或嚴重地影響實驗試體的行為。本
實驗為慢速實驗，亦即假設試體的力學行
為與其應變速率(strain rate)無關，網路的速
度並不是直接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不
過，網路速度快，不但有助於縮短實驗時
間，亦減少了遭遇網路斷線的機會，提高
實驗成功的機率。

Elapsed Tim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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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網路耗時的歷時資料

四、結論與展望
本次臺灣-加拿大跨國大尺寸橋柱擬
動態實驗，自 2004 年開始規劃，經過設計
修改、實驗硬體與支撐架的施作與測試、
克服三個實驗室之間的軟硬體與試體配合
等各種困難，最後終於在 2006 年 3 月完
成。為了完成本次實驗，ISEE 平台亦進行
許多修改。本文簡介本中心開發的網路實
驗平台 ISEE 之擴充，包括在分析引擎、相
機模組與儀器控制程式等。本實驗整合三
地的實驗軟硬設備，並即時播放實驗畫
面、橋樑動態反應與數值/實驗數據比較。
本實驗一方面完成全世界最大的中空鋼管
混凝土橋柱實驗，並藉由此合作實驗之事
前準備工作，進一步強化與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的合作實驗能力，驗證 ISEE 平台的跨
國合作實驗能力。本文大部份內容節錄自
第八屆結構工程會議[1]並譯為中文。關於
本實驗的介紹或詳細細節，請參考文獻
[13]( 即 將 完 成 ) 或 網 址
http://exp.ncree.org/dscft。
目前美、日、韓、歐盟均積極開發地
震工程實驗模擬之網路系統，其中以美國
的 NEES 計畫為規模最大者。NEES 所推行
的實驗網路協定亦為各國普遍接受的共同
協定。我國已以 ISEE 平台，成功地進行多
次的跨實驗室或跨國合作式網路實驗，而
更進一步能與世界上更多國家建立合作的
機制與協定，將是本計畫未來的目標。本
文作者亦相信，一套完整而易用而的地震
工程實驗網路系統，一方面將有助於強化
國內地震工程界的互動與合作，另一方面
並能維持我國在國際上地震工程研究的水
準，增進我國與國際上在地震工程技術的
交流。.

圖四 本實驗各部份之耗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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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EE 實驗室資訊與資源管理系統研究
吳翌禎1、黃軍棠2、紀宛君 2、鄭維中3、謝尚賢4、鄭橙標5

摘 要
本研究擺脫以往僅有文字及圖示之資訊管理與系統展示方式，應用虛擬實境技術來
建置 NCREE 實驗室之視覺化資訊與資源管理系統。主要的工作是建置 NCREE 之完整 3D
模型及分析相關實驗室作業流程，並應用這些基本資料來建構下列系統：(1)互動式虛擬
NCREE 實驗室，(2)實驗成果及資料之管理系統，(3)實驗計畫資訊管理系統，及(4)實驗室
資源管理系統。這些系統皆是開發來解決或改善目前實驗室之實驗計畫時程管理，避免空
間使用之衝突，還有加強實驗資料及資源之管理。

關鍵詞：虛擬實驗室、實驗室資源管理、實驗結果視覺化模擬

一、前言

二、建置國家地震中心之 3D 模型

隨著工程結構物之耐震性能要求與工
程複雜度的提高和各式新型元件不斷創
新，地震工程相關的實驗也日趨於複雜，
尺度也逐漸增加。面對近年來難度高且牽
涉資料量龐大的實驗，除實驗室硬體設備
需持續更新之外，當然軟體系統也需要跟
得上，才能有效地的管理實驗資料及實驗
室相關資源，降低人力成本，與提高資源
應用效能。本研究希望擺脫以往僅有文字
及圖示之系統展示方式，應用虛擬實境技
術來建置 NCREE 實驗室之視覺化資訊與
資源管理系統。本年度主要工作內容如
下：(1)建置國家地震中心之 3D 模型，以
供視覺化實驗室管理相關系統之用；(2) 本
研究另外建置一結構實驗 3D 資訊處理系
統，來管理實驗相關資訊；(3)建置實驗計
畫資訊管理系統及實驗室資源管理系統，
協助計畫申請及避免時排程與空間安排之
衝突。以下章節將逐一說明上述各項工作
之成果。

國家地震中心已於 94 年其他計劃中完
成中心主體結構之部分 3D 模型建模，95
年度計畫持續投入部分人力建置 NCREE
之 3D 模型，使其更完整及細緻。此 3D 模
型除了可以供互動式之虛擬 NCREE 實驗
室之用外，還可以供實驗計畫空間衝突分
析之輔助系統使用。已完成之成果如圖
一、二所示之實驗室內部重大實驗設施如
反力牆及震動台及圖三所示之實驗室天
車…等等。

圖一 NCREE 震動台 3D 模型
1
2
3
4
5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生研究助理
前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研究助理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資訊技術組副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資訊技術組組長；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技術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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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讓使用者能「感受」其實際空間關聯
性，就是本研究想要解決的問題。
本研究開發一套能同時將實驗 3D 資
訊以 3D 技術呈現，並輔以 2D 使用者介面
編輯之系統（如圖四所示），稱為結構實
驗 3D 資 訊 處 理 系 統 （ 3D Information
Processor for Structural Experiments,
SEIN3D）。此系統可結合實驗試體的 3D
模型，並配合 NCREE 發展中的標準實驗資
料模型，從匯入之實驗資訊中擷取 3D 空間
相 關 資 訊 並 呈 現 在 3D 展 示 介 面 中 。
SEIN3D 以 Java 程式語言實作，空間資訊
則以 X3D（eXtensible 3D）格式描述，使
用 X3D 的函式庫 Xj3d，透過 X3D 的 SAI
（Scene Access Interface）介面操控空間資
訊，達到 3D 資訊編輯與管理的目的；再以
XML 設計空間資訊與資料標準模型之關
聯描述格式，達到實驗資訊與空間資訊結
合，讓使用者透過網路瀏覽器瀏覽實驗資
訊整合結果，如圖五所示。

圖二 NCREE 反力牆 3D 模型

圖三 NCREE 實驗室天車 3D 模型

三、結構實驗 3D 資訊處理系統
一個良好的實驗資訊管理方式，會有
利於結構實驗結果的保存與再利用。然
而，目前實驗資訊的管理方式，多是由實
驗研究人員依照個人習慣整理，並沒有固
定的儲存格式與內容格式，相當不利實驗
資訊的分享與再利用。為了使實驗資訊能
更具可讀性與再利用性，目前雖已有資料
標準模型（Data Model）的建立來協助實驗
資訊儲存的標準化，不過資料的編輯與呈
現方式仍以文字及二維空間（2D，如：圖
片、圖表）為主，但是實際上結構實驗中
所產生的部分資訊，如試體幾何及 Sensor
位置等都牽涉到實際的三維空間（3D）資
訊，若僅用平面呈現方式無法讓使用者「感
受」實際試體與空間環境的關聯性。因此，
如何讓實驗 3D 資訊在編輯及管理的過程

圖四 結構實驗 3D 資訊處理系統

圖五 網路發佈實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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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計畫資訊管理系統
NCREE 既有之實驗申請流程，是透過
紙本申請，申請人須親自辦理，較費時費
力，且流程較繁瑣。本研究建置一實驗計
畫線上申請系統，系統畫面如圖六所示，
希望透過自動化流程，減少申請時間及處
理人力。申請人可以透過此畫面，直接利
用線上申請方式，申請 NCREE 相關實驗室
資源之使用。
圖八 實驗計畫相關資訊查詢

五、實驗室資源管理系統

圖六 實驗計畫管理系統登入畫面
圖七說明已申請計畫之列表畫面，使
用者可以透過此介面了解目前各計畫之重
要相關資料及目前各計畫之執行狀況。

在大型結構實驗室實際管理上，管理
者為了滿足實驗申請者的申請需求，在審
核實驗申請時，管理者需依據實驗計畫進
度表，配合實驗場地配置圖，或機具設備
使用清單，核定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包括
時煎、空間、機具設備等）可進行實驗。
而目前這些資訊以紙本或電子檔案的形式
分散儲存於各處，讓管理人員在資源使用
的規劃上相當不便，需花費較多時間才得
以掌握各項資源的分配情況及資源間使用
上的可能衝突。
本研究發展一套實驗室資源管理系統
雛型，稱為大型結構實驗室資源管理系統
（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Large-Scale
Structural
Laboratory,
LabRMS），用以輔助實驗室管理者審核實
驗申請、配置實驗場地、安排實驗機具，
管理實驗室內的時間、空間與機具設備三
項資源，讓管理人員能較輕鬆地完成進度
規劃及資源控管，達到資源充分利用與避
免資源衝突產生的目的。

圖七 實驗計畫清單
當使用者點選圖七介面中之『內容』
選項時，系統亦會展示每個申請計畫之相
關屬性資料，如計畫名稱、主持人、申請
時間、申請設備等等內容，如圖八所示。

LabRMS 以 MS SQL Server 資料庫管
理資料，並利用 Java 語言實作系統功能，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場景搭配平
面 文 字 視 窗 的 方 式 呈 現 。 透 過 X3D
（ Extended 3D ） 虛 擬 實 境 語 言 中 SAI
（Scene Access Interface）的介面，實驗室
管理者得以透過超作簡易的使用介面和虛
擬場景溝通，達到互動的功能，除了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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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空間管理與場地配置，同時也使空間規
劃資訊和實驗排程資訊銜接上，提供空間
管理與衝突檢測的機制。
圖九為實驗計畫說明的瀏覽介面，當
使用者點選指定計畫時，畫面下方，會顯
示出該計畫的相關屬性資料。

圖十一 空間狀況展示

六、結論與展望

圖九 實驗計畫相關屬性
若欲新增計畫申請資料時，則必須透
過圖十畫面輸入所需之實驗室設備及空間
資料，輸入完畢之後，會於如圖十一所示
之視覺化空間展示畫面顯示某個時間點所
需之空間，管理者便可以透過此介面分析
計畫排程及空間使用上是否有衝突。

此研究計畫希望提供 NCREE 一個完
整良好的實驗室資訊與資源管理系統，擺
脫僅能透過一般文字圖形的管理方式，而
能更進一步地利用虛擬實境之環境進行實
驗資訊及資源之管理。透過互動式環境提
供實驗室管理者進行實驗前之規劃及資源
調度，以及一般研究人員可利用虛擬實驗
室環境瀏覽實驗過程之重現並調閱相關資
料，相信應能提昇實驗室資源之利用效
率，及實驗資料之共享與再加值利用。本
計劃亦試圖提供一個方便的開發介面及平
台，以利隨著科技之進步及需求之變更，
能持續讓實驗室資訊與資源管理系統有更
進一步開發及改良的空間。本研究期望透
過 NCREE 實驗室資訊與資源管理系統的
建置，可以提升國內實驗室的管理與實驗
本身的品質，並減少不必要的資源浪費。

參考文獻

圖十 實驗使用空間資訊輸入介面

1. 黃軍棠，“結構實驗 3D 資訊處理系統之
研究＂，國立台彎大學，土木工程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6。
2. 紀宛君，“大型結構實驗室資源管理輔助
系統之研究”，國立台彎大學，土木工程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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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EE 知識服務平台之建置與應用
周光武1 林峻毅2 楊仲民 3 鄭維中 1 林顯堂 4 謝尚賢 5

摘 要
自成立以來，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已累積許多寶貴的研究成果。為有
效傳播研究成果以及促進研究結果之廣泛應用，本研究 95 年度利用網路技術架構一可有
效呈現、及時傳播及交流 NCREE 研究成果之知識服務平台。為配合中心「規範研究發展
委員會」之運作，此平台提供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一網際網路網頁資訊服務。再者，為
促進 NCREE 之研究產出，此平台提供中心同仁內部網路網頁資訊服務，包括及時中心相
關資訊之發佈和中心應用程式系統之入口服務。

關鍵詞：網際網路、耐震設計、社群網站、內部資訊服務網、維基技術

究發展委員會」之工作執行，本研究建置
「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網站，提供工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 National
程師線上耐震設計規範查詢及耐震設計知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識之交流平台。此外，為改善中心同仁工
Engineering，簡稱 NCREE）自成立以來，
作效率和促進中心研究產出，本研究建置
在大型結構實驗的進行與實驗技術的創
中心內部網頁服務，提供中心重要事件和
新、地震工程的學術研究，以及結構耐震、
訊息之發佈，以及應用程式系統之入口。
補強與地震災害的模擬與評估等方面，已
以下則簡述本研究 95 年度的重要成
經有許多寶貴的研究成果。而如能有效管
理、呈現並推廣中心研究成果，NCREE 知 果，包括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網站及中
識將可獲得更廣泛的應用，進而衍生出更 心內部資訊服務網。
有價值的地震工程新知識來造福全球社
會。因此，如何有效管理 NCREE 的知識產 二、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網站
出，推廣並促進 NCREE 知識的應用是本研
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網站(如圖一)
究之重要目標。
提供研究者、工程師及學生一個交流平
擁有及時無地域限制的資訊傳播能 台，幫助其了解和應用耐震設計規範；針
力，網際網路(Internet)無疑是目前知識傳播 對特定規範條文，使用者可進行及時意見
的最佳幫手。若能再搭配跨平台之網頁技 交流和討論。如此除了可加深使用者對耐
術(Web technology)，知識的分享和交流就 震設計規範背景之進一步了解，許多回饋
更無障礙可言[1]。因此，本研究利用網際 的建議及討論結論亦可作為未來規範修訂
網路和網頁技術建構 NCREE 知識服務平 之參考。再者，網站亦公告目前「規範研
台，協助 NCREE 研究成果之儲存、整合、 究發展委員會」討論之專題，藉以容納各
傳播及交流。其中，為配合中心「規範研 界相關意見之彙整。

