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震與性能設計規範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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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延續第一年(93 年度)所研提之性能目標、初步設計及分析程序等指針條
文，本年度增加鋼構造之數學模擬及可接受標準之指針條文專章(第五章)，同時增加
鋼造抗彎構架系統之設計示範例，以進一步完善補充原先所研提之建築物耐震性能設
計指針草案之內容。

關鍵詞：性能設計、鋼構造、靜力分析程序
析程序檢核)。但因幾種 RC 造與鋼造結構
系統之典型耗能機制均不儘相同(例如鋼
造中所採用之偏心斜撐系統在 RC 造中即
無此系統)。同時，不同構造系統之數學模
擬規定均不相同，且耗能機制亦不一樣，
其相對之檢核項目與標準自不相同。因
此，對於 RC 造與鋼造之性能要求，必須
分門別類分開個別加予規定，才有可能達
到其性能設計之目標。本年度(94 年度)之
研究即特別針對鋼造系統研提其性能要求
之規定(見研究報告附錄指針草案之第五
章)並增加其設計示範例如下。

一、前言
對於新建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之規定
而言，其內容與既有建物耐震性能設計之
規定是有一些區別。總的來說，對於新設
計而言，工程師對於選擇結構系統之自由
空間相對較多一些，因此工程師儘可能將
結構設計成幾種既定之結構系統(例如鋼
造之偏心斜撐系統)，這些既定之結構系統
均經多次實驗之驗證，其耐震能力可證明
是極富成效的。同時這些既定結構系統均
設定有預定之耗能機制(例如強柱弱樑構
架系統中樑之塑鉸或鋼造偏心斜撐系統之
連桿樑)，這些耗能機制保證結構在遭受非
預期大地震侵襲下，在設計預定部位(位移
控制型元件)進入降服後發揮耗能之功
效，而其餘部位(力控制型元件)則必須提
供足夠之強度，而不致過早降伏，使結構
仍有餘裕抵抗地震而不致倒塌，此即
Paulay 與 Priestley 所提倡之能耐設計法則
(capacity design principle)。因此工程師在
設計後，只要檢核該預設之耗能機構是否
如預期般之形成即可(此可藉由非線性分

二、鋼造抗彎構架系統設計示範例
A. 線性靜力分析程序
設計範例為一地上 12 層樓之鋼造抗彎構
架，立面圖如圖 1 所示。建築物一樓樓層
高度為 4.2 m，二樓至屋頂層之樓層高度為
3.1 m，一樓柱底假設剛接於基礎；而建物
地上層之總重量 W 約為 7714 t。同時，該
建物屬於地震用途群 I，故為滿足其設計
性能目標，必須檢核下述兩性能標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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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75 年回歸期之罕遇地震作用下，需要
確保人命安全(LS)；而於 2500 年回歸期之
最大考量地震作用下，需要確保建物結構
不倒塌(CP)。
有關地震危害度方面，假設該工址於
罕遇地震(α=R)及最大考量地震(α=M)兩
危害層級之短週期(T=0.3s)譜加速度需求
S Sα 分別為 S SR = 1.33 g 及 S SM = 1.67 g ；假設
短週期與中長週期區段之轉角週期同為
Ts=0.6 s，故可計算得一秒週期譜加速度需
求 S1α 值分別為 S1R = 0.80 g 及 S1M = 1.0 g；另
假設該工址屬於一般地盤，故工址放大係
數 Fa 與 Fv 均為 1.0。
根據所研提之附錄指針第 3.3.1.3 節之
規定，建物於任一主軸方向(水平向)的擬側
向載重 V 依下式計算：

V = C1C2C3Cm SaW

(1)

其中，C1 為考慮最大非彈性位移與彈
性反應比值之位移修正係數；針對非線性
分析程序初步設計而得之結構，其動力分
析求得之彈性週期 T 分別為 Tx=1.85 s 及
Ty=1.67 s，而靜力分析所得週期為 1.43 s，
均滿足 T≥Ts 之條件，故直接取 C1=1.0。
C2 為考慮結構遲滯行為中之擠壓效應、強
度衰減及勁度折減等因素之位移調整係
數，線性分析時可直接取為 C2=1.0。C3 為
考慮動態 P- ∆ 效應所引致位移增量之調整
係數，因本結構降伏後之勁度仍為正值，
所以取為 C3=1.0。Cm 為考慮高振態效應之
有效質量因子，本建物取為 Cm=1.0 。因
此，該建物於 X 方向之側向載重 Vx 為
最大考量地震：

Vx = 1.0 × 1.0 ×1.0 × 1.0 ×

1.0
× W = 0.54W
1.85

罕遇地震：

0.80
Vx = 1.0 × 1.0 ×1.0 × 1.0 ×
× W = 0.43W
1.85
而於 Y 方向之側向載重 Vy 則為
最大考量地震：

Vx = 1.0 × 1.0 ×1.0 × 1.0 ×

1.0
× W = 0.60W
1.67

罕遇地震：

Vx = 1.0 × 1.0 × 1.0 ×1.0 ×

0.80
× W = 0.48W
1.67

依照附錄指針第 3.3.1.3.2 節之規定，
經由 (1) 式計算而得之擬側向載重應豎向
分配至該建物之各樓層，而作用於第 x 樓
層的集中橫力 Fx 則應依照(2)式計算：

Fx = CvxV

; Cvx =

wx hxk

∑i=1 wi hik
n

(2)

其中，wi 與 wx 分別為第 i 樓層與第 x
樓層之有效建物重量；hi 與 hx 則分別為第
i 樓層與第 x 樓層距基面之高度，單位為公
尺。係數 k 則為與建物週期 T 相關之係數，
其值介於 1.0 (T≤0.5s)至 2.0(T≥2.5s)之間，
且 可 採 線 性 內 插 方 式 求 值 ：
k = 1.0 + (T − 0.5) 2。因此本建物之 X 方向
及 Y 方向之 k 值分別為 1.675 與 1.585，而
根據以上公式計算各樓層之地震力分佈。
求得各樓層之地震力分佈後，即可根
據此地震力求得桿件於不同地震危害層級
下之內力值，再根據鋼結構設計規範與附
錄指針其他規定進行檢核工作。在研究報
告中有示範以 5F 之梁與底層柱為檢核範
例說明檢核步驟(限於篇幅，故本處省略，
相關細節請參閱研究報告)。
B. 非線性靜力分析程序
對於非線性靜力分析程序，於此僅示
範考慮 X 方向之分析，其主要步驟說明如
下：
(1) 由力法初步決定結構尺寸或由之前線
性分析程序設計尺寸。
(2) 決定所設計斷面之降伏強度與韌性容
量
除了結構整體之性能表現須要進行檢
核外，對於結構構材也須要檢核其是否所
滿足附錄指針中表 5-5 所要求之性能水
準。首先依照附錄指針之建議，將此鋼結
2

構之梁與柱等構材之降伏轉角 θ y 定義為

實際進行建物側推分析以軟體 ETABS
8.4 版進行，ETABS 於降伏轉角及塑鉸強
度定義與計算方式同附錄指針，故於此不
贅述。

值，故以 62 cm 為此設計下之最大位移，
此時最大層間變位產生於 5F，其最大層間
變位為 2.57%，符合附錄指針表 2.2 之(4%)
要求；同時可獲得於此狀況下梁柱塑鉸之
分佈狀況；依照塑鉸之分布得知，雖然初
步設計時有進行強柱弱梁檢核 ( 其為線性
分析)，但由於構材降伏後造成系統改變及
內力重新分配等原因，仍會使非底層柱有
塑鉸產生。另對應於生命安全狀態(LS)，
建物所能承受之最大位移則為 54 cm，對應
之最大層間變位為 2.32 %。

(3) 進行非線性側推分析求得容量曲線

(5) 最大位移δmax 與目標位移δt 比較

使用附錄指針所規定之方式進行非線
性靜力分析，以獲得建物容量曲線。其側
向力分佈型態依規定採用(1)基本振動模態
之振型成比例的豎向分配型式及(2)均勻分
佈之豎向分配型式分別進行側推分析。對
結構物進行非線性靜態測推分析以獲得基
底剪力與頂層位移之關係圖，此即容量曲
線，本示範例採第一振態作為形狀因子以
進行分析結構容量曲線，並標示出依附錄
指針之 3.3.3.2.4 節規定方式所定之有效降
伏強度 Vy 值之位置。另結構進行側推分析
時，其梁與柱之於 LS 及 CP 兩性能水準之
容許轉角值依附錄指針表 5-5 之規定取
值，其中梁於 LS 及 CP 兩性能水準之容許
塑性轉角分別為 6θ y 及 8θ y ，而柱於 LS 及

根據附錄指針第 3.3.3.3.2 節之規定，
目標位移 δ t 可依下式計算：

梁: θ y =
柱: θ y =

ZFye lb
6 EI b

⎞
ZFye lc ⎛
⎜1 − P ⎟
Pye ⎟⎠
6 EI c ⎜⎝

CP 兩性能水準之容許塑性轉角經內插求
值後分別為 3θ y 及 4θ y 。
(4) 判斷建物所能承受之最大位移 δmax
對於任一性能水準下建物所能承受
之最大位移δmax 定義為:當結構中任一構材
之韌性反應需求達到針對該性能水準所規
定之容許韌性容量時的頂層位移。例如在
確保結構不倒塌(CP) 之性能水準考量下，
任一構材之韌性反應需求達預防崩塌(CP)
階段之容許韌性容量時，則稱此時對應之
結構屋頂位移為最大位移。經由分析得
知，藉由初步假設而設計之結構於屋頂位
移達 62 cm 時，2F(底層)柱之韌性反應需求
達預防崩塌(CP)性能水準之容許韌性容量

δ t = C0C1C2C3 Sa

Te2
g
4π 2

(3)