一、前言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4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生
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資訊技術組組長;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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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使用者了解和應用耐震設計規
範，社群網站提供線上耐震設計規範。圖
二展示使用者可依規範章節查詢規範條
文。圖三則展示特定規範條文之查詢結
果，使用者可從結果網頁瀏覽條文完整內
容及相對應解說。

架構及管理網站內容。利用該技術架設的
網站可提供使用者共同寫作的環境。在適
當網頁權限的設定下，使用者可針對特定
網頁進行內容的增刪、編輯或甚至是大幅
度更改。圖四即呈現使用者可輕易針對特
定規範條文頁面增加評論文字。由於 Wiki
網站具有網頁版本控制的機制，網站管理
者或維護者可藉此管理網頁的內容，控制
不適當言論的發佈，防止社群網站營運遭
惡意破壞。另外，為廣泛接受各階層民眾
的意見，社群網站亦建置一般性留言版(見
圖五)，提供使用者一簡便的意見發表環
境，社群網站亦能藉此改善網站的服務。

圖一 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網站首頁

使用者
發表評
論區

圖二 使用者依章節查詢規範條文

圖四 使用者可針對特定條文發表評論

圖三 展示特定規範條文完整內容及解說
為幫助研究者及工程師及時交流耐震
設計相關意見，社群網站利用 Wiki[2]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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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NCREE 內部資訊服務網站
本研究利用網際網路及網頁技術建構
NCREE 內部資訊服務網(如圖六)。服務內
容為提供中心同仁中心資訊公告、中心文
件及資源共享(見圖七)、資訊交流論壇，以
及整合中心管理及應用程式系統如院部之
財務資訊系統和中心會議室線上登記簿
(圖八)。服務對象鎖定中心同仁。此外，中
心同仁可透過網站關鍵字搜尋獲得所需公
告內容(見圖九)。
為協助中心內部各社群之溝通及交
流，此服務網提供線上社群論壇功能。如
圖十，中心同仁除了可以交流地震中心資
訊及一般資訊外，能夠針對計劃進行資訊
交流及計劃執行之討論。如此可加強中心
同仁行政及研究工作間之溝通。若能善用
此一管道，應有利於中心研究成果之產出。

圖八

NCREE 會議室線上登記簿

圖九 公告搜尋功能

圖六

NCREE 內部資訊服務網首頁

圖十

圖七

中心文件共享

NCREE 內部資訊服務網論壇功能

而為能有效傳遞中心重要訊息，本研
究採用”推播技術”(push technology[3])，即
建置一網路應用程式，利用低操作門檻的
電子郵件(E-mail)作為傳遞中心訊息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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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媒介(如圖十一)。經由電子郵件公告，
中心同仁除了能夠獲得公告的詳情，亦可
從公告內容連結至中心內部資訊服務網獲
得所有公告相關之附加檔案(見圖十二)，幫
助其行政及研究工作之進行。相較於僅運
用”拉查技術”(pull technology[3])的全球資
訊網(Word Wide Web)的網頁公告，中心同
仁不需浪費時間找特定公告之網頁，因為
即時並清楚出現在電子郵件收件匣的電子
公告已很難被收件人忽略了。

五、結論與展望
針對耐震設計領域，本研究已建置具
共筆環境之耐震設計規範研究社群來促進
產官學界的知識交流，以及管理與記錄規
範條文研修之演進。然而目前的社群網站
介面仍有一些的改進空間，而社群網站亦
仍需產官學界使用者之踴躍交流及討論耐
震設計知識，才能彰顯其價值。
目前中心內部資訊服務網已達到及時
通知同仁中心重要訊息的目標。中心同仁
亦能從服務網獲得與交流資訊，以及取得
行政所需應用程式之支援服務。未來的目
標將著重在 NCREE 內部知識交流機制的
建立與運作，及知識內容管理與應用。

參考文獻
1. Tiwana, A.,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kit: Orchestrating IT, Strategy, and
Knowledge Platforms, 2nd ed., Pearson
Education Inc.,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2002, pp. 130-133
2.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
3. Awad, E. M., and Ghaziri, H. M.,
Knowledge
Management,
Pearson
Education, Inc.,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2004, pp. 368-370.
圖十一 中心 E-mail 公告內容

圖十二 中心內部資訊服務網之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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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之建立
溫國樑1 謝宏灝2

摘 要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了解地震發生時之地動特性，在臺灣各人口集中的都會區、斷
層附近及各種不同地質環境之自由場設置「強震儀」，以蒐集完整強震記錄。為使所設之
六百多處自由場強震儀測站，量測到的地震記錄，在分析時可以考量到測站場址之地質特
性，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民國八十九
年起合作，針對自由場強震儀測站之地質狀況進行調查。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測站位置地表
現況描述、工程地質鑽探試驗，以及利用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Suspension P-S Velocity
Logging System)量測地層波速結構。本年度調查範圍涵蓋了臺灣北部、西半部平原與麓山
帶地區，以及東部縱谷區域等，共完成了 50 個測站之地質鑽探調查與懸盪式波速構造量
測工作。

關鍵詞：鑽探、地質調查、強震儀、地層波速、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一、前言

二、資料庫內容

由於臺灣地處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
海板塊交界處，地震頻繁，更有一些造成
重大災害的地震。為使地震研究資料更為
豐富，且在地震發生時，可迅速有效地提
供各地之振動情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配
合國建六年計畫，執行“建立地震測報觀
測網—強地動觀測計畫＂，已於全臺各地
建立超過六百處的自由場強震儀測站，測
站密度之高幾冠於全球，所收集到之資料
對於地震相關之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

一般而言，與地震工程相關研究中所
須之場址資料主要包括場址基本資料、土
壤之基本物理性質資料以及土壤波傳速度
資料等三大項。其中場址基本資料包括測
站之座標、地下水位高程以及測站周圍環
境（如地形、地貌以及與周遭結構物之相
關位置）描述；土壤基本物理性質資料則
包 括 各 個 深 度 之 標 準 貫 入 值 （ SPT-N
Value）、統一土壤分類、土壤描述、土壤
組成結構、單位重、含水量、比重、塑性
有感於臺灣擁有非常豐富的地震記 指數以及粒徑分佈曲線等。場址基本資料
錄，但由於場址地質資料尚未建立，使得 以及土壤基本物理性質資料可藉由於測站
強震資料之應用受到限制。因此中央氣象 場址進行現地量測及鑽探調查取得。至於
局與本中心於民國八十九年起逐年分區執 土壤波傳速度資料部份，則可藉由不同的
行“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之 探測方式加以量得。由於地層中之波速結
建立＂計畫，針對各個地震測站進行地質 構是為評估地盤波傳分類的重要因素，並
調查，以及土壤波傳速度之量測工作。希 將從而估算出地震時該地之地表振動情
望最終能建構臺灣本土之強震儀地質資料 形，因此為整個地質資料庫的調查重點之
庫，提供相關研究更加豐富且完整之資訊。 一。
為得到上述場址資料，並使所得資料
能充分提供研究者使用，本計畫主要工作
1
2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14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項目如下：

孔岩心及標準貫入試驗結果，整理繪製成
與深度對應之剖面圖，如圖三所示。
0

針對各個調查的強震儀測站進行相關
地表地質與地形地物之描繪，製作測站與
周遭結構之平面與剖面示意圖，如圖一所
示。並利用 GPS 定位確認各測站位置，另
輔以各測站附近地區之航照圖或地形圖，
使該測站之現地狀況可以充分顯現，以利
遠端使用測站地震記錄的研究人員，可以
清楚地了解測站實際情況。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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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028(雲 林 縣 山 峰 國 小 )

Depth (m)

-10

Depth (m)

壹、 測站基本資料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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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

2

Travel time (ms)

圖二

懸盪式速度井測試驗所得訊號深度
序列圖(Depth Sequence)

圖三

岩心、SPT-N 值、P-S 波波速對應深
度剖面圖

測站平面與剖面示意圖

貳、 測站地質鑽探與相關試驗—
在所選取之強震儀測站場址進行鑽探
及量測工作，每一孔位鑽探至預定深度或
堅硬土層為止，並進行土壤標準貫入試驗
(SPT-N)、劈管取樣分析……等一般物理性
質試驗。
參、 地層波速構造量測—

肆、 建立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

利用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Suspension P-S Velocity Logging System)
進行土層波速分佈量測，由於該系統本身
具有震源與受波器同體的特性，在量測時
可提供較佳的解析度，且資料品質完全不
受量測深度影響，所以在適當的鑽井作業
配合下，可以連續、便利且較為準確地量
測地層波速結構，對於本計畫建立各測站
地層波速剖面資料助益良多。圖二為該系
統 試 驗 所 得 訊 號 深 度 序 列 圖 (Depth
Sequence)。另外，所得波速資料亦會與鑽

將調查結果整理並以地理資訊系統方
式建立資料庫，以便結合相關地震資料做
更進一步地分析。

三、工作成果
依據上述資料庫內容，本年度共完成
了 50 個測站之地質鑽探調查與懸盪式波速
構造量測工作，調查範圍幾乎涵蓋臺灣全
島，各縣市測站鑽孔數量分述如下︰基隆
市 2 孔、台北縣市 10 孔、桃園縣 3 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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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 1 孔、苗栗縣 3 孔、台中縣 1 孔、雲
林縣 1 孔、嘉義縣 1 孔，台南縣 4 孔、高
雄縣 3 孔、屏東縣 9 孔、宜蘭縣 5 孔、花
蓮縣 4 孔、台東縣 3 孔。調查測站分佈圖
如圖四所示，而調查測站之站名與站碼，
則詳列於表一。
Investigated
in 2006

KAU034
KAU036
KAU067
KAU068
KAU072

古樓國小
新埤國小
九曲國小
上平國小
崇文國小

TCU044
TCU069
TTN014
TTN015
TTN053

僑成國小
東勢國小
成功氣象站
台東氣象站
安朔新化

上述 50 個測站中，鑽孔深度除大龍國
小(TAP007)為 140 公尺、大社國小(KAU009)
為 60 公尺、吉安國小(HWA015)為 78 公尺
外，其餘皆為 30 至 35 公尺。鑽探結束後，
各鑽孔裝設 2.5 英吋 PVC 管並封底，且於
管內灌滿水，管壁與孔壁間以水泥與皂土
(Bentonite)回填，以利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
系統量測地層波速。
將本年度 50 個測站，依據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耐震設計規範，取地表 30 公尺厚之
地層平均剪力波速進行分類。平均剪力波
速大於 360m/sec 者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
盤），介於 180m/sec 到 360m/sec 之間為第
二類地盤（普通地盤），小於 180m/sec 則
為第三類地盤（軟弱地盤），分類結果如
表二所示。
表二

圖四
表一

站碼
CHY022
CHY053
CHY058
CHY080
CHY090
CHY102
HWA002
HWA015
HWA028
HWA058
ILA017
ILA018
ILA035
ILA054
ILA061
KAU009
KAU024
KAU028
KAU030
KAU031
KAU034
KAU036
KAU067
KAU068
KAU072

本年度完成 50 個測站分佈圖

本年度調查測站站名與站碼

站碼

站名

CHY022
CHY053
CHY058
CHY080
CHY090
CHY102
HWA002
HWA015
HWA028
HWA058
ILA017
ILA018
ILA035
ILA054
ILA061
KAU009
KAU024
KAU028
KAU030
KAU031

南化國小
重溪國小
渡拔國小
草嶺
大豐國小
坪林分校
豐濱國小
吉安國小
嘉里國小
銅門國小
內城國小
萬富國小
礁溪國小
大里國小
東澳國小
大社國小
鶴聲國小
高樹國小
內埔國小
萬丹國小

站碼

本年度鑽探調查測站地盤分類

站名

KAU079 武潭佳平分校
KAU080
射寮國小
TAP007
大龍國小
TAP015
松山國小
TAP032
積穗國小
TAP038
裕民國小
TAP039
三峽國小
TAP040
淡水國小
TAP045
瑞柑國小
TAP052
林口國小
TAP058
建德國小
TAP059
隆聖國小
TAP080
福隆國小
TAP095
北投國小
TCU001
新屋國小
TCU006
大同國小
TCU012
瑞豐國小
TCU023
大肚國小
TCU042
大同國小
TCU043
信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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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分類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站碼
KAU079
KAU080
TAP007
TAP015
TAP032
TAP038
TAP039
TAP040
TAP045
TAP052
TAP058
TAP059
TAP080
TAP095
TCU001
TCU006
TCU012
TCU023
TCU042
TCU043
TCU044
TCU069
TTN014
TTN015
TTN053

地盤分類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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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展望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年起開始，進行
自由場強震儀測站調查及資料建置工作。
八十九年調查重點以速報站為主，總數量
為 60 個；九十年則針對宜蘭縣、雲林縣、
嘉義縣及台南縣市平原地區進行調查，共
完成了 65 個測站的調查工作；九十一年至
九十五年，則進行全臺各地共 208 個測站
之調查，迄今已完成 333 個自由場強震儀
http://geo.ncree.org.tw
測站之調查工作，分佈情形如圖五所示。
在 333 個已完成調查測站中，有 22 個測站 圖六 資料庫首頁 http://geo.ncree.org.tw
鑽探深度大於 50 公尺，鑽探深度最深的是
彰化縣湳雅國小(TCU138)，深度達 150 公 參考文獻
尺。
1.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強震儀
測站地質鑽探調查工程紀實報告書」，
Investigated 333
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
Total 684
2. 陳銘鴻、李榮瑞，「懸盪式井測資料擷
取系統(Suspension PS Logger)之介紹及
說明」，地工技術，第九十八期，民國
九十二年十二月。
3. COSMOS
(2001),
Guidelines
for
Installation of Advanced National Seismic
System Strong Motion Reference Stations,
Socument C-USGS-2000-01, Version
0.92.
4. John Diehl, GEOVision P-S Log Notes &
Procedures, 2001.
5. Ward
S.
H.,
Geo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Geophysics Volume I:
Review adn Tutorial, Socity of
Expolration Geophysics, pp. 303-304
(1990).
圖五 已完成調查 333 座自由場強震儀測
站分佈圖
為了增加資料之可讀性與應用性，本
計畫持續將包含波速、標準貫入試驗值、
岩心、土壤試驗……等地層相關資料系統
化，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建構資料庫，適
時地將成果公告於網頁上，提供資料查詢
與申請服務，期使國內外學者皆能充分利
用該資料庫之內容，提升相關研究之準確
性。該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網頁網址為
http://geo.ncree.org.tw（如圖六所示），歡
迎相關研究學者能多多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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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結構實驗室泛用型應用軟體之開發
王孔君1

摘 要
本研究研發一套 C++類別(class)函式架構(framework)，可供用以研發反力牆與強力地
板結構實驗室所需使用之制動器(actuator)控制程式。本函式庫所支援之結構試驗類型為靜
態(quasi-static)試驗，例如反覆載重試驗(cyclic testing)、推倒試驗(push over testing)、指定
命令歷時試驗(profile playout test)、全結構擬動態試驗(pseudo dynamic testing)、網路合作
式試驗(networked collaborative testing)。本研究詳列在反力牆與強力地板結構試驗中所有
重要之抽象概念與實際物件，並設計數個抽象類別(abstract class)以模擬之。程式設計人員
可直接繼承本研究所提供之基礎類別以新增子類別的方式，在不更動既有程式碼的狀態下
增加程式可支援的軟體概念與硬體設備。在本類別函式架構中應用了許多廣為人知的設計
模式(design pattern)，包括 Singleton、Adapter、Proxy、Observer、Strategy 與 Template Method。

關鍵詞：物件導向、結構試驗、擬動態試驗、伺服控制、網路試驗

一、前言
近年來儘管電腦硬體之運算速度、記
憶容量與數值模擬技術皆較以往有長足進
步，但由於數值模擬所使用之原始資料仍
然必須由實際結構試驗中獲得，數值模擬
之結果仍須由試驗結果來加以驗證，結構
試驗仍然在學術界研究與工程界應用中佔
有無法取代的地位。結構實驗室在現在比
過去面臨了更多、更複雜、更精細的試驗
要求。為了滿足這樣的需求，結構實驗室
中所使用的控制軟體必須有相當的彈性
(flexibility)，除了要能準確地控制制動器
(actuator)之運動與正確執行資料擷取功能
外，其程式架構必須有足夠好的設計以至
於能夠容易地在未來新增各式功能、支援
新的試驗方式、新的硬體設備、新的資料
分析與表達方式等等。

二、軟體功能需求
靜態試驗依命令計算方式之不同可分
為兩大類：第一大類是指命令在試驗開始
之前就已經完全確定者；第二大類則指其
下一步之命令大小須利用前一步或前幾步
1

之實際試體反應經過某種計算程序後才可
獲得者。如反覆載重試驗、推倒試驗、指
定命令歷時試驗等皆屬於第一大類。而擬
動態試驗或網路合作式試驗則屬於第二大
類。事實上所有命令的產生方式皆不相
同，例如一個反覆載重試驗所需輸入參數
可能為振幅、週期、反覆次數等等。而指
定命令歷時試驗所需輸入參數則可能為一
固定格式之檔案，於檔案中記錄了預定執
行之命令歷時。又如擬動態試驗所要輸入
之試驗參數則為結構物之質量、阻尼、甚
至初始勁度矩陣、地震歷時、積分方法、
積分步伐大小等。由此可知若一控制程式
要能以同一方式同時支援所有命令產生模
組，且此方式又要能應付未來未知命令生
產模組，則其在架構設計上要相當具有彈
性才行。亦即，命令產生模組的設定方式，
與實際計算命令的方式，都必須與整個架
構無關。也就是說，個別命令設定與計算
的介面(interface)不能出現在程式架構中。
基礎類別必須保持足夠抽象，與各個命令
計 算 模 組 相 關 之 介 面 與 實 作
(implementation)而必須由子類別實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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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依研究需求而定，試體本身可以是一
支單柱、一根單樑、一個梁柱接頭，或是
結構模型中的任何一部分，甚或可能是一
個平面構架或是一個立體構架。雖然皆為
靜態試驗，命令施加之方式皆與時間無
關，但試體本身之類別與幾何形狀幾乎是
每個實驗皆不相同。圖一至圖三為某些曾
經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反力牆與強力
地板大型結構實驗室中進行之結構試驗。

圖一 網路合作試驗，二自由度平面單柱
測試 (共兩支單柱，四個自由度)

形式、尺寸、強度的不同直接導致在一個
實驗中所使用的制動器數量、制動器安排
的幾何位置與運動方向、甚至是制動器控
制模式的不同。從實驗控制軟體的角度看
來，這意味著結構本身的自由度與制動器
系統的自由度是兩個獨立的系統。上述之
種種不同，更精準地說來，實為此此二獨
立系統之間的對應關係(mapping)在每組試
驗都不同。此對應關係決定了結構命令與
制動器命令的關係，以及各種感應計
(sensor)量測資料與結構反應的關係。此對
應關係有可能為恰巧完全相同，但在更多
情形下為線性或非線性關係。為能確保實
驗正確進行，不論是命令或是反應，試驗
控制程式都必須對其在此二獨立系統中之
表示做正確的轉換。一個設計良好的試驗
控制程式，必須提供足夠良好與方便的介
面以供使用者清楚定義此二系統間之轉換
關係。若無法由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定 義 此 關 係 而 必 須 以 固 定 程 式 碼 (hard
coding)實做此二系統間之轉換關係時，程
式架構亦應提供適當介面使得程式設計維
護人員得以在不影響到程式其它部份運作
的情況下，以新增子類別的方式將新的轉
換關係實做出來。
除了控制層面的考量之外，一個實驗
控制軟體的合用性也決定在其監測層面。
在實驗進行當中，使用者應能有各種有用
的工具來觀測各種可能的現象。常見的工
具如資料歷時圖、柱狀圖、儀器或結構反
應數值即時顯示表單等。對程式撰寫維護
人員而言，新增這類工具至現有程式同時
不影響到程式其它部份不應是一件困難的
事情。此外，監測的對象也可能有很大的
變化，甚至目前已有的監測工具也能在將
來重複使用。亦即，用來監測目前尚未出
現的那些對象，而不需要重複撰寫類似度
極高的程式片斷。

圖二 網路擬動態試驗，立體構架

除此之外，一個設計良好的實驗控制
程式應能輕易支援新的控制系統。

圖三 反覆載重試驗，平面構架
試體本身形式與幾何的變化對實驗控
制程式來說引致了高度彈性的需求。試體

三、基本物件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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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誠 使 用 ， 包 括 了 StructCmd 、
ActCtrlSys、DataAcqSys、Data 以
及 UserSigSrc 。 另 外 亦 包 括 了 一 個
DataRepository 類別，負責存放目前
所有資料的值。
如圖四所示，StructCmd 為命令產
生模組之父類別，目前已定義並實作之子
類別包括 CyclicCmd、ProfileCmd、
PushOverCmd 、 ManualCmd 、
FullPDTCmd 以及 NetCmd。分別將反覆
載重實驗、指定命力歷時實驗、推導實驗、
手動控制、傳統擬動態試驗及網路合作試
驗等六種試驗命令計算邏輯、輸出、輸入
封裝程可用的類別，方便程式撰寫維護者
直接利用。若在未來有新的命令生產模
式，也可繼承 StructCmd 並實做之。
StrutCmd

別代表 THS1100 與虛擬資料收集系統。使
用者可直接利用此二子類別或新增繼承自
DataAcqSys 之子類別以支援更多新的
資料收集系統。
DataAcqSys

THSSys

VDataAcqSys

圖六 DataAcqSys 抽象類別以及目前
已實做之子類別
本程式架構亦定義了一個 Data 抽
象類別，如圖七所示。目前已實做之子類
別 包 括
NumericalData
與
BinaryData 。 NumericalData 又 被
IntData 、 FloatData 、 DoubleData
所 繼 承 。 BinaryData 目 前 則 有
ImageData 一個子類別，可用來表示圖
形資料，有助於即時照片等資料的儲存。
Data

CyclicCmd

PushoverCmd

ProfileCmd

ManualCmd

NumericalData BinaryData

FullPDTCmd

IntData

圖四 StructCmd 抽象類別(Signleton)以
及目前已實做之子類別

DoubleData

ActCtrlSys 為致動器控制器之基
礎類別，負責定義一介面以讓使用者操控
制動器控制器，如圖五所示。目前已定義
並 實 做 之 子 類 別 包 括 GTCtrlSys 與
VActCtrlSys。GTCtrlSys 模擬於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使用的 MTS FlexGT
致動器控制器，VActCtrlSys 為一虛擬
控制器，主要用於為方便程式撰寫與維護
之目的。
ActCtrlSys

GTCtrlSys

FloatData

VActCtrlSys

圖五 ActCtrlSys 抽象類別(Signleton)
以及目前已實做之子類別
DataAcqSys 為代表資料收集系統
之虛擬基礎類別，目前已定義並實做之子
類別包括 THSAcq 與 VDataAcqSys，分

ImageData

圖七 Data 抽象類別以及目前已實做之
子類別
前文提及結構系統與致動器控制系統
乃兩個完全獨立之系統，命令與訊號在此
兩個系統間之轉換更是隨著每個實驗設定
規劃的不同而有巨大的變化。若試圖以物
件模擬系統轉換概念，將導致整個程式最
後充斥許多只能用一次的類別。因此本研
究不以物件模擬之，而提出適當工具，允
許在使用者介面上定義使用者自訂訊號與
其間之轉換關係。本研究定義了一個稱之
為 UserSigSrc 的抽象基礎類別，並實
做 了 三 個 子 類 別 ：
MatrixMultiplicationSrc 代表自訂
訊號可由實際訊號配合矩陣乘法運算而
得； SimpleExpressionSrc 代表使用
者可以文字輸入自訂訊號的計算式後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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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計算而得，以及 HardCodingSrc 可用
在計算過於複雜之情形，直接將計算程式
碼包含在原始程式碼中，並重新編譯整個
程式。雖然這非最泛用之設計，但這些高
度不確定的程式碼已被集中在一個類別
中，仍然大幅度提升了程式的可維護性。

StrutCmd

structResponseSrc

UserSigSrc
MatrixMultiplicationSrc
SimpleExpressionSrc

UserSigSrc

HardCodingSrc
ActCtrlSys

MatrixMultiplicationSrc

actCmdSrc

UserSigSrc

SimpleExpressionSrc
HardCodingSrc

MatrixMultiplicationSrc

圖八 UserSigSrc 抽象類別

SimpleExpressionSrc
HardCodingSrc

四、設計模式之應用
本程式架構廣泛應用 Observer 設計模
式已達到自動更新資料顯示、儲存、紀錄
等 功 能 。 Subject 包 括 StructCmd 、
DataRepository、ActCtrlSys 以及
DataAcqSys。Observer 可包括各種不同
形式的檔案紀錄、示波器、數位資料顯示
表、事件記錄、圖形工具等。
observers

Subject

Observer

attach(Observer)
detach(Observer)
notify()

update()

StructCmd

FileWriter

getState()

update()

DataRepository

Plotter

getNumericalData()
getBinaryData()

update()

圖十 Strategy 模式於 StructCmd 與
ActCtrlSys 中之應用
Singleton 設計模式應用於以下物件：
StructCmd 、 DataAcqProxy 、
ActCtrlSys 與 DataRepository。

五、結論
本文提出一新的程式設計架構，允許
程式開發人員用以發展反力強與強力地板
結構實驗室所需要之泛用型實驗控制軟
體。本文定義並實做結構實驗中重要的軟
體概念與硬體資源，配合若干物件導向設
計模式的使用，使得利用本程式架構開發
而得之實驗控制程式能有最高的可擴充性
與可維護性。

參考文獻
1. Gamma E., Helm R., Johnson R., and
Vlissides J., “ Design Patterns ＂
Addison-Wesley, 1994.