其中，C0 為多自由度系統屋頂層位移
轉換至等值單自由度系統譜位移之調整因
子，且依照附錄指針中表 3-4 之規定，可
選取 C0 =1.3。C1 為考慮最大非彈性位移與
彈性反應比值之位移修正係數，因本結構
有效週期 Te 經分析求得為 1.91 s，滿足
Te ≥ TS 之條件，故可直接取 C1=1.0。C2 為
考慮結構遲滯行為中之擠壓效應、強度衰
減及勁度折減等因素之位移調整係數，且
依照附錄指針中表 3-5 之規定，可直接取
為 C2=1.0。C3 為考慮動態 P-∆效應所引致
位移增量之調整係數，因本結構降伏後之
勁度仍為正值，所以取為 C3=1.0。
因此，針對本案例所設定之基本安全
目標，可藉由(3)式分別求得最大考量地震
確保建物結構不倒塌(CP)，以及罕遇地震
確保生命安全(LS) 之兩性能標的下的目標
位移為：
最大考量地震:

δ t = 1.3 × 1.0 ×1.0 × 1.0 ×
= 61cm < 62cm

3

1.0 1.912
×
× 980
1.91 4π 2

罕遇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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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強地動特性之耐震需求評估與損壞指標應用研究(一)
翁元滔1 簡文郁2 林柏州3 莊勝智 3

摘 要
由於性能導向設計與分析已成為新一代規範所遵循的理念與架構基準，但須先建
立不同等級地震力需求下的耐震性能基準，並應用適當的損傷指標作為耐震設計或性
能評估之參數。許多研究亦提出可考慮地震能量特性或累積損壞效應的損傷指標，作
為災損評估或地震需求量測之依據，本研究首先發展非線性反應譜製作程式，以進行
各類結構損傷指標與地震需求兩者關係之研討，並將其應用於台灣中低樓層 RC 建物
之災損評估研究中。另外，亦針對結構歷時動力分析所需，發展例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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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加入最新台灣建築物耐
震規範之設計反應譜以資後續分析比較，並研討不同地震強度調整法與不同非線性模
型對結構受震反應之變異特性等影響。

關鍵詞：損傷指標、災損評估、易損性曲線、地震需求

程師進行歷時動力分析時所得受震反應較
具代表性。故本計畫針對以上所述之問題
性能式導向地震工程之主要內涵在於
及需要，首先發展可製作各種非線性反應
如何有效而準確地分析結構物在不同等級
譜的程式作為分析工具，並配合例如像
的地震力需求下之受震反應，並設計出滿
PISA3D 的非線性結構分析程式，針對特
足各種預設耐震性能基準之結構物，其最
定工址的強地動特性，輸入具代表性的地
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以定量表達耐震性
震加速度歷時，進行一系列的非線性歷時
能基準並檢驗其是否滿足「可接受條件」，
動力分析，依其耐震性能分析結果，進行
但是所謂的「可接受條件」需經合理的地
統計分析以作為未來研擬耐震性能設計規
震需求評估並佐以實驗驗證。本中心已開
範或災損評估之重要依據，並進一步改善
始引導台灣的耐震設計規範走向性能導向
地震力需求評估或耐震性能評析之準確度
設計之架構，必須先確定在不同地震危害
及適用性。
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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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系統及
材料非線性行為等因素之間的交互關係， 二 、 損 傷 導 向 之 結 構 易 損 性 曲 線
建立
以作為未來訂定結構耐震性能基準與進行
耐震性能評估之重要依據。
一般而言，結構損傷指標可分成整體

一、前言

本研究針對不同強地動指標及結構損
傷指標，建立較新類型之易損性曲線並進
行相關性統計分析，另外針對結構非線性
歷時動力分析時之各類地震強度調整方
法，研討其對建物受震反應需求變異性之
影響，並提出各類方法之適用性，可使工
1
2
3

損傷指標及局部損傷指標兩大類，整體損
傷指標又可區分成權重平均指標及結構軟
化指標，而局部損傷指標亦可區分成位移
型指標、能量型指標及混合型指標等，例
如 Park & Ang (1985)的 RC 結構損傷指標
即為混合型指標。而大多數的結構損傷指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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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多僅考慮撓曲破壞模式，未能有效考慮
剪力破壞模式，且目前對應於不同性能等
級之損傷指標界限值之訂定尚未有明確合
理之試驗佐證，若本研究可藉由數量足
夠、且經適當試驗資訊修正後具代表性之
RC 結構非線性模型，並將其損傷狀態以
損傷指標表達，透過統計分析即可初步選
定適合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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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強度調整所採用之 PGA 法與其它以
強地動參數或等效週期 Tµ 等為基準之地
震強度調整法，對結構最大非線性位移
（∆nlin ）變異性分析之結果圖例。結果顯
示若採用傳統以 PGA 值來調整地震強
度，其最大非線性變位反應之變異性在中
長週期範圍易較大，即其無法有效估計其
變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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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in）變異性分析結果

圖一 傳統之易損性曲線格式

四、結構受震反應與強地動特性指
標之相關性研究
一般而言，代表地震歷時內涵之強地
動特性指標可分成峰值型（例如 PGA、
PGV 等）與複合型兩大類（例如下列式 1
所示之 ID），

圖二 新式災損曲線之製作圖例

I D = d max t d1 / 3

三、地震強度調整方法之研討
另外，本研究針對目前耐震規範所訂
之歷時動力分析程序中有關地震強度調整
之相關規定的合理性提出研討，其中蒐集
或研發進行歷時動力分析時之各類地震強
度調整方法，研討其對建物受震反應需求
變異性之影響，並提出各類方法之適用
性，可使工程師進行歷時動力分析時所得
受震反應較具代表性。目前已初步完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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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圖三為傳統
6

(1)

其 中 dmax 為 最 大 位 移 ， td 為 強 震 延 時
(Riddell and Garcia, 2001)。
而例如強震延時、反覆次數等地震歷
時之強地動特性常會影響結構受震反應，
由於各種強地動特性參數與損傷指標皆有
其特性，故須先進行各類強地動特性參數
與損傷指標之相關性分析，以探究耐震設
計與分析常用之強地動特性指標與各 類
損傷指標之相關性程度如何，若兩者相關
性甚強，則該強地動特性指標應可作為表
達地震強度與內涵之主要參數；而該結構

損傷指標應可適切表達 RC 建物損傷狀
態。根據各類強地動特性參數與損傷指標
之相關性分析結果，選定未來地震強度調
整方法中表達結構受震反應之主要研究參
數，並作為未來耐震性能導向設計規範中
有關耐震性能基準量化方式之重要參考。
例如圖四為強地動特性指標 ID 與可
表達能量需求之損傷指標 EH，EH 定義如
式 2 所列：
tf

EH =

1
F (u )u (t )dt
m ∫0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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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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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F (u ) 是遲滯回復力歷時，m 是系統質
量。以系統週期 T = 5 秒（0.2cps）為例，
輸入 50 個地震後所得 ID 與 EH 之相關性係
數ρ高達 0.967（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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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舍之耐震評估與補強研究
黃世建1 鍾立來2 邱聰智3

摘 要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近二分之一的校舍倒塌或嚴重受損，為解決校舍建
築耐震能力之問題，本研究計畫擬提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從校舍簡易調查、初步評估、
詳細評估、到耐震補強設計及實驗驗證，並輔以資料庫整合校舍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之基
本資料，掌握各中小學校舍之結構特性，期能以更經濟有效的方法落實校舍重建計劃。

關鍵詞：校舍、耐震評估、耐震補強

一、前言

一、篩選……

本中心為解決全國中小學校舍建築耐
震能力之相關問題，首先從校舍之結構特
性調查做起，歸納統計其於震後的主要破
壞模式，接著全面進行簡易調查，將校舍
耐震能力有效歸類，並透過初步評估來篩
選出耐震能力較差的危險建築，以進行更
進一步的耐震詳細評估，針對耐震能力不
足的建築進行補強設計，補強之後再利用
耐震詳細評估分析來確認補強成效。開發
此一完整的解決方案，無非希望能全面改
善並逐年提升校舍結構之耐震能力。本研
究計畫整合校舍簡易調查、初步評估、詳
細評估、耐震補強設計及實驗驗證等各項
子計畫之研究，本文將各子計畫成果整理
概述如下。

初步評估

二、評估/設計……

三、施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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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校舍耐震能力提升之建議程序
2.1 簡易調查
現有之校舍耐震診斷評估研究指出，
柱量與壁量即可初步鑑別校舍之耐震能
力。第一級之簡易調查工作由中小學校方
人員執行，首先製作一簡易調查表，以柱
面積、牆 (一律視為磚牆) 面積與樓地板面
積之填寫為主。縣市教育局行文各校，由
校方總務主任、事務組長或具營繕背景之
教職人員填寫簡易調查表，並以網路回傳
簡易調查資料至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台灣中小學校舍之數量龐大，故在工
程推動上應求簡化，切忌疊床架屋，否則
財源極易耗盡而無成效。因此，將校舍耐
震能力提升之工作分為篩選、評估/設計、
施工三個階段，如圖 1 所示，並依序說明
如后。