圖九 Observer 模式於本程式架構中之應
用範例
本程式架構亦使用 Strategy 設計模式
於 StructCmd 與 ActCtrlSys 中以動態
選擇使用者定義之命令訊號轉換關係，如
圖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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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面含摩擦阻力之動態開裂模型研究
柴駿甫1、鄧崇任2

摘 要
本計畫針對反平面剪切裂縫，發展時間域之超奇異邊界元素法，探討近斷層地震之震
源產生機制，並依據黏著區域模型之一的滑移弱化模型，定義黏著區域內剪切應力與滑移
量之線性組成關係；並藉由裂縫尖端之動態應力強度因子，建立裂縫是否繼續開裂之判定
準則。其目的在求解斷層面含摩擦阻力之自發開裂過程，以獲致斷層面之動態滑移歷時，
使能藉此震源函數進行近斷層假想地震之境況模擬，並據以檢核近斷層結構物的耐震能
力。

關鍵詞： 斷層破裂機制、超奇異邊界元素法、裂縫黏著區域模型、
滑移弱化模型、裂縫應力強度因子

一、前言
模擬斷層開裂過程之動態震源模型，
可依開裂尖端之擴展破裂速度，區分為自
相似破裂模型與自發破裂模型。其中，自
相似破裂模型的尖端破裂速度為事先給定
的震源參數；而在自發破裂模型之中，開
裂尖端的破裂速度為一事先未知的變數，
必須在分析過程中由破裂準則自行決定。
故兩相比較而言，自發破裂模型為一較為
合理之地震震源模型。黏著區域(cohesive
zone)模型屬於一種自發破裂模型，其開裂
尖端的破裂速度為一事先未知的變數，必
須在分析過程中由破裂準則自行決定。在
黏著區域模型當中，開裂尖端之應力為有
限值(即達剪切破裂強度值)；且在開裂尖端
附近之黏著區域內，各破裂點的剪切應力
與該破裂點之滑移量或滑移速度有關，滿
足給定之非線性組成關係。同時，黏著區
域模型中黏著區域之大小並非一成不變
的，而會與開裂尖端的破裂速度有關，隨
著破裂面之成長有所變化。
本計畫於今年度係針對反平面之剪切
裂縫，依據 Andrews (1976)提出之滑移弱化
模型(slip weakening model)，定義黏著區域
1
2

內剪切應力與滑移量之線性組成關係；同
時，發展時間域之超奇異邊界元素法，並
藉由裂縫尖端之動態應力強度因子，求解
其自發開裂過程及相對應之滑移歷時，探
討近斷層地震之震源產生機制。

二、滑移弱化模型
如圖一所示，假設一個寬度為 2a 之裂
縫，其於開裂前之初始應力為τi。開裂後，
由於受到摩擦阻力之影響，可將開裂滑移
量 w>Dc 之中間區域，定義為完全開裂區
域，其最終應力為動摩擦應力τd；滑移量為
零之開裂尖端，其最終應力則為數值與剪
切破裂強度相等之靜摩擦應力τs。而在開裂
滑移量 w≤Dc 之範圍則屬於黏著區域，依據
滑移弱化模型，黏著區域內之應力降Δτ 與
開裂滑移量呈線性之變化關係，定義為

Δτ
w
= 1− γ −
Dc
τ s −τ d

(1)

其中，Dc 為兩側黏著區域邊界(x=±xc)之滑
移量，而γ 為應力狀態參數，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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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i −τ d
τ s −τ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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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所示即為 γ =0.4 之示範例，且定義 μ
為彈性體之剪切模數。

與ΔτB 分別滿足

Δτ A
= − γ ; (−a ≤ x ≤ a)
τ s −τ d
(3)
⎧0
; ( x < xc )
Δτ B
=⎨
τ s − τ d ⎩1 − w Dc ; ( xc ≤ x ≤ a)

w=Dc

其中， ΔτA 為等應力降之開裂過程，在此
條件下，可直接利用 HBEM 求得相對應
之滑移量 wA 以及裂縫尖端之應力強度因
子 K AIII 。另一方面，黏著區域範圍內之應
力降 ΔτB 則與黏著區域之邊界以及滑移量
有關，必須藉由等應力降之開裂結果，並
配合圖三所示之迭代過程求解。

τs
τd

圖一 滿足滑移弱化模型(γ =0.4)之 (a)裂縫
滑移量，(b)應力分佈與(c)應力降

三、零頻近似之最終滑移量
本研究團隊針對剪切裂縫，已成功發
展超奇異邊界元素法(HBEM)，於頻率域利
用點波源格林函數之應力分量，求得裂縫
表面之曳引力積分方程式，並藉由配點法
與邊界離散化等過程，求解此積分方程
式，獲致滿足應力釋放過程之裂縫開裂函
數(Chai and Teng, 2006)；且藉由動力問題
之零頻近似(頻率趨近於零)，可求得斷層於
破裂產生應力降後之最終滑移量。因此，
考慮滑移弱化模型時，裂縫之滑移量與應
力降具有相互依存之關係，亦即可在已知
應力降之條件下，利用 HBEM 求解相對應
之滑移量；而在黏著區域內，又可藉由(1)
式，由組成律求得與已知滑移量相對應之
應力降。
在滑移弱化模型之考量下，首先將利
用頻率趨近於零之零頻近似條件，求解裂
縫之最終開裂位移。然而，為能應用 HBEM
求解相對應之滑移量，在 − 1 ≤ x a ≤ 1 之開
裂範圍內，其應力降必須全為正值或全為
負值。因此，必須將開裂範圍內之應力降
定義為Δτ =ΔτA+ΔτB，且如圖二所示，ΔτA

圖二 將開裂範圍內( − 1 ≤ x a ≤ 1 )之應力
降拆解為ΔτA 與ΔτB 後求得之(a)裂
縫滑移量，與 (b)應力降
最後，當連續兩次迭代而得之黏著區
域範圍相等時，即可停止迭代過程，並求
得裂縫之最終滑移量 w=w A +w B。接著，利
用與 HBEM 求解滑移量類似之矩陣式，可
求解裂縫尖端附近(|xp|>a)且分別與滑移量
w A 及 w B 相對應之應力降，兩者相加後即
可求得裂縫尖端附近之總應力降。觀察圖
二所示之分析結果得知，等應力降之滑移
量 w A 將於尖端附近(|xp|>a)引致無限大之
尖端應力，但與滑移弱化模型引致之 w B 結
合後，可求得有限之應力降，且其值與裂
縫範圍內之應力降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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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猜測值 ( 線性應力降 )
1. 假設黏著區域之邊界 x c
2. Δτ B (τ s − τ d ) = ( x − xc ) (a − xc )
3. 藉由 HBEM 求解 w B
4. 計算 K BIII ⇒ 判別 K AIII + K BIII = 0？
5. 滑移量 w 1 =w A +w B
第 i 次迭代 (i≥1)
1. 假設黏著區域之邊界 x c
2. 藉由 w i ⇒ 計算 D c = w i (x c )
3. Δτ B (τ s − τ d ) = 1 − wi Dc
4. 藉由 HBEM 求解 w B
5. 計算 K BIII ⇒ 判別 K AIII + K BIII = 0？
6. 滑移量 w i+1 =w A +w B

No

圖四 裂縫由 2a0 延展至 2a 之 (a)裂縫滑
移量，與(b)應力降

No

圖三 求解應力降 ΔτB、黏著區域邊界以及
滑移量之迭代流程圖

四、裂縫延展之最終滑移量
假設一初始寬度為 2a0 之裂縫破裂延
展為寬度為 2a 之裂縫，則在滑移弱化模型
之考量下，可藉由 HBEM 配合應力降之拆
解，計算其最終滑移量。如圖四之示範例
(a0/a=0.83)所示，a0 狀態之滑移量 w0 與應
力降Δτ0 可由圖二之分析結果求得，而由 a0
之初始狀態變化至最終狀態之應力降，可
拆解為ΔτA 與ΔτB (黏著區域)兩部份，分別
滿足

Δτ A (τ s − τ d ) = −γ − Δτ 0 (τ s − τ d )
Δτ B (τ s − τ d ) = 1 − w Dc

(4)

由(4)式可知，ΔτA 與初始應力降 Δτ0 結合
即構成等應力降之開裂過程。與前述狀況
類似，可直接利用 HBEM 求得與 ΔτA 相對
應之滑移量 wA 以及裂縫尖端之應力強度
因子 K AIII；而黏著區域範圍內之應力降 ΔτB
與相對應之滑移量，可同樣由圖三之迭代
過程求解，圖四為各個狀態之裂縫滑移量
與應力降。

五、裂縫動態延展開裂
本計劃採用擬動態之方式，在固定
之裂縫延展寬度條件下，依序分析達到
各個裂縫寬度之時間點，再將所有離散
點連接，即可獲致該裂縫之擬動態開裂
過程。首先考慮初始寬度為 2a 0 之裂縫，
共有 N0 個離散配點(間距為Δx=2a0/N0)，並
在γ=0.5 之假設下，求解得相對應之滑移量
w0、黏著區域臨界值 Dc，與應力降Δτ0。定
義該裂縫在 T0 時，開始釋放應力，破裂成
寬度為 2a 1 之裂縫，其上共有 N1 個離散
配點(N1=N0+2)，且 a 1 /a 0 =N 1 /N 0 ，使離散
配點間距仍保持為Δx。首先假設破裂延展
至 2a 1 時之總應力降 Δ τ 1 恰為 Δ τ 0 向左、
右各平移一個離散配點，並於中間區域
填補其值為 -γ 之應力降。藉由拉普拉司轉
換，可於頻率域將應力降拆解，並表示為

⎛
Δτ 0 ⎞ exp[− ( A + iω ) T0 ]
Δτ A1
⎟⋅
= ⎜⎜ − γ −
τ s −τ d ⎝
τ s − τ d ⎟⎠
A + iω
⎛
Δτ 0 ⎞ exp[− ( A + iω ) T0 ]
Δτ B1
⎟⋅
= ⎜⎜ Δτ 1 + γ +
τ s −τ d ⎝
τ s − τ d ⎟⎠
A + iω
(5)
因此，於頻率域可藉由 HBEM 求解得與
此應力降假設相對應之滑移量，再轉換至
時間域求得開裂歷時 w1=wA1+wB1，與裂縫
尖端應力強度因子歷時 K III = K AIII + K B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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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有使應力強度因子為零之時間點方
符合滑移弱化模型之要求，為真正使裂縫
延展至 2a1 的時間點。故可擷取於此時間
點之滑移量，並利用滑移弱化模型之組成
律求得較為正確之總應力降 Δ τ 1。將此應
力降代入 (5) 式，可再次求解得裂縫開裂
歷時與裂縫尖端之應力強度因子，擷取應
力強度因子為零之時間點，可由該時間點
之滑移量求得更為正確之總應力降 Δ τ 1 。
重複此迭代過程，當前後兩次迭代所得之
總應力降幾乎相等時，即可定義最後一
次 迭 代 過 程 中 ， 使應力強度因子為零之
時間為裂縫延展至 2a1 的時間點 T1，並藉
由該時間點，求得裂縫延展至 2a1 的滑移
量 w1、總應力降 Δ τ 1 與黏著區域邊界 xc1。

縫延展至 2an 的滑移量 wn、總應力降Δ τ n
與黏著區域邊界 xcn。圖五為裂縫尖端、黏
著區域邊界與範圍以及延展速率隨時間之
變化關係。圖六則為裂縫延展過程之滑移
量隨時間之變化關係。

假設裂縫於時間點 T1 延展至 2a1 後，
隨即再度釋放應力，破裂成寬度為 2 a 2 之
裂縫，其上共有 N2 個離散配點(N2=N1+2)，
並使離散配點間距仍保持為Δx。同樣的， 圖五 裂縫尖端、黏著區域邊界與範圍以
及延展速率隨時間之變化關係
首先假設破裂延展至 2 a 2 時之總應力降
Δ τ 2 恰為 Δ τ 1 向左、右各平移一個離散配
點，並於中央補點 ( 應力降 - γ )；因此，可
於頻率域將應力降拆解，並表示為

Δτ A 2
Δτ A1
=
τ s −τ d τ s −τ d
⎛
Δτ 1 ⎞ exp[− ( A + iω ) T1 ]
⎟⋅
+ ⎜⎜ − γ −
A + iω
τ s − τ d ⎟⎠
⎝
Δτ B 2
Δτ B 1
=
τ s −τ d τ s −τ d
⎛
Δτ 1 ⎞ exp[− ( A + iω ) T1 ]
⎟⎟ ⋅
+ ⎜⎜ Δτ 2 + γ +
τ
−
τ
A + iω
s
d ⎠
⎝
(6)
再重複前述之迭代過程，可 定 義 最 後 一
次 迭 代 過 程 中 使應力強度因子為零之時
間，恰為裂縫延展至 2a2 的時間點 T2，並
擷取得該裂縫延展至 2a2 的滑移量 w2、總
應力降 Δ τ 2 與黏著區域邊界 xc2。
依序延展裂縫寬度至 2an，其離散配點
Nn=N0+2n，且離散配點間距保持為Δx。同
時，依照前述之迭代流程，可逐步求解裂
縫延展至 2an 的時間點 Tn，並擷取得該裂

圖六 裂縫動態延展開裂之滑移量隨時間
之變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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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測站波速構造調查
鄭丁興1 溫國樑2 康裕明3 張道明4

摘 要
本計畫主要在針對台南、高雄、屏東與宜蘭地區 18 個地震測站，量測其淺層與深層
之波速構造，以協助全國強震儀地震資料庫之建立。共採用兩種量測方法，第一為表面波
頻譜分析法，施加人工震源進行現地量測，以應力波傳遞理論進行正算程序，求得淺土層
之波速構造。第二為微地動陣列法，利用天然震源，將地震儀以陣列方式量測地表微地動
資料，經由頻率-波數分析法求得表面波頻散曲線，再利用基因演算法逆推深層土壤之剪
力波速度構造。計劃成果顯示，表面波頻譜分析法可有效量得 10 至 20 米內淺層土壤之波
速構造，而微地動陣列法則可有效的量得 10 至 20 米以上深層土壤之剪力波速構造。

關鍵詞：微地動陣列、表面波頻譜分析法

一、前言

二、應力波傳遞法

中央氣象局在台灣地區已設置相當多
地震測站，且為了提高強震資料的可利用
性，特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執行「全
國強震儀地質資料庫之建立」計劃[1]，對
測站所在地質進行鑽探並進行波速構造調
查。所採用之波速構造調查方法為懸盪式
井測法(Suspension P-S Logger)[1]，此方法
可配合鑽探進行，以節省成本，但由於儀
器限制，此方法對 5 米內之土層性質不能
準確量測，也對超過鑽探深度之土層無法
量測。為更加了解測站地質特性，有必要
採用其他方法來得知淺層與深層之土層特
性，因此本計劃採用表面波頻譜分析法
(SASW method)[2,3]來量測 10-20 米內淺土
層之性質。對深土層則採用微地動陣列法
(Micro-Tremor Array Method)[4-6]，此方法
適合量測 10-20 米以上之深層土壤性質。
此兩種方法結合後，可建立測站之土層波
速構造，並彌補現有懸盪式井測法
(Suspension P-S Logger)之限制。本計劃共
對台南、高雄、屏東與宜蘭地區 18 個測站
(示於表一)進行調查。

表面波頻譜分析法 (如圖一所示)，使
用 衝 擊 錘 (PCB086C50) 與 加 速 規
(WILCOXON731A) 。表面波頻譜分析需
要兩個垂直向加速規分別放置。

1
2
3
4

表面波頻譜分析法令震源至第一接收
器的距離為 d，震源至第二接收器的距離為
d，根據場地大小，採用 4, 8, 16,或 32 米距
離。接收器接收到的時間域訊號經由快速
傅立葉轉換，轉至頻率域，藉以計算兩接
收器之間在各頻率之相位差，因此就某一
頻率 f 而言，則可以計算該頻率之波傳時
間。由兩接收器間距，可計算出該頻率之
雷利波視波速。上述視波速與頻率（或波
長）所構成的曲線稱之為頻散曲線
(dispersion curve)，如圖二所示。
表面波頻譜分析法採用正算程序以頻
散曲線為基準，先假設土層厚度、橫波與
縱波波速，經由試誤法找出橫波波速，由
於結果並非唯一解，需由人工判斷其結果
是否合理。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副教授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教授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醒吾技術學院資訊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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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地動陣列法
其試驗架構如圖三所示，在安置地震
儀感應器時，將十組地震儀以三個同心圓
陣列方式擺設，在每個同心圓上之地震
儀，相隔之角度（地震儀-圓心-地震儀）
約為 120 度。而每個同心圓之半徑大約呈 2
的倍數增加，其最大半徑為 32,或 64m。記
錄時間至少為 1 小時。經由頻率-波數分析
法（Frequency-wavenumber method，簡稱
F-K）求得表面波頻散曲線，如圖四所示，
再利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簡稱 GA）逆推土層之剪力波速度構造。
頻率-波數法主要是由頻率（F）和波
數（K）兩個函數所組成，是由時間和空間
對應而成。假設地下構造是均質
（homogeneous）且等向（isotropic）的水
平地層，當平面波入射陣列，每測站接收
到波會有時間差，即可依到時的不同，利
用時間移位法（time shift），得到平面波
的特性。資料處理過程中，採用「移動視
窗」（moving windows）方式來截取陣列
信號。而每次視窗移動之時間差為 1.0 秒。
將每段被截取的陣列資料，對不同頻率進
行頻率-波數分析，則可得出各個頻率之相
速度值。之後，再將各頻率的相速度加以
篩選，則可得平均相速度及標準偏差值。

二，而微地動陣列法所得之頻散曲線，如
圖四所示。
兩種方法所得之土層波速構造與國家
地震中心之 P-S Logging 結果，示於圖五。
大部分測站之結果顯示，表面波頻譜分析
法可有效獲得 10 至 20 米以內之土層波速
構造，而微地動陣列法則可有效獲得 10 至
20 米以上之土層波速構造。
但 KAU020 與 KAU028 測站之結果卻
不理想，圖六為 KAU028 之結果，兩種方
法所得之土層波速構造不僅與國家地震中
心之 P-S Logging 結果有明顯差距，且兩
種方法之結果亦有明顯差距，其原因仍不
明確，有待進一步分析。

五、結論
本計劃共對台南、高雄、屏東與宜蘭
地區 18 個地震測站以表面波頻譜分析法與
微地動陣列法進行土層波速構造調查。實
驗結果顯示，表面波頻譜分析法可有效獲
得 10 至 20 米以內之土層波速構造，而微
地動陣列法則可有效獲得 10 至 20 米以上
之土層波速構造。但仍有部分測站之結果
無法與 P-S Logging 結果相同，其原因需
進一步分析。

基因演算法以隨機方式產生第一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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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地震測站施測位置

圖一 應力波傳遞法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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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KAU006 測站之 SASW 頻散曲線

圖三 微地動陣列試驗架構

圖四 KAU006 測站之微地動陣列之頻散曲
線結果
159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array
PS_Logger
SASW

KAU006 五福國小

S-Wave Velocity (m/s)
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Depth (m)

10
20

30
40
50

圖五 KAU006 測站之土層波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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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KAU028 測站之土層波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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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參數與微地動地盤特性研究-高科技園區
（地化監測）(II)
瓦里亞 1、林世榮 2、楊燦堯 3、溫國樑 4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調查新竹地區新城斷層及台南新化斷層帶上的土壤氣體組成變化，並
確認這些構造活動對土壤氣體濃度的影響。利用土壤氣調查台南地區新化斷層工作，已完
成 13 條橫跨斷層剖面，共計 110 個採樣點。透過儀器分析其氦氣, 氡氣, 二氧化碳及氮氣
含量結果顯示，斷層帶附近有明顯之異常高之氦氣及氡氣通量。如此一致的結果顯示土壤
氣調查技術可作為辨認活動斷層帶位置之一有效工具。在設置觀測站前，先透過土壤氣採
樣技術，選取幾處具有較高的氦氣、氡氣及二氧化碳含量的位置，藉由定期採樣以觀測本
區構造活動性，同時檢驗該處之土壤氣體變化是否能反映地震活動。隨後從中選取一合適
位置，在 2006 年 10 月中完成新化斷層土壤氣體觀測站設置。
初步觀察結果顯示，觀測站所收集到之土壤氣體在 2006/12/26 恆春地震（新化當地
震度 4 級）前有發生異常變化，顯示本站與鄰近地區所發生之地震活動事件有良好的關聯
性。未來透過自動化連續觀測資料，將有助於瞭解鄰近之地震活動與土壤氣體成分變化之
關係。

關鍵詞：土壤氣（soil gas）、載流氣體（carrier gas）、斷層

一、前言
利用地底下的氣體能提供我們未來即
將發生的構造活動徵兆。許多研究指出地
底下的氣體藉由擴散（diffusion）或滲流
（advection）行為，透過潛在的通道如斷
層 或 破 碎 帶 上 升 至 地 表 (King, 1993;
Baubron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3)。

由高度破碎的材料所組成，其破碎行為為
地底下氣體提供一個遷移的通道，有助於
氣體逸散。
因此調查土壤氣體濃度的分佈及變化
可被用來辨認斷層帶的位置(Walia et. al,
2005a; Fu et al., 2005; Al-Tamini and
Abumurad, 2001; Guera and Lombardi, 2001)
及偵測地震活動(Walia et al., 2005b; Walia
et al., 2006; Yang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6)，成為有效的偵測活動斷層的工具。
此技術目前用於新城斷層及新化斷層的調
查上，並陸續在斷層帶上設置地球化學觀
測站。

為瞭解地底下氡氣之所以能遷移如此
大的距離，許多學者建立數種可能的模
式 ， 如 透 過 地 下 水 或 載 流 氣 體 （ carrier
gases），如CO2 、CH4 、He或N2 的攜帶，
而遷移至他處(Kristianson and Malmqvist,
1982; Etiope and Martinelli, 2002)。氣體遷
移速度及濃度受控於許多因子，如底岩中 二、方法：
鈾土元素的分佈、土壤孔隙率、濕度及微
透過數條橫跨斷層帶的剖面，採集土
裂隙發育等，這些稀有的地球化學氣體釋
放與地熱及地震活動有強烈的關聯性存 壤氣體樣品，其方式是以一支長約 130 公
在。斷層因其截切過岩層，可視為一弱帶， 分，直徑約 1 公分的中空鐵管，接上拋棄
1
2
3
4

國 家地 震工 程研究 中心 副研究 員
國 家地 震工 程研究 中心 助理研 究員
國 立台 灣大 學地質 科學 系教授
國 家地 震工 程研究 中心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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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鑽頭，將鐵管以垂直地表方向搥入地表
下約 100 公分深的土壤中（圖一）。接著
用一根長約 135 公分的較細的鐵條，插入
中空的鐵管中，利用重擊使得拋棄式鑽頭
與鐵管分離，造成鐵管最下端與土壤中有
空隙。再將鋼管套入已設計好的手動幫
浦，先將原本存在管線中的空氣抽出，等
待土壤氣體充滿整個管線後，最後將土壤
氣抽入一公升及三公升裝之採樣袋中。

瞭解斷層帶的分佈。初期完成13條橫跨新
化斷層剖面，共計110個採樣點（圖二）。
這些土壤氣袋經過分析得到氡氣、氦氣、
二氧化碳及氮氣值。

圖二 新化斷層之土壤氣採樣點分佈圖
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異常值與斷層帶
分佈有關（圖三）。如此一致的結果顯示
土壤氣調查技術可作為辨認斷層帶位置之
一有效工具。在決定設站位置前，先選取
一剖面作定期採樣藉以瞭解該場址對地震
活動事件之敏感性。

圖 1 土壤氣體採樣示意圖
其中將一公升之氣袋使用氦氣偵測儀
（ASM100HDS, Alcatel）及攜帶式氣相層
析儀（CP4900, Varian）進行分析，三公升
之 氣 袋 則 使 用 氡 氣 氛 析 儀 （ RTM 2100,
SARAD）分析，得出土壤氣體之He、CO2、
N2、O2及Rn等含量，並討論彼此間的相互
關係。

三、結果與討論
在第一年工作項目裡，經過第一階段
數條剖面的大範圍採樣，及第二階段單一
剖面定期採樣後，已在2005年10月於新竹
科學園區內選擇一合適地點建置自動化連
續氣體觀測站。透過自動化連續記錄觀測
本區域受構造應力活動所造成的氣體成分
變化。初期觀察結果顯示本區內某些主要
地震具有潛在的前兆訊號。
A.新化斷層
第二年度工作亦利用上述土壤氣採樣
技術，針對台南新化斷層進行採樣調查，
首先完成本區域大範圍土壤氣體調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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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觀測站所紀錄到的土壤氣體在 1226
恆春地震（新化當地震度 4 級）前有明顯
的變化，顯示本站與鄰近地區所發生之地
震活動事件有良好的關聯性。
這些由觀測站所記錄到的 Rn、Th 及
CO2 數值，均在地震前有所增加，可能是
地震發生前，本區先受到應力變化所造成。

圖三 新化斷層之土壤氣異常點分佈圖：
(A)氦氣(B)氡氣(C)二氧化碳(D)氮氣
經過為期近 10 個月的定期採樣分析，
選取一處具有高濃度的氦氣及氡氣值位置
設置觀測站。並於 2006 年 10 月中完成觀
測站設置，其內部放置氡氣分析儀（RTM
2100, SARAD）
、地震儀（Etna, Kinemetrics）
及一台個人電腦，透過網路即時將資料傳
回台北辦公室中。
至 2007 年 1 月底止共 3 個月的連續資
料觀察結果，氡氣濃度值大約在 40kBq/m3
之間，每日變化量約 15~20 kBq/m3。之後
從 11 月 21 日起穩定的增加到 12 月 3 日達
最大值 80 kBq/m3 ，隨後降低至 50kBq/m3
上下。此增加趨勢在 1226 恆春地震發生前
10 天左右，即 12 月 16~17 日恢復至正常值
40kBq/m3。
扮演載流氣體之二氧化碳，其數值亦
在 12 月 16~17 日期間顯示異常增加。至於
氡的另一同位素-釷(Thoron)，具有非常短
之半衰期(54.55 秒)，亦在 11 月中至 12 月
中出現相當高之數值。

圖四 新化觀測站於 2006/11/1~2007/1/31
期間，土壤氣中氡氣、二氧化碳與溫
濕度及地震活動事件之關係
B.新城斷層
隨著新化斷層土壤氣體採樣及設站工
作進行，同時仍需維持竹科觀測站持續且
正常的運作。這段期間所記錄的結果顯
示，部分異常訊號與本區所發生之地震事
件有關（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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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竹科土壤氣體觀測站於 2005/10/1～
2007/1/31 期間，土壤氣中氡氣、二
氧化碳與溫濕度及地震活動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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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參數與微地動地盤特性研究(微震監測)
張道明1 謝宏灝 張毓文 陳阿斌