2

詳細評估
暨
補強設計
審

二、校舍耐震能力評估程序

1

簡易調查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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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行統計分析，以便先行篩選耐震有疑慮
之校舍。為求校方人員有效執行簡易調查
之工作，應先徵訓各縣市之種子教師，再
對各縣市學校作簡易調查之說明會。此一
全面之簡易調查，有助於縮小耐震補強作
業之規模，或能有效地節省所需之經費。
而網路回傳集中處理，可避免不必要之干
擾，並藉以建立校舍資料庫以供後續追蹤
調查。
2.2 初步評估
第二級之初步評估工作由具結構工程
專業背景之人員執行。需先製作一初步評
估表，以校舍垂直構材之幾何尺寸為主，
採平均強度之數值作評估基準。此項工作
以專業人員現地勘查為主，不需調查材料
強度，亦不需調閱設計圖說，每棟校舍初
步評估之工作期間以半天為原則。初步評
估之目標係進一步篩選耐震有疑慮之校
舍，並據以排定詳細評估之優先次序。因
為後續之詳細評估暨補強費用較為昂貴，
故初步評估若能有效地篩選並排序，則大
有裨益。
2.3 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
第三級之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工作合
併執行，如此可避免詳細評估之工作重
複。若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分開執行，則
在耐震補強設計階段，勢必執行詳細評估
以為佐證，如此耗損資源太鉅，故合併執
行，而由評選出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團隊
一併負責。為求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之品
管，本項工作須經結構審查之程序。先由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團隊對耐震能力有疑慮
之校舍作詳細評估，再對結構補強審查委
員會提出說明。若校舍耐震能力無虞，則
可逕行結案。若校舍耐震補強不合經濟效
益，則可建議重建。若校舍耐震補強尚屬
可行，則可進行耐震補強之預審，以決定
補強標準暨補強方向。預審通過後，則進
行補強設計、編列補強方案與預算，再作
補強審查。希望透過審查，確保耐震補強
設計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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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舍耐震補強設計及試驗驗證
為求瞭解實際校舍結構之耐震能力，
本研究進行一系列試驗室試驗與現地試
驗，以試驗結果驗證補強工法與理論分析
模型之可靠性。
3.1 補強設計及試驗-後甲國中德育樓
為真實表現老舊校舍的耐震能力與補
強效果，本中心選取台南市後甲國中德育
樓為研究標的。由於實驗室測試容量關
係，本試驗將原有之三層樓建築物簡化為
二層樓含窗台及門窗構架模型，稱為標準
原型試體，如圖 2 所示，試體設計之尺寸、
斷面與材料強度設定等均取自台南市後甲
國中德育樓，此標準原型試體主要作為其
他補強試體之對照組。另本試驗並規劃了
擴柱修復補強試體，是為震後補強，以及
二座震前補強試體則分別以增設翼牆補
強，及柱以鋼板圍束補強，透過地震模擬
實驗室測試，即可印證補強之成效，圖 3
為補強工法之示意圖。
由實驗結果顯示，短柱效應是老舊校
舍受震破壞的主要因素，教室中垮的兩支
柱子受到窗台束制，使得有效柱長縮短，
將柱之破壞模式由原預期的韌性撓曲破
壞，由脆性的剪力破壞取代。由圖 4 可知，
標 準 試 體 (SBFU) 經 過 擴 柱 修 復 補 強
(SBFU-C) 後 ， 強 度 由 482.27kN 增 強 到
883.08kN；而透過翼牆補強(SBFW)後，強
度則增強到 683.3kN，可見擴柱及翼牆補強
對強度有明顯貢獻；而採用鋼板包覆補強
(SBFS) 其 結 果 顯 示 ， 破 壞 點 位 移 約 為
23.5cm，確實對韌性有顯著貢獻，表示彈
性變形能力很好，藉以消散更多能量。三
種補強方法皆各有所長，鋼板補強對校舍
原有的使用性衝擊最小，但對強度增益不
大，而對韌性改善甚大；翼牆補強會稍微
影響教室的採光面積，但施工時，對原結
構物的更動不大，而對強度與韌性皆有所
助益；擴柱補強能大幅提高校舍的強度，
對韌性亦有助益，但施工時，需對基腳與
樓板施工，影響面較大，且較不美觀。

垮實驗，可避免試驗室試體的尺寸效應，
可真實的呈現校舍的幾何表現與材料特
性，所獲得之試驗資料加上試驗室試驗資
料，可用以驗證分析模式的可靠度。於是
本研究於民國 93 年 12 月下旬，執行一項
史無前例的現地結構實驗計畫，對花蓮縣
新城國中之ㄧ棟舊校舍，進行一系列之現
地結構試驗。本試驗乃全國首次於現地進
行的實體建物結構破壞實驗，也是國內大
型結構試驗技術重大的突破。新城國中待
拆之舊校舍為二層樓鋼筋混凝土結構，南
北走向呈一字型，在每一樓層中，南北兩
側各三間教室，中間為川堂，乃典型之既
有校舍。在實驗之規劃中（圖 5），南側作
為反力構架，北側即為待測構架，利用 6
具油壓千斤頂架設在川堂二樓及屋頂梁版
間，藉由南側教室的反力，對北側教室進
行單向推垮測試。由於新城國中教室柱長
較長，沒有短柱效應發生，試驗結果顯示
柱的破壞模式多為撓曲或撓剪破壞，使結
構具有相當大的韌性，其耐震能力尚稱良
好（圖 6）。

圖二 後甲國中德育樓試驗試體

推倒方向

圖三 補強工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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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新城國中現地試驗測試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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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後甲國中各試體載重與位移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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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地試驗-花蓮縣新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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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新城國中現地試驗推垮曲線

經過後甲國中構架補強試驗後，確立
了該補強工法的成效性，然而真實應用在
實際校舍的行為，就得透過現地實驗才能
完整呈現。現地實驗為戶外實尺寸結構推

3.3 現地試驗-雲林縣口湖國小
有了後甲國中構架補強試驗及新城國
中現地試驗的成功經驗，顯示本中心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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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3
1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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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磚翼牆補強試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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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鋼筋混凝土翼牆補強試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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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補強技術及結構試驗技術已經相當成
熟，對於真實校舍補強後的結構現地試驗
更有了充份的信心。於是民國 94 年 7 月至
8 月期間，本中心於雲林縣口湖國小，進行
了一系列校舍耐震補強的現地試驗，主要
為測試磚翼牆及鋼筋混凝土翼牆補強的耐
震行為。此現地試驗計畫包含空構架、磚
翼牆補強構架與鋼筋混凝土翼牆補強構架
等三種校舍建築試體。口湖國小報廢之舊
校舍為 2 層樓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
物，每一樓層八間教室，具廊外柱，東西
兩端各有樓梯間及廁所一間。該建物始建
於民國五十二年，其後雖歷經多次增建，
外觀尚無嚴重龜裂現象。首先拆除兩端之
梯間及通道，並依規劃進行補強及切割等
試體準備工作，將一排教室分成三個單
元，分別為空構架之試驗單元（圖 7）；磚
翼牆補強之試驗單元（圖 8）；及鋼筋混凝
土翼牆補強之試驗單元（圖 9），再依據試
驗計畫進行三個靜態推垮試驗。試驗結果
顯示（圖 10），未補強前校舍有短柱效應
的問題，磚翼牆及鋼筋混凝土翼牆皆能提
升約 30%的側力強度，但對於韌性的貢獻
則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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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口湖國小現地試驗之比較曲線

四、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為解決全國中小學校舍建築耐
震能力之相關問題，開發此一完整的解決
方案，希望能全面改善並逐年提升校舍結
構之耐震能力，在面臨未來劇災型地震突
來的侵襲之前，我們可以讓學童在安全的
教室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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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功能性支承系統耐震性能設計與評估補強之研究(Ⅱ)
張國鎮1

摘 要
本研究以既有 PCI 梁橋為主要研究對象，重點為探討支承系統對橋梁結構之影
響。本研究為三年期整合型計畫（93 年~96 年），研究內容包含：(1) 橋梁組成元件
實驗（橡膠支承、盤式支承、滾動支承、剪力鋼棒、單/雙向止震塊及防震拉桿）、(2)
含支承墊之單跨縮尺橋梁振動台實驗、(3) 引進「記憶體共享平行運算及控制光纖網
路設備」技術。橋梁組成元件實驗根據單向、反覆載重實驗，提出合適之力學模型以
了解不同橋梁元件之相互作用關係與力量傳遞機制。光纖網路系統進行記憶體共享平
行運算及控制，現階段針對橋梁元件之彈性與非彈性行為進行分析模擬，已獲致不錯
的成果，但其技術結合快速擬動態實驗仍有待突破。為了解橋梁結構在地震下之動態
行為，本研究首先完成含橡膠支承墊之單自由度擬動態實驗，再進行一座單跨縮尺橋
梁裝設橡膠支承與滾動支承之振動台實驗。由初步實驗結果發現，滾動支承較橡膠支
承有較低的摩擦係數，地震作用下產生較大的位移量，但也限制上部結構加速度。此
外，無論裝設橡膠支承或滾動支承，帽梁處的加速度均較支承處加速度高，其原因可
能是帽梁質量引致的慣性力所導致。本單跨縮尺橋梁振動台實驗將於 94 年度再次進
行，研究重點為支承系統與隔、減震系統間的作用關係對橋梁結構的影響，以作為後
續研究的參考與分析比較基準。

關鍵詞：支承系統、橋梁

集大地震橋梁及道路設施勘災報告」結果
[1]，在 1094 座調查橋梁中，以橋梁附屬
設施、橋台及橋面板損壞之比例最高，橋
柱損害者相對來說較少。此外，921 集集
大地震中因支承系統作用，橋柱損害並不
如預期嚴重，行車向損害情況較垂直行車
向少且輕微。另外，根據文獻[2-3]之研
究，針對既有 PCI 橋梁進行境況模擬分
析，以支承滑動行為較能反應現場破壞情
況，間接證實允許支承滑動摩擦消能降低
橋柱地震力的可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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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基於近年來國內橋梁震害調查經驗以
及國內外橋梁性能設計規範之發展，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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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國內橋梁結構型式與美國、日本有所
不同，近年來國內外經歷數次大規模地
震，各國對於新設橋梁的耐震規範有更一
進步的發展，除加入隔震、減震措施外對
於橋柱的細部韌性有特別的要求；對於提
升既有橋梁的耐震能力也研發出許多補強
方案。現階段研究工作與補強作業多將重
點放在橋柱，並已發展出鋼板、碳纖維與
混凝土包覆補強等工法與設計準則。然
而，當橋柱耐震能力提高後，原有的基礎
結構可能無法承擔因橋柱塑性彎矩引致的
塑性剪力，造成補強作業必須進行地基開
挖，採用加樁或是擴大基礎尺寸以提升基
礎耐震能力，大幅增加補強工程經費與整
修重建時間，在國家經費有限與資源有效
分配的原則下無疑是一項龐大的社會負
擔。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921 集