摘 要
本計畫為國震中心主導針對台灣高科技產業高度集中的科學園區的一系列研究計畫
之一子計畫，其目標為確認台南科學園區的場址振動特性及附近斷層的活動性和相關參
數，以作為地震災損評估系統的輸入參考；而後，也能配合高科技廠房計畫的研究成果，
成為一完整的系統。主要研究方法有二，第一是在台南科學園區利用密集的微地動量測，
來確認場址振動主頻；第二是在台南科學園區附近佈設多部寬頻地震儀進行微震監測。藉
由分析微震的時空分佈及破裂機制，找出園區附近斷層活動性及相關參數。本年度已順利
完成台南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台南園區測點為 161 點，路竹園區測點為 71 點。
並且採購寬頻地震儀，在新化斷層及觸口斷層南段佈設微震觀測網。另外，針對活動斷層
於未來特定時間內之發生機率以統計的方式推估，並建立其潛勢地震震度分佈圖
（ShakeMap），供園區耐震設計及緊急防災規劃之參考。

關鍵詞：台南科學園區、場址效應、微震監測、地震潛勢評估

一、前言
本計畫主要對象為台灣經濟命脈的科
學園區，其所在位置皆鄰近第一類活動斷
層，密集的地震活動威脅著園區內之重要
廠房及設備。研究重點希望藉由多台寬頻
地震儀所設立之微震監測網得到的持續觀
測紀錄，瞭解並建立各斷層的活動參數，
提供各種地震動數值模擬之研究，另一方
面，園區廠房設計所需之地震動主要頻
率，將進行微地動量測工作瞭解園區內場
址主要頻率分佈，作為廠房耐震設計及園
區危害度評估之基本參考資料。在地震預
警方面，本計畫的微震監測觀測成果有助
於瞭解震源特性，據此為地震災損評估系
統之輸入參數，增進地震動潛勢模型之可
靠度。本計畫於 95 年度以台南科學園區為
主要研究對象，藉由微振動量測確定並討
論園區內土壤震動特性及沈積物厚度，未
來將配合強震網測站所在場址進行地層特
性調查的鑽探資料庫成果，建立大比例尺
之地盤特性微分區圖。而微震監測方面，
針對鄰近的新化及觸口斷層附近選擇適當
位置，佈設寬頻地震儀建立微震監測網，
1

進行測區初步之調查並以其為依據設置地
震儀，進行長期地震活動監測。未來分析
所得知活動斷層活動度及震源參數等相關
數據，做為地震活動可能之預測依據及地
震潛勢預測模型的震源輸入參數。

二、台南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
由於科學園區以半導體廠及 LCD 面板
廠為主，對地動之敏感性極強，因此計畫
針對各園區進行地動特性之觀測分析，瞭
解園區內之微震動及地震動特性，本計畫
於 95 年度之工作地點為台南科學園區，在
台南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測點為 161
點，在路竹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測點
為 71 點，平均測點距離為 150~200 公尺（科
學園區內）及 300~400 公尺（科學園區周
遭）。各測點之位置與附近交通幹線分佈
圖可見圖一、圖二。密集微地動量測資料
經 H/V 頻譜比法（Nakamura, 1989）計算
後，可以進行各測點位置之振動主頻辨
識，目前已有系統地進行處理，所得之南
科微地動主頻（Dominate Frequency）分佈
圖可見圖三、圖四。由圖三可以推論，台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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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園區下方之沉積物厚度大致呈現由東向
西增厚的趨勢。此一現象與附近地表丘陵
起伏狀況相類似。而路竹園區下方存在一
沉積物較厚的彎曲條帶（可能類似古河道）
的現象。
未來微地動量測結果可根據半導體廠
之需求，在 1~100Hz 頻帶分析 1/3 Octave
band 之頻譜，並繪出園區在各頻率之等值
圖，此結果將作為園區之基本資料，未來
亦可作為評估其他振動源造成影響之比較
基礎。
圖三、台南園區微地動微地動主頻分佈圖

圖四、路竹園區微地動主頻分佈圖

圖一、台南園區微地動測點分布圖

三、科學園區微震網設置及觀測
94 年度在新竹科學園區附近地區，設
置了微震觀測網，本年度持續觀測。微震
監測網測站分佈位置及觀測到的微震震央
可見圖五。主要為三段：三義埔里地震帶
北緣、獅潭斷層、麓山帶地區。

圖二、路竹園區微地動測點分布圖

就監測台南科學園區之小區域地震活
動而言，需小範圍之監測網。以目前全台
地震網分佈而言，現有儀器無法有效偵測
到一些微小地震；而強震網分佈雖然較
密，但儀器之功能是在記錄較強之地面震
動。但微小地震正是用以研究地震震源型
態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今年度針對新
化斷層、觸口斷層之地震活動進行評估及
監測。本年度採購高靈敏度的寬頻地震儀
（英國 Guralp 儀器公司製造的 6TD 寬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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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儀），配合國震中心現有同型寬頻地震
儀，形成在新化斷層、觸口斷層南段周邊
區域的小型 11 個測站之微震監測網，直接
評估園區東側近期之地震活動性及其地震
破裂機制。微震監測網測站分佈位置可見
圖六。

圖五、竹科微震監測網及微震分佈圖

圖七、本研究使用經驗振模分解法擷取微
震波形，上圖為原始資料、中圖為經驗振
模分解法將資料分解的過程、下圖為擷取
出的微震波形。

五、台南科學園區之地震潛勢
鄰近台南科學園區的第一類斷層包括
新化、梅山、觸口等斷層，整理中央地質
調查所之調查報告，各斷層之活動參數如
下表一所列：

圖六、南科微震監測網測站分佈圖

四、以經驗振模分解法擷取資料
由於寬頻地震儀非常零敏，因此可以
記錄到非常高品質的資料。為有效使用這
些微震資料，本研究使用經驗振模分解法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Huang
1998)擷取微震波形，見圖七。原始的微震
訊號埋藏在受風及海浪影響的週期 3~6 秒
的背景波之中，經過資料處理後，可以有
效地去除背景波，並將微震訊號擷取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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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斷層之活動參數
斷層名稱

Tr(yr)

Te(yr)

ML

新化斷層

210

61(1946)

6.5

梅山斷層

200

101.75(1906)

6.8

觸口斷層

400

2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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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之 ML 為活動斷層之特徵地震，靜待期
Te 則根據歷史相關地震紀錄計算之。其再
現期則參考中央地質調查所最新調查報告
及各專家學者相關研究成果。各活動斷層
參數之詳細說明參考中心成果報告
（NCREE-05-032）。
本研究藉由斷層的再現期及曾經發生
之相關地震紀錄等，以評估各活動斷層地
震可能錯動之發生機率。梅山活動斷層
1906 年曾發生災害性地震，自今已經過之
Te 為 101yr，則未來 30yr 可能之發生機率
則高達 15.96%。針對台南科學園區鄰近之
活動斷層在未來 10、30、50 年之地震發生
潛勢，其發生機率如表二所列。圖八為採
用地震動預估模型（Jean et al.,2006）評估
各活動斷層錯動後之 PGA 地震動分佈。
表二、各活動斷層未來之發生機率
斷層名稱
梅山斷層

發生機率（％）
10yr

30yr

50yr

4.85

15.96

27.80

六、結論與展望
本本計畫年度結論如下：(1)藉由微地
動之實際量測，得到該園區內各主要頻率
的分佈，瞭解台南科學園區下地震動特
性，提供園區廠房耐震設計及園區危害度
評估之基本資料。(2)建立之微震監測網對
活動斷層的活動情形作直接評估，作為可
能發生災害預警之用。(3)利用統計模型所
得到未來地震發生潛勢，可提供台南科學
園區廠房耐震設計之參考。其特徵地震可
能引致的震度潛勢分佈圖（ShakeMap）則
可供規劃未來緊急防災應變之用。目前所
計算之結果未來仍須進一步的隨著地震參
數的增加而進行調整及運算。(4)藉由地震
前兆監測及微地動量測對於場址效應之成
果，未來可提供設計地震、地盤效應、近
斷層效應及三维盆地效應等研究所需之基
本參數，結合中心地震學與地震工程相關
研究經驗，以提升本中心地震學專業能
力，強化地震工程與地震學之整合。

參考文獻

大尖山、觸
口斷層

2.31

7.37

12.89

新化斷層

1.07

5.26

12.23

Hsinhua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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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of 30yr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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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新化斷層潛勢地震於科學園區內之
震度分佈圖（Shak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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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地盤設計地震放大效應研究
張毓文1 簡文郁2

摘 要
本研究為兩年期計劃，95 年度之重點在研究目前的地盤分類準則與地震動放大效應
之關聯性，以檢討目前耐震設計規範對地盤放大係數 Fa 及 Fv 的規定的適當性。對 CWB
測站之地質鑽探及地層波速量測計畫所建置之資料庫進行詳細工程分類，再篩選有充分地
震資料之測站，進行地盤放大效應的定量研究。

關鍵詞：地盤放大效應、耐震設計規範、地盤分類、地層波速

一、前言
一般研究認為地震動放大倍率與現地
的地質概況有很高的相關性，尤其是表土
層的軟硬程度對地震動有極大之影響。我
國 1997 年之規範首度將地盤分類列入規
範，依據地盤分類規定不同之正規化設計
反應譜。而當時之地盤分類主要是參考日
本道路橋樑規範(JRA 1996)以地盤固有周
期(Tg)為分類標準，堅硬地盤、中等地盤及
軟弱地盤之 Tg 分界點分別為 0.2 秒及 0.6
杪 。 而 2005 年 版 之 規 範 則 主 要 參 考
ATC-32(1996)、IBC2000(2000)及陳正興等
(1997)之研究成果，藉由地表面下 30 公尺
之土層的平均 SPT-N 值或剪力波速決定地
盤分類。再根據地盤分類與設計地震之強
度，決定一個設計地震需求的放大倍率。
分類標準略有差異，但其基本原理仍遵循
波傳理論以地盤固有周期作為地盤分類之
基本考量。
自 1991 年中央氣象局 TSMIP 強震網
開始運作，蒐錄了大量的地震資料，且有
相當多為大規模地震紀錄，在先前的研究
中已經對 TSMIP 測站之強震資料(2003 年
以前的紀錄)進行地盤放大效應之研究，結
果顯示，目前工程實務上對地盤效應的考
量仍有在釐清的必要；另一方面，中央氣
象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進行的
1
2

TSMIP 強震網測站的地質鑽探調查計劃由
2000 年持續進行至 2006 年已完成 333 個測
站的現地鑽探調查，多數測站均有詳細之
SPT-N 值及剪力波速資料。土層剪力波速
結構採用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Suspension PS Logger)可以得到相當可靠
且精細之波速分布(陳銘鴻等，2003)。本研
究以 TSMIP 強震網的地震資料及地質鑽探
資料，進行地盤分類與地震動放大效應之
研究，以檢討目前耐震設計規範對地盤放
大係數的規定的適當性。

二、地盤分類比較
地盤條件對地震動之影響概以地盤效
應稱之。Seed 等學者在 1976 年提出局部地
盤狀況對反應譜之影響研究後，工程界開
始注意此一議題並將其影響反映在耐震設
計規範中；而學術界也持續關注於此研
究。在地震動之相關研究，除了地震(加速
度)歷時紀錄外，還需要測站的土層資料。
測站土層剖面資料通常包含土層厚度、土
壤分類、SPT-N 值及剪力波速等，才能對
測站的地盤做正確之分類。
中央氣象局 TSMIP 強震網共有超過
600 個測站，蒐錄了大量的地震資料，然
而，在 TSMIP 強震網測站的地質鑽探調查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169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5 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4

TBC'05 : S1

2

1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Averavg Shear Wave Velocity, Vs30 (m/sec.)

4

TBC'05 : S2

800

TBC'05 : S1

3

2

1
0

10

20
30
40
50
60
Averavg SPT-N Value, N30

70

80

4

3
TBC'95 : S1

Site Classification, (by Kou'92,93,94)

TBC'05 : S2

TBC'05 : S3

Site Classification, (by Kou'92,93,94)

100

2

TBC'95 : S2
TBC'95 : S3

1
0

0.2
0.4
0.6
0.8
Predominate Period, Tg (Sec.)