1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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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型計畫研究架構
本整合型計畫共分為 10 項子計畫，所
有子計畫可分為三個研究群，第一個為結
構元件實驗與力學模型建立研究群（子計
畫 2,3,5,6,10）、第二個為橋梁非線性數值
模型分析研究群（子計畫 2,4,7,8）、第三
個為性能設計與評估補強規範之檢討與建
議研究群（1,2,8）。第一研究群根據所研
究之橋梁元件建立合適的數值模型，提供
第二研究群做全橋非線性行為的數值模
擬。前兩個研究群的資源整合將進行含支
承系統橋梁模型之振動台實驗及網際網路
擬動態實驗，提供驗證比較工作。待前述
工作成果接近完備，第三研究群之研究成
果將整合產、官、學界經驗，並定期邀請
國內橋梁工程顧問與交通主管機關會商，
檢討本土化橋梁特性與國際間性能設計規
範的優缺點，為國內橋梁含功能性支承系
統之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設計方法提出建
議。

台。上述部分為實驗成果，分析成果部分
則以前述實驗結果為基礎如圖三，首先驗
證相關非線性分析模型，包括橡膠支承基
本性質、橡膠支承磨擦滑動與碰撞、止震
塊剪力強度、橋柱塑性鉸等，在獲得可靠
的分析結果後，進行整體橋梁側推分析（含
/不含基礎裸露）與橋梁非線性動力分析參
數研究。
另外，考慮各子計畫所使用的非線性
分析程式並不一致，期望能與「記憶體共
享平行運算及控制光纖網路設備」整合功
能相互溝通，光纖網路已利 Mathwork 所
提供之開發(Matlab+Simulink+RTW+xPC
Target)進行整合，未來進行實驗時並可以
將千斤頂控制卡整合一起，增加實驗時的
效率。

三、總計劃研究成果
總計畫執行期間，已完成下列工作內
容：（1）橋梁單一構件及組合橋梁構件之
力學實驗，如：橡膠支承基本性質與磨擦
係數實驗、滾動支承性能測試、盤式支承
反覆載重實驗（含/不含止震塊碰撞效
應）、橡膠支承反覆載重實驗（含/不含止
震塊碰撞效應）、防震拉桿反覆載重實驗
等，其試驗配置如圖一。實驗成果除比較
既有文獻成果以了解國內外橋梁設計細節
的差異性外，並用以發展橋梁設計所需之
非線性分析模型；（2）為觀察橋梁於地震
下的動態反應，本研究設計一座單跨縮尺
橋梁，如圖二所示，支承系統採用橡膠支
承與止震鋼棒，完成振動台與擬動態實驗
（含/不含止震塊碰撞效應）；（3）為發
展新一代實驗技術，本研究亦完成記憶體
共享光纖網路設備平行運算技術前導型實
驗，由相位角補償法修正回饋增益來降低
時間延遲對測試結果的影響，並建立了一
套非線性結構的分析模式用以模擬支承系
統，提供前述橋梁構件輸入分析參數的平
14

圖一 橡膠支承墊力學行為測試試驗

圖二 橋梁含功能性支承震動台試驗

非耐震考量，箍筋量較少。而新式止震塊
耐震考量，箍筋量較多。其試驗配置如圖
六，另一止震塊試體為雙向，位於兩大樑
間，可承受橫向反覆載重。至於 PCI 橋梁
梁端支承構造部分也設計三個試體。PCI
橋梁梁端支承構造通常可分為鉸接與自由
端兩種。本計畫製作兩個大梁鉸接端試
體，其構造為橡膠支承墊先安座於橋墩帽
梁上，再安插剪力鋼棒於大梁底與橡膠支
承墊中間。橫向承載力先由支承墊之摩擦
再加上剪力鋼棒。兩個試體柱要差別在於
鋼棒材質不同如：S17C（A36）與 S35C
（A50），其剪力鋼棒試驗後支承狀況如
圖七所示。最後一個試體則模擬大梁自由
端試體，其構造為大樑座落在橡膠支承墊
上，遇熱漲或地震時，大樑可以在橡膠支
承墊上自由運動，橫向承載力先由支承墊
之摩擦力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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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摩擦試驗結果

四、各子計畫研究成果
盤式支承系統橋梁耐震性能導向實驗
與設計之研究：本計畫中目前已完成盤式
支承系統與止震塊試體設計，盤式支承墊
部分已委託台中精機廠進行元件設計，並
進行相關測試及製作，模擬橋墩與止震塊
試體已完工，分析部分已著手進行盤式支
承系統含橋墩及止震塊模擬之 ANSYS 軟
體建模與參數修正，並進行模擬分析，目
前已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利用反力牆
及強力地板試驗系統進行反覆載重碰撞實
驗。試驗配置如圖四所示。
防落設施之分析與設計：在台灣的橋
梁工程規範之中，有關防落拉桿的設計與
施工沒有完整的說明，所以本研究目前針
對現今橋樑已設的防落拉桿裝置，利用實
驗方式檢核其耐震能力，並且找出相關參
數作為日後防落拉桿設計與分析之參考依
據。因此，藉由國道高速公路工程局之設
計圖尋找適合的實驗試體，另外亦配合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設備調整試體尺
寸，其試驗配置如圖五。

圖四 盤式支承試驗

剪力鋼棒與止震塊耐震性能試驗研
究：本子計畫將進行 PCI 橋梁支承元件測
試，共設計六個試體，分別試驗止震塊與
PCI 橋梁梁端支承構造橫向承載能力。止
震塊部分有三個試體，其中二個試體為單
向止震塊，只承受單向橫向載重。兩試體
主要差別為新舊止震塊設計，舊式止震塊

圖五 防震拉桿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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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單向止震塊試驗

圖八 橡膠支承墊之壓縮勁度模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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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驗後剪力鋼棒之情形
橋梁支承系統功能性設計之非綫性數
值分析：本子計畫橋梁支承系統功能性設
計之非綫性數值分析，目前完成之工作項
目為對於橋台破壞機制及針對過去有關剛
架結構之大變形與大位移分析及材料非彈
性分析之相關文獻進行一系列蒐集，目前
已完成數個算例，進而從算例中得到理論
及數值正確性之驗證與比對，如圖八為橡
膠支承墊壓縮勁度之試驗及模擬比較。此
外將進行 SAP2000 與 LS-Dyna 前處理資料
轉換之程式撰寫，主要是以 Visual Basic 語
言程式進行撰寫，主要研究內容將注重於
三維橋梁受地震力下之破壞模擬，其中以
剛架及板殼元為主要模擬元素，固體元為
輔助進行落橋、隔震效果及斷裂等分析。
將其結果進行驗證，與案例進行比較。進
而討論簡化模擬之可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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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鋼管混凝土橋梁合作實驗之非線性數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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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紹以不同的數值模擬方法，模擬臺灣－加拿大跨國網路同步合作之雙鋼管
混凝土橋梁實驗。本工作分別採用(1)梁柱元塑絞模型與(2)斷面分析模型兩種不同的數
值模型，進行本橋柱擬動態實驗的反應預估。兩種數值模型分別以本中心開發之數值
模擬軟體 PISA3D 與美國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開發之 OpenSees 為主要的模擬工
具。本研究首先以本中心過去執行的單柱之雙鋼管混凝土反覆載重實驗資料，作為初
步比較的對象，並以該實驗資料為基礎，以修改分析模型參數。本工作以修正後的參
數，適當地套用在大型雙鋼管混凝土橋梁系統之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並進行不同分
析方法的比較與探討，作為後續雙鋼管混凝土非線性耐震分析研究與應用之參考。

關鍵詞：雙鋼管混凝土柱、數值模擬、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

在非線性結構動力分析問題中，採用
不同的力學假設、數值模型和分析方法，
都可能得到不同的模擬結果。本工作採用
(1)梁柱元塑絞模型(以下簡稱 Hinge 模型)
與(2)纖維斷面模型(以下簡稱 Fiber 模型)
兩種不同的數值模型，進行本橋柱擬動態
實驗的反應預估，並進行比較。梁柱元塑
絞模型以本中心開發之數值模擬軟體
PISA3D [3,4,5]進行分析；纖維斷面模型
則以美國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開發
之 OpenSees [6]建立以梁柱元素為主的數
值模型，進行模態分析與非線性動力歷時
分析。雖然兩套分析軟體，均採用有限元
素法為基礎理論，但在本工作中，兩者採
用不同的梁柱數值模型與動力分析演算
法。以下加以簡介。表一簡列 Hinge 模型
與 Fiber 模型所採用的梁柱元素的比較。
其 中 有 關 纖 維 斷 面 分 析 法 (fiber-section
analysis)的理論，可參考 Spacone 等人的
文獻[7]；FEDEAS 程式庫之鋼與混凝土之
單軸材料應力應變關係可參考 Filippou 與
Spacone 的文獻[8]。

一、本實驗簡介
本中心(NCREE)、國立臺灣大學(NTU)
與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CU)正進行一個跨
國同步合作式地震工程實驗。本實驗模擬
一個五跨度的雙鋼管混凝土橋梁系統(如
圖一)受不同地震的反應，一方面以大型實
驗來驗證雙鋼管混凝土其耐震性能，一方
面建立以上三個實驗室之間的同步合作實
驗機制。有關本實驗試體設計細節，可以
參考多篇已發表的文章(如文獻[1][2])。

圖一 本橋梁實驗之橋梁系統 3D 示意圖

二、兩種不同的數值模型簡介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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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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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Hinge 模型與 Fiber 模型梁柱元素的
比較
工
元
組
基
假

具
素
成
本
設

內力
計算
方式

Hinge 模型
PISA3D [3,4,5]
由一個彈性構件與
兩端塑鉸所串聯
假設單一元素內的
彎矩呈線性分佈，
剪力為均勻分佈
由梁柱切線勁度矩
陣乘以元素局部變
形，再進行兩端軸
力與彎矩檢查，算
得元素內力

Fiber 模型
OpenSees [6]
由一個梁柱與其內
多個積分點所組成
假設元素的變形曲
線為三次曲線且斷
面平面維持平面
將元素材料應力應
變、斷面彎矩曲率、
元素變形與內力關
係，逐步轉換，再積
分得元素內力

拉力測試與混凝土壓力測試為基礎，並採
用 Mander 等人[10]提出的圍束混凝土強
度計算方法，計算混凝土單軸極限抗壓強
度與其相對應的應變值。然而以此材料模
型進行的數值模擬結果顯示，與實驗值結
果比較，數值模型的勁度與強度都偏高。
這是因為纖維斷面分析法的平面維持平面
假設，在實際的實驗中並不能完全滿足。

在動力歷時分析方法方面，兩個數值
模型均採用目前被廣泛使用的 Newmark
動力積分法之平均加速度法。在不平衡力
處理方面，Hinge 模型(採用 PISA3D)將不
平 衡 力 併 至 下 一 時 間 步 (time step) 來 處
理，不進行迭代；Fiber 模型(採用 OpenSees)
則以 Newton 法迭代方式來處理，直到不 圖二 單柱 Fiber 數值模型之元素節點分佈
與纖維斷面分佈
平衡力小於門檻值方繼續計算下一時間
如前所述，纖維斷面法的誤差主要來
步。
自於平面維持平面假設。然而，要建立複
雜的斷面翹曲(warping)數值模型來取代平
三、單柱 DSCFT 實驗與數值分析
面維持平面的假設，並非容易的事。在維
在進行本實驗橋柱系統之數值模擬之
持纖維斷面分析法的假設條件之下，為了
前，本工作引用本中心先前已完成的單柱
建立更接近於單柱實驗的數值模型，本研
雙鋼管混凝土柱之反覆側推實驗(文獻[9]
究將材料參數作了調整，將鋼材的初始勁
的編號 S24 試體)，作為數值模擬之對象，
度(楊氏係數)與降伏應力設為前述值之
再根據實驗數據，適度地校正材料非線性
90%，彈-塑性過渡期曲線指數 R0 =10，混
特性的參數。
凝土的初始勁度與單軸極限抗壓強度設為
本文的 Hinge 模型是以等效的梁柱元 前述值之 70%。以此調整之後的數值模
素彎曲勁度(也就是 EI 值)與柱極限彎矩為 型，所得的位移-基底剪力遲滯迴圈(如圖
基礎，建立梁柱元素雙線性之非線性行 三 所 示 ) 、 初 始 勁 度 與 側 傾 位 移 率 (drift
為。等效的梁柱元素彎曲勁度採用實心鋼 ratio) 6%以內的強度，大致上與實驗值已
管 混 凝 土 柱 經 驗 公 式 [11]來 計 算 。 有 關 合理地接近。本研究以此修正的方式，套
Hinge 模型更詳細的說明，請參考文獻 用於後續 DSCFT 橋梁系統的受震動力歷
[12]，礙於有限篇幅，本文不予贅述。
時分析，用以估計本此實驗的反應。
Fiber 模型採用位移型梁柱元素，配合
纖 維 斷 面 分 析 與 FEDEAS 程 式 庫 之 鋼
(steel02)與混凝土(concrete02)材料模型。
單柱數值模型的元素節點分佈與纖維斷面
分佈如圖二所示。垂直向的梁柱元素為柱
身，水平向的梁柱元素為進行位移控制的
單軸彈簧。材料參數設定以該實驗之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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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材料參數調整後之單柱 DSCFT 實驗與
數值模擬之位移剪力遲滯圈比較(左:
初始 0.2%範圍內。右：3%範圍內)

表二列出以 Fiber 模型與 Hinge 模型
進行反覆側推分析之勁度與不同側推量所
得最大剪力的結果列表。其中的勁度值是
以側推量 0 至 0.25%之位移剪力關係，以
最小平方法取其最接近直線的斜率值而
得。圖六為各柱反覆側推的位移與剪力遲
滯曲線。由側推分析結果來比較 Fiber 與
Hinge 模型在此橋梁結構的分析，兩者在
各柱的勁度與剪力強度均各有高低。兩者
在 P1 與 P4 的勁度，以及 P2 的反覆側推
曲線大致還相似。而其它結果顯示 Fiber
模型推估的勁度值較高，但剪力強度則大
致較低。

四、DSCFT 橋梁系統數值分析
依據前述的數值模擬方法，本研究以
PISA3D 與 OpenSees 分別進行本實驗的數
值模擬，一方面預估實驗進行過程中的試
體反應，另一方面並用以檢查實驗硬體配
置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致動器推力和位移
衝程來進行此實驗。
在 Fiber 模型的數值模擬方面，本研
究將各實驗室進行的材料實驗結果(如表
二所示)，考量 Mander 混凝土圍束理論並
依前述方法折減之後，作為數值模型的材
料參數。圖四為該橋梁系統中，與橋柱反
應相關的前四個振態。必須一提的是，模
態分析所得的振態自然週期是依據材料初
始狀態的勁度來計算，未必能反應以非線
性歷時分析所表現的自然振動週期。尤其
在 Fiber 模型中採用 FEDEAS 混凝土模型
於降伏前之應力應變關係為一個曲線(如
圖五所示)，材料初始勁度偏高，不能代表
隨振動過程而變化的混凝土材料勁度。

表二 以 Fiber 模型與 Hinge 模型進行反覆側推
分析之勁度與不同側推量所得最大剪力
P1 (Fiber)
P1 (Hinge)
P2 (Fiber)
P2 (Hinge)
P3 (Fiber)
P3 (Hinge)
P4 (Fiber)
P4 (Hinge)

表二 各實驗室所得之鋼與混凝土之材料特性

Concrete

fy (MPa)
fy (MPa)
f C′ (MPa)

250*
250*
40.1

P2

P3

outer

inner

outer

inner

314.9

364.9

302.1

233.5

489.0

493.2

28.4

385.0

335.7

38.6

Force at
1.5% (kN)
4450
5353
6652
6265
5702
6100
6954
8047

Force at
3% (kN)
5100
6370
7154
6274
6298
6573
7881
10060

Force at
6% (kN)
5865
7194
7962
7820
6722
8395
8814
11670

*勁度值為 0-0.25%之位移與剪力關係之斜率

P4
P2 Cyclic Test Analysis

P1 Cyclic Test Analysis

250*

10000

10000

250*

Ops Fib. Model

8000

Ops Fib. Model

8000

PISA3D Model

6000

PISA3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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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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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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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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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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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fness
(kN/mm)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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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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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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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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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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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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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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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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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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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以 Fiber 模型(紅虛線)與 Hinge 模型(藍實
線)進行 P1 至 P4(順序為左上、右上、左
下、右下)反覆側推分析的結果

圖四 與橋柱反應相關的前四個振態
在非線性歷時分析中，所採用的地震
即為本實驗將採用的地震輸入，包括 921
地震嘉義 24 號測站記錄與由加拿大提供
的加拿大西岸人造地震波。地震波輸入的
順序與其 PGA 值如表三所示。關於地震波
的選擇與危害度分析，礙於篇幅限制，詳
見文獻[12]。本文不予敍述。

圖五 FEDEAS 混凝土模型之應力應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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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實驗所採用的雙向地震波

參考文獻

PGA

地震波

921 地震 CHY024 記錄
X: 0.25g Y: 0.25g
加拿大西岸人造地震
X: 0.39g Y: 0.23g
921 地震 CHY024 記錄
X: 0.74g Y: 0.74g
加拿大西岸人造地震
X: 0.39g Y: 0.23g
註：X 向為車行方向；Y 向為垂直車行之水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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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光纖計在斜張鋼纜監測之應用開發
李政寬1 林詠彬 1 張國鎮2 陳建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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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下雨時得暫停作業。再者，假設同時間
量測所有鋼纜的振動歷時，於每一鋼纜上
斜張橋的主要構件包括橋塔、橋面
安裝一枚防水的微震感應器，則恐怕所費
版，橋台、以及斜張鋼纜。經由斜張鋼纜，
不貲， 僅不合經濟效益，同時還有礙橋
橋面板的重量得以轉移至橋塔，橋塔再經
梁景觀。為了克服上述傳統微震感應器所
由基礎將橋重量傳入大地。因此斜張鋼纜
面臨的困難與缺點，本文開發一新式「鋼
的張力大小與分佈，是斜張橋梁重要的一
纜振動量測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後文
項健康指標。實務上，分析判讀計算鋼纜
除介紹此新量測系統的原理外，同時也將
張カ，現地工程師使用微震感應器與集錄
此系統應用於一座真實的斜張橋上。利用
器量測記錄鋼纜的振動歷時，經富氏頻譜
此系統，エ程人員便可經濟地、定期地、
分析，得鋼纜特徵振動頻率，再求得鋼纜
迅速且同時間地完成鋼纜振動量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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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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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受制有限的感應器與傳輸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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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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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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B

λB , 0

= (1 − p e )∆ε + (α + ξ )∆Τ

其中 Pe , ∆ε , α , ξ , λ B ,0 , ∆Τ 分別

所組成的，各模態反應的特徵頻率如下示
所表﹕
fn =

n
2l

Et
D

如果預力繩索的特徵模態振頻皆遠高於兩
鋼纜的振動特徵頻率，則可預期圖二光纖
應變歷時的頻譜圖將有如圖三所示。光纖
應變歷時頻譜圖若如圖三所示，則兩相鄰
鋼纜的振動監測便可僅靠一枚光纖應變計 (1)
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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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預力繩索上光纖訊號之預期反應譜