從波傳理論推導知地震動震幅之增減
與地盤剪力波速相關，因此為評估地震動
大小之地盤分類方法，也應以地盤剪力波
速之分類法最為可靠。由圖一剪力波速分
類結果驗證氣象局早期之分類結果，發現
其分析結果相當一致；然細分地盤分類相
當困難，由圖一之結果建議，將氣象局原
始分類之第一、第二類地盤歸類為堅硬地
盤，而第三、第四類地盤歸類為軟弱地盤。
對照剪力波速之分類標準，由 SPT-N 值分
類之結果之鑑別率較差。由於地盤週期與
剪力波速存在互為倒數之關係，因此，二
者之分類結果應該一致，然而圖一所示結
果並不一致，原因為規範之分類標準不一
致。以第一類地盤之剪力波速之分類標準
360 m / sec 計算其地盤周期為 0.33 秒，顯
示 1995 年規範之地盤週期分類標準較為嚴
苛。
以圖一之分類比結果來看，在氣象局
的分類為第三、第四類(軟弱)地盤之測站中
有兩個測站之剪力波速大於 400 m / sec 之
測站，分別為 TCU003 及 TCU033，這兩個
測站應為堅硬地盤；但 TCU003 在 11m 至
21m 深度之土層極為堅硬，SPT-N 值均大
於 50，深度 21m 至 33m 之間又是 SPT-N
值介於 15 至 40 之間之黏土層，值得進一
步再確認資料。而 CHY074 測站為第一類
地盤，其平均 SPT-N 值為僅 7，依據 2005
年版規範將會被判定為軟弱地盤(S3)，顯示
規範對於以平均 SPT-N 值判定地盤分類之
計算式及分類標準均有檢討之必要。

3

TBC'05 : S3

Site Classification, (by Kou'92,93,94)

計劃開始之前，其地盤資料並不完整，因
此限制了地震資料的實用性。1992-1994 年
郭鎧紋曾根據有限的鑽孔與地形資料，對
87 個 TSMIP 強震網測站的地質狀況進行
分類；李錫堤在 2001 年亦根據頻譜比及地
質圖對 TSMIP 測站進行分類研究。這些測
站地盤分類結果為後續的強震資料的地震
動研究提供重要的參考。Phung (2006)則利
用 921 集集地震資料的反應譜分析進行四
百餘個測站的地盤分類研究。本研究首先
根據耐震設計規範之分類準則，以測站鑽
探資料進行地盤分類，並與氣象局對 87 個
TSMIP 測 站 之 原 始 分 類 結 果 ( 郭 鎧 紋 ，
1992-1994)比較如圖一所示，圖中並標示我
國規範之相關分類標準。

1

圖一 規範使用地盤分類與氣象局 87 個測
站原始分類結果比較

規範為考慮工程實務之可行性，而以
地表下 30m 之地盤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等資料為分類標準；然而，由波傳理論與
震害相關調查知地震動放大效應與土層之
厚度(或岩盤之深度)有關。在 TSMIP 強震
網測站的地質鑽探調查計劃中大部分測站
亦以地表下 30m 土層性質為目標，但亦選
定部分測站加深其鑽探深度，以作為相關
分析之比較。這些深孔測站之鑽探並未全
部達到岩盤，詳細之地層資料可由該資料
庫查詢。針對鑽探深度大於 30m 之測站，
以地表下 30m 土層資料計算之平均剪力波
速 Vs30 與鑽孔全深之土層資料計算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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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剪力波速 Vs 之關係比較如圖二所示。圖
二將鑽探深度區分為三個群組，分別為
30m-40m、40m-99m 及 100m 以上，其中
30m-40m 之 Vs30 與 Vs 差異很小，但隨著
鑽探深度或岩盤深度加深，其 Vs30 與 Vs
之差異越明顯。若以鑽探深度或岩盤深度
大於 40m 之資料分析，以 30m 土層計算之
平均剪力波速 Vs30 約為實際之平均剪力
波速 Vs(將岩盤視為固定之基盤)之 80%，
將會影響對地盤分類之判定。此一影響將
再後續之放大係數研究中加以考慮。

Averavg Shear Wave Velocity, Vs30 (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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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以地表下 30m 資料計算之平均剪力
波速 Vs30 與鑽孔全深資料計算之平
均剪力波速 Vs 之關係比較

三、地盤效應
頻譜比 H/V 的技術(Nakamura, 1989)
由於不需要使用參考站，且具有簡單經濟
的優點，而經常被使用在地盤分類與地盤
放大效應的研究。若以微震量測資料分
析，以頻譜比值來決定地盤的固有周期或
頻率，通常可以獲得良好之結果，少數特
定狀況下亦可對地震動放大效應做出定性
的趨勢描述。然而，若以頻譜比值法來進
行地盤分類與地盤放大效應的研究，其分
析結果不佳(Phung et al., 2006)。因此僅資
料異常站應用頻譜比 H/V 的技術分析輔助
資料驗證，而地震動放大倍率之分析仍以
實測地震資料分析統計而得到經驗公式。

對於地盤放大係數之分析，因其定義
為地表地震動對於其基盤面震動之比值，
然而基盤面之震動通常無法獲得。因此，
除了一些間接法如前述之頻譜比 H/V 的技
術外，通常需要一個鄰近之堅硬地盤作為
參考站，這些參考站存在有一定的限制條
件，實務上連這樣的鄰近參考站都很難得
到。
因此，本研究沿用過去地震動衰減律
相關研究之模式，針對 PGA、Sas 及 Sa1
等地震動參數，首先以 Lee(2001)定義之
TSMIP 堅硬地盤測站地震資料，建立台灣
地區堅硬地盤之平均衰減預測模型，作為
各測站參考岩盤地震動計算之依據。各測
站之地震動放大係數則為其觀測值與參考
岩盤地震動值之比。參考岩盤地震動值由
該地震之規模及震源距代入衰減預測模型
算得。再對各測站之放大係數進行統計分
析，得到測站之平均放大係數。最後根據
鑽探資料計算之各測站地盤平均剪力波
速，分別建立 PGA、Sas 及 Sa1 等地震動
參數之放大係數的經驗模型。
土壤受震的非線性行為亦為地盤效應
的重要影響因子，因此，在分析放大倍率
時通常會依據地震動的大小，將地震資料
分組進行。一般而言，當地震引至的地表
震動 PGA 值達到 0.1 g 至 0.2 g 以上時，會
有較明顯的土壤非線性行為發生，進而地
震時的影響地盤反應(Chin & Aki, 1991;
Wen, 1994; Wen et al., 1995; Beresnev &
Wen, 1996; Borcherdt, 2002)。由於目前已完
成鑽探作業之測站，其實際記錄到的地震
PGA 仍以小地震居多，多數測站的大地震
的資料常不足以進行統計分析，因此，本
研究以 PGA=0.1g 作為地震資料分組之分
界點。相關之地震動參數均採用兩個水平
向之幾何平均值進行分析。建立 PGA 之放
大係數與測站之地盤平均剪力波速之經驗
模型如圖三所示，圖中分別針對 PGA<0.1g
與 PGA>0.1g 兩組，比較測站平均之放大
係數與波速之變化。由圖三結果來看，地
盤放大係數均大於規範之設定值，就趨勢
而言，此一結果與 Borcherdt (2002)之研究
類似，但放大倍率仍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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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研究應將震源參數及震源機制可能
引致之誤差先予以排除再分析測站之放大
倍率，使結果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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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於剛開始進行 TSMIP 強震網測
站的地質鑽探調查計劃時，執行單位對懸
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或鑽探操作不夠熟
悉，導致測站的地質資料庫部分資料呈現
異常，報告將異常資料之測站列出，作為
後續檢討之參考。而部分早期之鑽孔，缺
少剪力波速之資料亦必須藉由 SPT-N 值與
剪力波速之關係來補足，以增加整體資料
庫之可用性。後續之研究將持續針對地震
動放大效應進行統計分析，提出較佳之地
盤分類準則及其放大係數，以為工程設計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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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地震動 PGA 之放大倍率與地盤平均
剪力波速之關係比較

四、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為兩年期計畫，2006 年先針對
地質鑽探資料進行地盤分類之比較研究，
並檢核資料之合理性。
由地盤分類比較結果，若以剪力波速
為基準，可以發現以地盤週期亦可得到相
當之分類趨勢，但其分類準則須予以放寬
以獲得較為一致之分類結果。而以平均
SPT-N 值判定地盤分類法，不論其計算式
或分類標準均有檢討之必要，以避免分類
結果被很小厚度之軟弱土層控制。
由地震動 PGA 放大倍率統計分析之初
步結果，發現其放大倍率均大於規範之設
定值，究趨勢而言此一結果與 Borcherdt
(2002)之研究類似，但放大倍率仍偏大，需
再進一步研究釐清。由於放大倍率之計算
是以台灣地區堅硬地盤之平均衰減預測模
型作為假設參考岩盤地震動，並未將個別
地震可能因震源參數訂值之誤差及震源機
制特性所造成之地震動的差異列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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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基礎耐震性能評估方法-側推分析模式建立與驗證
邱俊翔1 楊鶴雄2 陳正興3

摘 要
結構物整體的耐震性能，應同時考量上部結構與基礎的影響。目前結構物耐震性能
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結構體本身，基礎方面之性能研究相對缺乏。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樁
基礎為起點，利用非線性靜力分析法，探討基樁樁頭受側向力作用下之行為，以 SAP 2000
結構分析軟體建立樁基礎側推分析模型，考量基樁斷面與土壤非線性行為，並以高鐵嘉義
太保大型試驗場址單樁側向試驗資料驗證側推分析模式之適用性。此外以南投竹山的「地
震與生態園區」建築結構為例，考量結構基礎為剛性基盤與柔性基樁，探討土壤與結構互
制效應對於結構物整體耐震性能影響。

關鍵詞：樁基礎、耐震性能、側推分析、土壤與結構互制

一、前言
結構物耐震性能設計為近年來地震工
程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性能設計法的理
念在於提出多目標的性能水準，設計者須
依結構物的特性與需求選擇所需之性能水
準來進行設計。目前關於性能設計之相關
研究，大多集中於結構體本身耐震性能之
探討，對於基礎耐震性能的研究則較為缺
乏。因此，有必要進行基礎之耐震性能研
究，以完整評估結構物之耐震性能。
本研究以樁基礎為起點，利用非線性
靜力分析法探討基樁之耐震性能。利用工
程上常用之結構分析軟體 SAP 2000，建立
樁基礎側推分析模型，分析樁基礎樁頭受
水平力作用時之非線性反應，以探討樁基
礎在結構物慣性力作用下之耐震性能。進
而可將上部結構物與樁基礎模式結合進行
側推分析，可完整探討結構物之耐震性能。

二、樁基礎之側推分析模式
對於基樁承受側向荷載時之行為問
題，在工程實務上最常使用之分析法為梁
承載於彈性基礎上之理論，以梁元素模擬
1
2
3

基樁，彈簧元素模擬土壤，其控制方程式
如下：
EI

d4y
+ Dk h y = 0
dx 4

(1)

其中 EI 為樁之撓曲剛度；D 為樁之直
徑；y 為基樁受力後在水平方向之變化量；
x 為樁長方向之座標；kh 為水平地盤反力係
數。

2.1 地盤反力係數
式(1)中水平地盤反力係數 kh 通常無直
接之現地或室內試驗數據可資採用，國內
工程界常引用日本道路協會之經驗公式來
決定 kh 參數，該法利用土壤之標準貫入試
驗打擊數 N 來估計該數值：
k h ( y1 ) = 0.34(αE 0 ) D −0.31 (EI )
1.1

−0.103

(2)

公式(2)中，kh(y1)為樁頭變位為 y1 時之
水平地盤反力係數，單位為 kg/ cm3；y1 為
參考變位值，本文取 y1＝1cm；α為狀態參
數，常時取α=1，地震時取α=2；E0 為土壤
之等值彈性模數，可用 E0=28Ｎ來估計，Ｎ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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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準貫入試驗之打擊數，E0 之單位為 kg/
cm2；D 為樁之直徑，單位為 cm；EI 為樁
之撓曲剛度，單位為 kg- cm2。

土應變與強度之影響。

事實上，土壤為具高度非線性之材
料，其水平地盤反力係數值將隨變位之增
加而漸減，依式(2)計算所得之 kh(y1)值僅適
用於地盤阻抗為線形彈性之場合，對於大
變位時之折減情形，可參考日本建築學會
之建議，對應於變位量為ｙ時之地盤反力
係數 kh(y)值依下式計算：

⎡y⎤
k h ( y ) = k h ( y1 )⎢ ⎥
⎣ y1 ⎦

(3)

2.3 側推分析模式之驗證

上式表示 kh(y)值與變位量 y 值之關
係，對於 y<y1 值時，則等於 kh(y1)值；當
y>y1 時，kh 值隨 y 之增大而減小，乃屬土
壤之非線性效應，日本採用衰減係數 n =
-0.5，本計畫考量區域特性另探討其他情況
（n = -0.6, -0.65），其無因次化曲線示意圖
如圖一。

kh(y) (kg/cm 3)

1.8
1.6

n = - 0.5
n = - 0.6

1.4

n = - 0.65

1
0.8
0.6
0.4
0.2
0
5

10

15

20

25

30

高鐵大型基樁試驗場址位在嘉義太保
市之台糖蒜頭農場內，於高鐵太保車站北
側之預定用地上分別構築了鑽掘樁群及打
擊式預鑄混凝土樁群，供試驗及研究使
用。本文選取其中 B2 單樁側向試驗來驗證
側推分析模式。B2 樁為以全套管方式施築
之基樁，樁長為 34m，樁徑與套管外徑相
同，約為 158cm。基樁混凝土之抗壓強度
取為 245kg/ cm2。
基樁斷面塑鉸性質，根據前節 Mander
et al.模式計算之基樁斷面彎矩-曲率關係加
以簡化（如圖三），考量雙線性與三線性
兩種簡化方式，雙線性化將彎矩-曲率曲
線，以降伏與極限點二點線性化，而三線
性化則以開裂、降伏與極限點三點線性化。

1.2

0

圖二 Mander et al.混凝土組成模式

n

35

y (cm)