四、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在既
有的或建造中的斜張橋斜張鋼
纜之應用
圖二 束縛在鋼纜兩端的一條預拉力繩
索。繩索上任一點的位移反應包括
Qusi-static terms( 擬 靜 力 項 ) 與
Dynamic terms(動態項)

三、具走動支承預力繩索應變行為
如圖二所示，考慮一條束縛於兩索鋼
纜之間的預力繩索(皆處在重力面內)。依據
數學分析，預力繩索上任一點軸向的位移
反 應 ， 包 括 (1) 擬 靜 態 項 (qusi-static
terms)，與(2)動態項(dynamic terms)。前者
是由兩連接點的運動行為所控制，也就是
兩鋼纜重力面內的振動特徵行為所決定，
而決定振動特徵行為的因素包括，鋼纜張
力、線質量密度、斷面剛度、重力等等﹔
而後者是兩端固定之預力繩索的特徵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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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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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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五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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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設計品之優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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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光柵與傳統微震儀的佈設如圖六
所示。圖六中，有兩枚光纖光柵感測器連
結分別連結 R33-R31 與 R31-R29，而有二
個傳統速度計分別獨立量測 R33 與 R31
鋼纜，且位置就在預力線與鋼纜線交會
處。圖七繪示光纖光柵量測資料之富氏譜。

圖四 FBG 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在既
有斜張橋梁上之監測應用

圖五 FBG 鋼纜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在建
造中的斜張橋梁上之監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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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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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成本 / 需要人
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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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六 FBG 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與傳統微
震儀在鋼纜 R33、R31 與 R29 的量
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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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quency: Hz

圖七 FBG 光纖光柵振動感應器反應歷時
之富氏譜

八、訊號分析
圖七(a)同時包含 R33 鋼纜與 R31 鋼纜的特
徵頻率，而圖七(b) 則展現了 R33 鋼纜與
R31 鋼纜的特徵頻率。從以上得知，光纖
光柵振動感應器可用來追踪記錄鋼纜的振
動，而訊號譜則可用來識別鋼纜特徵振動
頻率與分析鋼纜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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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對斜張橋鋼纜張力分析影響研究
李政寬 1 林沛暘1 羅俊雄2 張國鎮 2 陳建州3

摘 要
斜張橋的斜張鋼纜通常在橋面處以及主塔處設有 2~3 公尺長的圓殼鋼導管(Guide
Pipe)，內填充以橡皮阻尼器，以保護鋼纜不會因振動過大而與其它結構體發生踫撞，
同時防止雨水流入浸漬錨頭，減緩鏽蝕以增長錨頭功能壽命。從結構上而言，導管一
定程度上束制了鋼纜，鋼纜自由振動的有效長度縮短，使得分析計算斜張橋鋼纜張力
過程中，吾人無法確認有效鋼纜長度值，因而常高估或低估正確的鋼纜張力。為尋求
鋼纜張力更真值，本文利用無線量測技術量測鋼纜的振動頻譜暨模態振形，並利用有
限元素法，逆向運算求得導管對鋼纜的束制條件，進而求得鋼纜張力更真值。

關鍵詞：斜張橋、斜張鋼纜、導管、無線量測技術

例，利用無線量測技術量測鋼纜的振動頻
譜暨模態振形，接著利用有限元素法，逆
斜張橋的主要構件包括橋塔、橋面
向運算求得導管對鋼纜的束制條件，以求
版，橋台、以及斜張鋼纜。經由斜張鋼纜，
鋼纜張力更真值。
橋面板的重量得以轉移至橋塔，橋塔再經
由基礎將橋重量傳入大地。因此斜張鋼纜
的張力大小與分佈，是斜張橋梁重要的一
項健康指標。在判讀計算鋼纜張力上，常
利用微震感應器量測鋼纜的特徵振動頻
率，推算鋼纜的張力。然此方法為間接量
測技術，有著許多結構參數或結構型態難
以明確得知，如鋼纜的斷面性貭、重力效
應、以及圓殼鋼導管(Steel Guide Pipe)對鋼
纜的束制效應，如圖一、圖二所示。一般
圖一 導管束制鋼纜情形現地照片
而言，斜張橋的斜張鋼纜通常在橋面處與
主塔處設有 2~3 公尺長的導管，內填充以
橡皮阻尼器以保護鋼纜不會因風效應振動
過大而與其它結構體發生踫撞，同時防止
雨水流入浸漬錨頭，減緩鏽蝕速率以增長
錨頭功能壽命。但從結構上而言，導管一
定程度上束制了鋼纜，鋼纜自由振動的有
效長度縮短，使得分析計算斜張橋鋼纜張
力過程中，無法確認有效鋼纜長度值，分
析上時常高估或低估正確鋼纜張力。為尋 圖二 鋼纜、錨頭、錨座、導管、及阻尼橡膠
之位置關係圖，導管對鋼纜構成束制
求鋼纜張力更真值，本文以集鹿斜張橋為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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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管對 R13 鋼纜之實驗暨分析案
例說明
如前文所描述，導管某程度上束制了
鋼纜，使得鋼纜自由振動的有效長度縮
短，吾人分析斜張橋鋼纜張力過程中，無
法確認鋼纜有效長度值，而影響了鋼纜張
力之計算。本文將引用圖三集鹿斜張橋 R13
鋼纜實驗暨分析為例，實地探討導管之束
制條件對鋼纜張力分析之重要影響。已知
的基本參數包括鋼纜的(a)工程編號、(b)
鋼鍵數、(c)單位長度重量、(d)設計張力、
(e)設計仰角、(f)鋼纜長度、(g)橋面板處束
制長度、(h)橋塔端束制長度等資料。

圖四 近橋面板處有線傳輸振動量測
A
B

D

C

圖三 集鹿斜張橋 R13 鋼纜位置示

圖五 無線量測傳輸技術鋼纜振動量測

三、無線量測傳輸技術在斜張橋鋼
纜振動量測之應用

四、R13 鋼纜振動量測作業與量測
訊號初步分析

關於鋼纜振動量測，以往經常使用的
方式是利用微震感應子、訊號傳輸線、集
錄器，量測記錄鋼纜的振動歷時。微震感
應子縛綁於鋼纜上，將振動所引致的電壓
訊號經由傳輸線傳回集錄器，如圖四所
示，此為有線(具傳輸線)量測方式，於橋梁
現地實驗多有不便，情形包括 (1) 量測點
位距離過長，佈傳輸線耗時。 (2)量測點數
多，傳輸線容易混淆。(3) 若量測點連線跨
越了車道，傳輸線必須額外增設保護裝
置，以防車輛輾壓損毁。(4)高空作業，佈
傳輸線極不便。(5)佈線增長作業時間長，
增加現場作業人員工作危險性。而本文目
的在研究橋面處與主塔處導管對鋼纜之束
制情形，需於高空中量測鋼纜振動，考量
上述有線傳輸之缺點，故吾人改用無線量
測傳輸技術(如圖五所示)，以同時量測橋面
處與主塔處導管附近之鋼纜振動行為。

以集鹿橋 R13 鋼纜為無線量測傳輸技
術應用暨分析案例。R13 鋼纜振動量測作
業情形似圖五所示，一共擺設四顆微震感
應子，量測重力面內鋼纜的橫向振動，其
中橋面端與主塔端各設二顆微震感應子，
目的在探求導管對鋼纜之束制勁度。圖六
繪示無線量測傳輸技術所量得振動訊號之
富氏頻譜圖，其中如圖七所示，第一個模
態振幅值， B/A=7.2，C/D=4.2，此二比值
可作為來找尋導管對鋼纜拘束勁度條件。

圖六 無線量測傳輸技術所量得振動訊號
之富氏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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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整理如表一﹕

圖 七 第 一 模 態 振 幅 值 比 B/A=7.2 ，
C/D=4.2
圖八 四個鋼纜分析模式

五、R13 鋼纜張力分析
有了關於 R13 鋼纜的單位長度重量、
仰角、鋼纜長度、橋面板處束制長度、橋
塔端束制長度等基本資料，以及圖六與圖
七等實驗資料，圖八繪示將引用來分析鋼
纜張力、斷面慣性矩、及導管對鋼纜束制
勁度之四個鋼纜模式。四個分析模式間之
表一 四個鋼纜分析模式之差異

經過待定參數最佳化過程(以儘可滿足圖
六及圖七實驗數據)，表二綜整了分析結果
以相互比較。從表二得知有無考慮導管對
鋼纜束制效應，對鋼纜張力的分析判讀影
響很大。僅就本例 R13 鋼纜而言，導管對
鋼纜束制效應近於鉸接端之效果。

表二 R13 鋼纜考慮同導管束制條件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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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展望
本文利用無線量測技術振動頻譜、模
態振形、及有限元素法，逆向分析導管對
鋼纜的束制條件，並同時求得鋼纜張力合
理值。案例分析發現，導管對鋼纜的束制
效應，對鋼纜張力的分析判讀影響很大，
建議分析時 應輕易假設此束制效應
值，而應透過實驗比對予以量化，如此才
能得到鋼纜張力更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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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RC 柱塑鉸搭接補強之分析與設計
張國鎮1 張順賓2 劉光晏3 王柄雄4

摘 要
國內外許多研究已證實，主筋搭接的 RC 矩柱其韌性不佳，即使施以碳纖或鋼板
圍束補強，其韌性仍無法有效提昇。本研究提出『加勁板-複材補強工法』經試驗驗證
能對塑鉸區主筋搭接 RC 矩柱提供良好的圍束作用，進而避免了主筋搭接破壞的產
生，獲致極佳之耐震補強效果。並經試驗及分析結果的歸納後提出建議之設計公式，
以期將此工法推廣應用於非韌性 RC 結構物上。另外，針對矩形柱中採組合螺箍的圍
束方式，本研究提出一套簡化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式來解析混凝土受複雜圍束下的軸壓
行為，且經與試驗結果驗證後有很好一致性。

關鍵詞：主筋搭接、RC 矩柱、耐震補強、圍束

一、前言
台灣 921 集集大地震造成相當嚴重之
傷亡，究其主因為房屋倒塌。從災後倒塌
結構物的鑑定資料歸納得知，塑鉸區不良
的主筋搭接是重要施工缺陷。由於矩形 RC
柱構件之圍束效果較差，若再加上主筋搭
接的因素，將促使 RC 矩形柱無法達到其
設計所預期之韌性行為，在強震下，主筋
由搭接處剝離、分開，而導致結構物倒塌。
主筋搭接時須藉混凝土的握裹作用達
成傳遞力量之目的。國內外許多研究已證
實，主筋搭接的 RC 矩柱其韌性不佳，即
使施以碳纖或鋼板圍束補強，其韌性仍無
法有效提昇。本研究提出『加勁板-複材補
強工法』(如圖 1)，此一新補強工法兼具碳
纖和鋼板補強之優點，藉由碳纖和鋼板適
當的設計，共同承擔扼制側向膨脹所需之
圍束力，而達成良好圍束目的。

圖 1『加勁板-複材補強工法』設計圖

二、『塑鉸區主筋搭接 RC 矩柱圍束
補強』試驗結果分析

本計畫延續國家地震中心所完成之
『塑鉸區主筋搭接 RC 矩柱圍束補強』試
驗，針對試驗結果進行進一步的分析研
究，分析採用 Response 2000 分析軟體進
1
2
3
4

行補強試體之側向力與側向位移分析，最
後，經試驗及分析結果的歸納後提出『加
勁板-複材補強工法』之建議設計公式。另
一方面，本計畫另一個主題為探討組合螺
箍應用於矩形柱上的圍束行為研究，依據
Yin et al.(2004)所進行一系列的軸壓試驗
結果，提出一套簡化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式
來解析混凝土矩柱在組合螺箍圍束下的行
為反應。

反覆載重試驗針對尺寸效應與補強工
法進行試體規劃，以探討塑鉸區主筋搭接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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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專 案助理 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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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加勁版-複材補強工法」之試
體，本研究使用 RESPONSE-2000 程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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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為主筋搭接未補強試體之遲滯
迴圈，在側向位移比大於 2%時，試體強
度迅速衰減且有嚴重的遲滯迴圈緊縮現
象，這是由於塑鉸區主筋握裹失敗及滑動
的結果，即使施以碳纖補強(如圖 2(b))，
仍無法獲致良好的補強效果。圖 2(c)為施
以鋼板補強並加置化學錨栓予以錨定之試
驗結果，由其飽滿的遲滯迴圈可知其補強
效果令人滿意。圖 2(d)為施以加勁板－複
材補強之試驗結果，其遲滯迴圈顯示此一
補強後試體具有高能量消散的能力，且當
側向位移比達 7%時，試體強度幾乎沒有
明顯的衰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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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試體之側向力與側向位移關係。分析標
的挑選試體 B4、B5、F1、S1、S2、M1、
W1 與 W2，根據設計資料及材料性質，並
考慮塑鉸區長度作為降伏穿透長度
（Yielding Penetration Length）進行分析。
其中，混凝土圍束組成律參考單軸抗壓實
驗結果，假設混凝土應力應變關係為雙線
性，輸入轉折點為（0.005, 1.5f＇co）與極
限點為（0.025, 2 f＇co）；對於斷面較大
的 F1 試體，保守假設轉折點為（0.005,
1.0f＇co）與極限點為（0.025, 1.5 f＇co）。
此外，有鑒於補強後破壞模式改變，鋼筋
間距需考慮碳纖維提供的等效箍筋作適度
降低，部份試體中原有 30 公分的箍筋間
距，將折減為 1 公分。分析結果如圖 3 所
示，顯示分析模式能有效預測採用「加勁
版-複材補強工法」之試體，將有助於提供
非 線 性 靜 側 側 推 分 析 （ Nonlinear-Static
Pushover Analysis）所需的塑性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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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矩柱採不同補強方式之耐震行為差
異。總共設計 11 個塑鉸區主筋搭接 RC 矩
柱與 1 個塑鉸區主筋連續 RC 矩柱。試體
尺寸由小至大共有 5 種族群(B、W、S、M、
F 族群)，包括最小試體的尺寸為 30 cm ×
50 cm，柱高 110 cm、最大試體的尺寸的
為 100 cm ×120 cm，柱高 380 cm，各試體
主筋搭接長度為其主筋的直徑 40 倍長。並
且依補強工法分為碳纖補強工法、化學錨
栓-鋼板補強工法及加勁板-複材補強工法
三種補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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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試驗與分析結果比較

析，求取混凝土元素在複雜圍束下的圍壓
應力分佈，在圍束混凝土達最大強度時圍
束鋼筋恰達降伏強度的基本假設下，將彈
歸納、分析補強試驗結果，提出『鋼 性段的最大鋼筋應力線性放大至降伏強
板加勁-複材補強工法』之建議補強設計公 度，求得圍束混凝土極限圍壓應力之放大
式。惟本實驗最大補強試體之斷面尺寸為 係數 n_f’cc，並將混凝土元素之最大及最小
100 cm ×120 cm，故此建議補強設計公式 圍壓應力線性放大 n_f’cc 倍，求得最大強
適用對象為柱寬 100 cm 以下之 RC 構件。 度下之圍壓應力。最後，套用不等圍壓圍
另外，為確保補強混凝土後具有足夠之握 束理論來求得圍束混凝土的應力－應變曲
裹力，對於混凝土強度須限制在 19 Mpa 線。
以上。『加勁板-複材補強工法』之建議設
本研究所分析的箍筋圍束方式(如圖
計公式如下：
4)分別為四個螺箍組合圍束型式(表示為
(1)複材補強體積比(ρj)
4S) 及 五 個 螺 箍 組 合 圍 束 型 式 ( 表 示 為
(A)韌性補強：ρj ≧ 0.4 %
5S)。由於幾何形狀及受力情況的對稱性，
5S 型式採 1/8 矩柱的模型進行分析，而 4S
(B)筋搭接補強：ρj ≧ 0.6 %
型式則以 1/2 矩柱的模型來分析，邊界條
(搭接補強範圍為柱底 50 cm 以內，餘者以
件的設定為在對稱的平面上加以束制，軸
韌性補強視之)
向力的加載為使用位移控制的方式在柱頂
(2)鋼板尺寸
平面給定一軸向變位。在鋼筋元素的模擬
(A)鋼板厚度( t )：t≧0.01B、0.01 D
上，本研究中採用離散的方式將鋼筋元素
沿著混凝土元素的邊緣建置，且為了簡化
其中，B：柱寬、D：柱深
模型的建置，以圓箍來模擬螺箍(如圖 5)。
(B)鋼板寬度( S )：S ≧B-10、D-10

三、『加勁板-複材補強工法』補強
設計

w

w

( cm )
(C)鋼板高度(Sh)：Sh≧Ll＋10( cm )
其中，Ll：搭接長度
(如搭接長度未知可以塑鉸區長度代替之)

(a) 4S type
(b) 5S type
圖 4 組合螺箍圍束型式

(3)角隅半徑( r )：r ≧ 5 ( cm )

四、組合螺箍數值分析模型
針對矩形柱中採組合螺箍之圍束方
式，本研究提出一套簡化的分析模式來解
析混凝土受複雜圍束情況下之軸壓行為。
分析概念主要源自於 Mander et al.(1988)
所出提出的圍束混凝土模型，使用此模式
計算混凝土受圍束後所提升的強度時，需
先求得混凝土所受的圍壓應力與有效圍束
係數，對於簡單且規則的圍束型式，如傳
統螺箍或橫箍圍束，可藉由簡單力學模型
求得相應混凝土的圍壓應力，但對於較複
雜的圍束型式而言，圍壓應力的分佈常是
極為不均勻且不易求取。本研究透過有限
元素的分析方式進行彈性階段的軸壓分

(a) 1/2 model, type 4S

(b) 1/8 model, type 5S

圖 5 組合螺箍有限元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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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合螺箍試驗與分析結果驗證

六、結論

圖 6 及圖 7 分別為 4S 及 5S 型式之為
軸向應力應變曲線與試驗結果比較，分析
結果分別考慮圍束區混凝土、保護層混凝
土及縱向鋼筋對軸向強度的貢獻，並加總
得到未考慮保護層與考慮保護層影響下的
兩種分析結果。隨著軸向變位的增加，圍
束區與保護層混凝土間會因側向膨脹率的
不同而產生開裂及剶離的情況，因此，保
護層混凝土通常無法達到最大強度 f ' c，此
情況亦可由實驗觀察得知。另一方面，由
分析結果可看到，保護層混凝土對試體初
始勁度的影響相當顯著，隨著保護層剶落
的程度不同，開始進入非線性反應的點亦
不相同。一般而言，分析與試驗結果有很
好的一致性，各組試體在最大軸壓強度的
誤差均在 5%以下，且在過極限強度後強
度衰減的斜率亦相當一致。