圖一 不同衰減係數之地盤反力係數曲線

2.2 樁基礎斷面性質
本研究探討之基樁型式為鋼筋混凝土
基樁，其斷面可區分為無圍束區混凝土、
圍束區混凝土及縱向鋼筋三部份。當考量
受震時鋼筋混凝土構件之非線性行為時，
受橫向鋼筋圍束之核心混凝土，因圍束力
作用而增加其韌性與強度，斷面性質可採
用 Mander et al.（1988）提出的模式計算，
該模式中採用混凝土材料組成模式，如圖
二所示，可考量圓形箍筋、螺箍筋、矩形
箍筋綁紮繫筋或不綁紮繫筋等情況對混凝

為探討塑鉸模式之適用性，首先採用
衰減指數為 n=-0.5 時之地盤反力係數設定
土壤彈簧，分析在雙線性與三線性塑鉸模
式下的基樁容量曲線。分析結果如圖四所
示，圖中顯示考量基樁開裂、降伏及極限
點的三線性模式，較能表現出與現地試驗
相近的趨勢。
繼則探討土壤反力係數非線性變化趨
勢之合適性，將塑鉸性質設定為三線性模
式，以不同衰減係數時的地盤反力係數，
來觀察容量曲線變化情形。圖五中顯示當
隨衰減係數之增加土壤的勁度減弱，容量
曲線之非線性段勁度亦減低，且極限韌性
有增加的趨勢。當衰減係數 n=-0.65 時，基
樁容量曲線結果與試驗結果最為接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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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減係數下，樁身變形分布與彎矩分佈曲
線分別如圖六與圖七所示，除部分深度分
析彎矩值略高於試驗值，整體來說分析結
果與試驗值符合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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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不同塑鉸模式之容量曲線比較

圖七 樁身彎矩分布曲線

三、土壤結構互制效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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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基礎效應對結構物耐震性能的
影響，本文以實際結構設計案例，考慮結
構物基礎為剛性基底與柔性基樁兩種分析
模式，經側推分析，觀察結構物受力變形
行為。相較於剛性基盤，柔性基樁模式考
量了土壤-結構互制效應（SSI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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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結構物側推分析模型
設計案例採用位於南投「竹山車籠埔
斷層槽溝保存計畫－地震及生態園區」工
程之建築中位於斷層線北側的獨立菱形結
構（詳如圖八）。考慮其結構基礎為剛性
基底與柔性基樁兩種模式，並為改善上部
結構之性能表現，考量不同的樁基礎設計
情況，共分為四種分析案例（詳如圖九）。

35

圖六-1 樁身變形分布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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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與性能點，使結構物的耐震性能設計結
果更為合理。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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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地震及生態園區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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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Case I 與 II 容量曲線與性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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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側推分析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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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2 側推分析與耐震性能評估

yielding point (B)
IO
LS

20

結 構 物 的 耐 震 性 能 採 用 ATC-40
（1996）所建議的容量震譜法加以評估，
並依我國的耐震性能設計須考量中小度地
震、設計地震以及最大考量地震等三級地
震力，檢核建築物是否符合性能需求。
Case I 與 Case II 之側推分析結果如圖
十所示。其中不考慮基礎的 SSI 效應之剛
性基底模式之結構頂層側移量明顯較考量
SSI 效應之 Case II 為小，且於設計地震與
最大考量地震下結構性能點所對應之基底
剪力較低。這種剛性基底剪力模式的假
設，或許將實際狀況太過理想化。反而 Case
II 之分析結果應較接近實際情況，但因各
性能點之頂層側移量過大恐無法接受，故
進一步針對修正樁基礎之設計為 Case III
與 IV。修正設計後之側推分析與耐震性能
評估結果如圖十一所示。隨基樁數量與配
置等設計修正，可減小結構之頂層側量，
並提高性能點所對應的基底剪力。目前研
究結果顯示：採用柔性樁基礎模式可將 SSI
的影響展現在樁基礎的設計、上部結構變

CP

0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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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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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Case III 與 IV 容量曲線與性能點

四、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提出合理之單樁之側推分析模
式，後續可再考量不同荷重形式、樁頭條
件等情況進行探討。另由實際設計案例分
析顯示土壤與結構互制影響基礎之設計與
整體結構之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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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台大型麥寮砂土試體準備
翁作新1 陳家漢2 鄒承府3

摘 要
為考慮地震波作用下之飽和含細料砂土液化行為，並藉由所研發之大型雙軸向多層
式剪力試驗盒進行大尺寸物理模型試驗，因此進行大型含細料砂土試體準備方法之探討。
目前本研究選擇台灣西部海岸的典型砂土－麥寮砂－為試驗用砂，其特性為含有相當的細
料含量，並具有較高壓縮性。飽和含細料砂土試體是透過特殊設計之固定式霣落裝置採用
分階濕沉降法進行試體準備，並利用薄管取樣及試體壓力波波速量測來檢測土壤試體均勻
度、密度與飽和度，由測試結果發現所得到砂土試體合乎試驗之需求。振動台大型麥寮砂
土液化試驗分別進行一維及二維多向兩種振動模式，除了在不同高度之內外框架上裝有
X，Y 兩方向之位移計及加速度計外，在砂土試體中不同深度與位置上也安裝有水壓計與
加速度計。根據試驗結果發現含細料砂土試體（麥寮砂）其受振行為與乾淨砂土試體（越
南砂）明顯不同。

關鍵詞：試體準備方法、振動台試驗、液化、麥寮砂、孔隙水壓

一、前言
過去許多土壤動態特性相關研究皆以
乾淨砂土進行室內試驗以探討其受震之反
應行為。然而，一般砂質地層的土壤通常
含有相當的細料含量，因此可能表現出不
同於乾淨砂的力學行為。有鑑於此，有許
多學者開始針對含細料砂土進行小尺寸土
壤元素試驗(如 Yamamuro & Lade, 1997;
Thevanayagam et al., 2000; Amini & Oi,
2000; 黃安斌等人, 2005)。然因其試體尺寸
小，以及試驗盒之邊界效應，常導致土壤
中之應力及應變分佈不均勻而影響試驗結
果。而大尺寸試體一方面可得較合於現地
土層狀況，同時(1)量測儀器比較容易安
裝；(2)儀器相對於試體而言比較小，故對
土壤行為的影響也小；(3)由不同位置之量
測數據，可得試體中不同位置與不同時間
量測值之分佈與變化。目前有關大尺寸含
細料砂土試體準備之探討仍相當有限（柯
子昭, 2003; 黃安斌等人, 2005)，因此本研
究計畫使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研發
1
2
3

之大型雙軸向多層剪力試驗盒，在中心之
大型振動台上進行大尺寸物理模型振動試
驗，以探討在一維以及二維地震力作用下
含細料砂土之受震反應行為。本研究首先
發展一適當試體準備方法以配合大型剪力
盒之使用。

二、麥寮砂土之工程性質
台灣地小人稠，許多海埔新生地或工
業區常利用抽砂回填方式以增加土地面
積。麥寮砂為台灣西部海岸的典型砂土之
ㄧ，為了解這些沖填地區土壤之受震反應
以作為設計之參考，因此選擇以麥寮砂作
為本研究之試驗用砂。天然麥寮砂之顆粒
多為次角或薄扁狀，其工程性質與一般石
英砂相較則具有較高壓縮性及較低的膨脹
性。麥寮砂之基本物理性質如表一所示。
其中砂土的最小及最大孔隙比分別是根據
ASTM D4253 Method 1B 及 ASTM D4254
Method C 所得到。另外由於麥寮砂土具有
易破碎之特性，因此其細料含量則是根據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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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 1140 之方法所求得。而其土樣之粒
徑分佈曲線則如圖一所示。
表一 麥寮砂土之基本物理性質
Gs

D50 (mm)

Cu

emax

emin

FC (%)

2.71

0.20

2.66

1.162

0.586

6.49

1

0.1

0.01

0.001

落器能裝載足夠土量並能提供足夠之勁度
防止容器變形；(2)霣落器底部由八只葉片
構成，藉由兩側傳動軸控制葉片同步開啟
使得土壤可均勻霣落至剪力盒中。其照片
如圖二所示。

80
60
40
20
0

10

圖二 葉片式霣落器照片

Grain size (mm)

圖一 麥寮砂土之粒徑分佈曲線

三、大型麥寮砂土試體準備
一般製作小型重模試體主要有以下三
種準備方法：(1)乾霣降法；(2)濕搗法；(3)
濕沉降法（Ishihara, 1993）。而大型飽和乾
淨砂土試體也有許多學者以濕沉降法進行
準備，使其達到符合試驗要求之均勻度及
飽 和 度 （ Chang, 2002; 翁 作 新 等 人 ,
2003）。然而，目前對於含細料之大型飽
和砂土試體之準備方式的探討仍相當有
限。針對大型麥寮砂土試體準備方法之探
討，本研究利用小型玻璃箱進行一系列之
試體準備探討，所採取方式包括：(1)濕沉
降法（乾土與濕土）；(2)預拌飽和砂土填
築法；(3)分階濕沉降法等，根據試驗結果
評估分階濕沉降法為其中最為理想之方法
（鄒承府, 2006）。該方法準備之試體除最
上方有一薄層細料含量較高外，其餘部份
差異並不大。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分階濕
沉降法進行大型麥寮砂土試體之準備。
為配合剪力盒之尺寸與試體準備方
法，本研究研發一旋轉葉片型式之霣落器
準備含有自然含水量之麥寮砂土試體。此
霣落器在設計上主要考量以下兩點：(1)霣

分階濕沉降法（staged sedimentation
method）主要分為兩個步驟：(1)先緩慢注
水至一預定高度；(2)利用霣落器將砂土霣
落至剪力盒中，並靜置試體約 30 分鐘。重
複上述方法直到試體預定高度為止。本研
究每階段霣落約 1 ton 之土量，共分為七階
段進行，完成試體之高度約為 1.35m。當試
體霣落完成之後，則進行試體水平向之壓
力波波速量測以檢驗試體之飽和度。圖三
為試體準備完成後不同深度及不同位置之
所量得壓力波波速，其分佈約在
1456~1566m/s 之間，顯示此準備方法可得
良好之飽和度。
P-wave velocity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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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麥寮砂剪力盒試體之 P 波速度量測
而試體之均勻度與密度檢測則可在試
體準備後利用短薄管採取不擾動土樣來進
行試驗。由圖四之試驗結果可知在不同深
度及不同位置所得到試體之乾密度及細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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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量差異並不大，其結果能符合均勻度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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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振動，再加大振幅振動。每次振動試
驗中皆量測不同深度內外框 X、Y 方向之
加速度、速度與位移，以及土體中之水壓
力與加速度。在每次振動試驗前，水壓計
均須作水下測試校核，以確定其功能與水
面下位置；振動停止後，仍繼續水壓計之
記錄，以觀測孔隙水壓之傳播與消散狀
況。而且也在每次振動前後量測水面與砂
面高度，以得到砂土沉陷量與試體密度的
變化。2006 年完成二次麥寮砂試體振動台
試驗。

15

五、初步試驗結果

(b) Fines content

圖四 試體之密度及細料含量分佈

四、振動台試驗
為探討含細料飽和砂土層液化現象，
超額孔隙水壓激發的狀況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而土層受振之運動狀況，包括位移、
速度、加速度等亦為觀察之重點。因此除
了在剪力試驗盒內外框上裝設有 X、Y 兩
方向之位移計和加速度計外，在砂土試體
內部不同深度與位置則埋設有水壓計和加
速度計。同時亦在試體表面上裝設沉陷
盤，以觀察振動時試驗砂土表面沈陷量之
變化。圖五為大型麥寮砂土試體在振動台
上之照片。

液化表徵
液化噴砂所造成類似火山口形狀之噴
砂孔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土壤液化現象之
ㄧ。而以往均勻級配砂土之振動台試驗由
於試體相當均勻且透水性佳，因此未曾發
現有噴砂孔的現象。圖六為麥寮砂土試體
受振液化後所觀察到的噴砂孔情形，此乃
由於試體上方有一高細料含量的低透水性
薄層所致。

圖六 試體發生液化之表面噴砂孔

圖五 振動台大型麥寮砂土試體試驗
試驗輸入振動模式之規劃為先進行一
維振動，然後是二維振動；先施加 8-10 秒
之正弦波，並變化其頻率（1 Hz、2H、4Hz
以及 8Hz）和加速度（0.03g ~ 0.15g），然
後施加集集地震中之地震記錄；先施以小

水壓力變化、砂面沉陷及體積應變
圖七為一維振動且在相同條件下，越
南砂與麥寮砂試體之孔隙水壓力歷時圖。
由結果可知由於麥寮砂土試體的滲透性較
低，因此其比越南砂試體需要更長的時間
才能消散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而此行
為亦可由砂面沉陷歷時圖得到印證。另
外，根據水壓計及框架加速度量測結果可
判定液化土層之厚度（Ueng et al., 2006），
進而計算上述之越南砂與麥寮砂試體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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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層之體積應變為 0.83%與 1.28%。由分析
結果推測麥寮砂土試體之壓縮性應較越南
砂來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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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一維振動作用下之孔隙水壓變化

六、結論
根據目前之試驗結果可初步歸納以下
結論：
1. 含細料砂土採用分階濕沉降法配合特
殊設計之霣落器所準備大型試體，其均
勻度及飽和度可符合要求。
2. 由於試體表面有一高細料含量的低透
水性薄層，因此在試體液化時有噴砂孔
的現象。
3. 由於麥寮砂試體的低滲透性及較高的
壓縮性，會造成試體在液化後需較長的
時間排除孔隙水壓，而所引致液化土層
體積應變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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