本研究提出之『加勁板-複材補強工
法』，經試驗驗證能對塑鉸區主筋搭接 RC
矩柱提供良好的圍束作用，進而避免了主
筋搭接破壞的產生，獲致極佳之耐震補強
效果。而針對矩形柱中採組合螺箍的圍束
方式，本研究提出一套簡化的有限元素分
析模式來解析混凝土受複雜圍束下的軸壓
行為，其中，對於圍束行為及鋼筋籠組立
作業較具效率的 5S 型式，進行相關的參
數分析，以提供實際運用及設計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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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軸向應力與應變圖( 4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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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結構強震資料之分析與應用
林子剛1 陳建州2 張國鎮3 陳長佑4 蔡宜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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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數座具有類似結構系統之重要橋
梁進行結構特性參數識別，並經由不同時間記錄資料的比對探討特性參數的變異性，進
而作為該橋的狀態指標。另為回饋特性參數於耐震規範之相關規定，須依橋梁設計資料
建立相關的分析模式，再經由調動相關邊界條件及材料性質以計算於不同條件下的特性
參數，經由計算值與識別值的比對可研判不同邊界條件與材料性質的影響性。亦將針對
橋梁的各式支承型態進行探討，藉由強震網已量測到橋樑上部與下部結構之反應，因此
更可進一步探討其所使用的支承形式與其在地震記錄下的反應，以充分的瞭解目前所使
用的之型式否符合所需且發揮其效果，並對未來之設計提供相關建設性的建議。目前已
完 成 標 準 轉 換 函 數 (Transfer Function) ， 希 爾 伯 特 轉 換 (Hilbert Huang
Transform),Nonlinear AutoRegressive with Exogenous (NARX) 與 AutoRegressive with
Exogenous (ARX) model 等方法，未來將整合這些方法並用以建立全國橋梁之監測資料
庫。

關鍵詞：標準轉換函數、希爾伯特轉換、NARX、ARX model
200 公尺，分為五跨，每跨 40 公尺，每 40
公尺設置伸縮縫，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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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包含柱底、帽梁、橋面板之完整監測
單元，故選擇 CH09、CH10、CH11、CH12、
CH13、CH14、CH15、CH16、CH17 共九
個頻道。南二高台南環線立面圖與 921 地
震監測歷時圖如圖一、圖二所示。

一、前言
近年來，國內外均針對橋梁的安全性
與耐久性進行多項研究，包括設計規範的
修訂、結構主動、被動控制的設計及損傷
診斷技術的研發。本研究利用系統識別方
法針對橋體強震儀所紀錄之振動資料進行
橋體模態特性參數的識別。藉由所識別的
橋體特性參數。作為該橋長期監測之損傷
指標外，其作業過程可作為後續橋梁進行
相關研究之參考。量測資料亦可回饋於橋
梁耐震設計規範探討相關規定之可靠度，
以及對於設計地震力與各式支承的影響。

三、經驗振態分離法與希爾伯轉換
在第一部份，本研究利用經驗振態分
離法與希爾伯轉換進行研究，研究目標以
高架橋部分頻道在 921 集集地震及 1022
嘉義地震中所記錄之反應訊號作處理及分

二、橋梁簡介與地震記錄分析
本研究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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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副教授
3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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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訊號處理的方式使用經驗振態分離法
結合希爾伯特轉換分析，處理的過程分為
兩階段：第一階段為針對橋梁結構反應時
序資料 X (t ) 利用極值篩選(Extrema Sifting)
及曲率篩選(Curvature Sifting)之方式，將
量測資料 X (t ) 分離成多個子訊號。極值篩
選及曲率篩選之差別為前者使用兩連續極
值之時間間格作處理，而後者為連續極值
及曲率極值之時間間格做處理。
圖 四 Channel 9 依 曲 率 篩 選 (Curvature
Sifting)分離之子訊號（921 地震）
圖三為 921 地震下，channel 9 依極值
篩選分離之子訊號，圖四為 921 地震下，
四、NARX 神經網路分析
channel 9 依曲率篩選分離之子訊號。
在第二個部分，本研究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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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南二高台南環線立面圖

圖二 921 集集地震下監測單元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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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1)、….、
y(j) (t-70) 、 x(a) (t) 、 …. 、 x(a) (t-70) 、 x(b)
(t)、….、x(b) (t-70)，輸出層則為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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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地震下之一階核心
轉換圖。圖七為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與
channel 21 對 channel 16 之ㄧ階核心轉換
圖比較圖。圖八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channel 16 之二階核心轉換平面圖，圖九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channel 16 之二階
核心轉換等高線圖。

圖 三 Channel 9 依 極 值 篩 選 (Extrema
Sifting)分離之子訊號（921 地震）

圖五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channel
16 之一階核心轉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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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NARX 神經網路分析(MIMO)

圖六 921 地震下 channel 21 對 channel 16
之一階核心轉換圖

利用 NARX(MIMO)多進多出神經網
路分析部分頻道後，再經過轉換函數處
理，可得頻率為 18.5Hz，阻尼比 0.07。而
以線性系統識別出來的結果，頻率為
18.459Hz，阻尼比為-0.04，不是相當合
理，將在往後研究討論；以非線性系統識
別出來的結果，頻率為 19.35Hz，阻尼比
為 0.0978，阻尼比值偏高。
由於支承為盤式支承，故以線性系統
來做預測，效果相當好。若支承為鉛心橡
膠支承墊，必須以非線性系統來預測，才
能得到預期之結果。圖十為非線性系統之
類神經網路訓練結果。

圖七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與 21 對
channel 16 之一階核心轉換圖比較圖

圖十 非線性系統之類神經網路訓練結果

六、ARX 系統模式
圖八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channel 16
之二階核心轉換平面圖

圖九 921 地震下 channel 14 對 channel 16
之二階核心轉換等高線圖

在進行過不同的 NARX 神經網路分
析後，本研究更利用 ARX 系統模式分析
921 集集地震及 1022 嘉義地震中所記錄之
反應訊號作處理及分析。訊號處理的方式
使用時間域分析之 ARX 模式來計算該系
統之動力參數。
本研究選擇單一跨來進行其動力參數
之識別，分別利用 921 集集地震及 1022
嘉義地震中所記錄之反應訊號作處理，亦
即地震記錄為輸入訊號，而橋面版反應為
輸出訊號，首先計算最佳化係數後，分離
並求出各模態對應式之係數後，再求出各
模態對應之動力特性參數。
最後依 921 集集地震及 1022 嘉義地
震記錄識別之可得主要頻率及其對應之阻
尼 比 。 921 集 集 地 震 之 主 要 頻 率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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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Hz，阻尼比為 0.07；1022 嘉義地震
之主要頻率為 2.935Hz，阻尼比為 0.068。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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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系統識別之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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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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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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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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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將可作為未來驗證結構破壞
行為之重要依據。
展望未來，本研究將繼續發展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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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建築木構造榫卯力學行為初探
黃世建1 林金祿2 林敏郎3 李佳韋4 蔡明哲5

摘 要
在台灣的古蹟與歷史建築中，以木構架為主體者佔了很大的比例，政府也投入了
可觀的經費進行維修補強工作，然而此類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築，國內針對其耐震性能
是否足夠的基礎研究和實驗甚少。傳統大木構架的特色在於其榫卯接合方式，對此本
研究設計六類實尺寸的梁柱榫卯接頭試體，進行反覆側推實驗，實驗結果顯示梁柱的
形狀對榫卯的影響不大，榫長愈長則抗彎強度愈大，而踏步燕尾榫的設計在其抗拉拔
方向的抗彎強度也確實優於最簡單的直榫。

關鍵詞：傳統建築、木構架、榫卯接頭、直榫、踏步燕尾榫
30 組試體（矩柱矩梁）的彎矩實驗比較鉤
逗榫與踏步燕尾榫的旋轉勁度。兩者的實
驗受限於實驗設施，無法完整呈現榫卯接
頭的耐震行為資訊（如地震工程研究常據
以探討的遲滯迴圈），本文著眼於累積實
驗經驗和榫頭力學行為的探討，主要以最
接近傳統建築原貌的實尺寸圓柱圓梁試體
進行實驗，此設計除可供比較，亦有利於
後續的補強方法測試。

一、前言
台灣的傳統建築多為木材與磚石混造
的形式，而重要性愈高的建築，如大型的
民宅、書屋或是歷史悠久的廟宇，木構架
參與的比例就愈高，此部分建築在政府指
定的古蹟或歷史建築中佔有很大的比例。
九二一地震造成中部地區許多古蹟建物的
嚴重損傷，政府於地震後投入龐大的人力
與經費進行受損古蹟的修復工作，古蹟的
受震行為反應與耐震補強之議題亦逐漸受
到關注。

二、實驗試體規劃

在研議補強對策時需先了解原有傳統
建築的耐震能力，而傳統的大木構架除了
本身的材料性質外，最大的特色在於其梁
柱構件的接合採用「榫卯」的方式，沒有
使用到鐵釘、螺栓或接合鐵件，此種作法
的優點在於構件的抽換相較容易，但也可
預見其結構較為「鬆散」，而其鬆散「程
度」與在抗震能力的優缺點就有待研究了。
W. S. King 等人【1】曾以 1/3 的縮尺
試體（圓柱矩梁）試驗比較腐蝕榫卯與全
新榫卯的差異；張紋韶與徐明福【2】也以
1
2
3
4
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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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森林系研究所學生
台大森林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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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行實尺寸木構造梁柱榫卯接
頭之力學行為研究，由於傳統寺廟等木構
造建築普遍採用杉木，因此試體製作採用
直徑約為 30cm 之福州杉，於木材廠進行
乾燥與加工，首批試體完成梁柱榫卯組裝
後再運送至地震中心，第二批試體則是梁
柱構件實驗前才將榫頭插入進行組裝。
本研究共規畫 6 類共 15 組之梁柱接頭
試體，其中柱長 130cm，梁淨長（不含榫
頭）90cm，各類試體的規格列於表一，圖
一則為部分試體的外貌。試體編號第一個

字母代表柱的型式（R 為矩形柱、C 為圓
形柱）；第二個字母代表梁的型式（R 為
矩形梁，C 為圓形梁，H 為榫長是柱直徑
1/2 的直榫，T 為穿榫，S 為踏步燕尾榫）。
表一 試體規格表
試
體

榫型

柱斷面 梁斷面 卯孔尺寸 榫長 組
(cm)
(cm)
(cm)
(cm) 數

RR

直榫

20x20 30x12

30x10

10 2

CR

直榫

φ 30 30x13

30x10

10 2

CC

直榫

φ 30

φ 32

30x10

10 2

CH

直榫

φ 30

φ 30 28.5x10

15 3

CT

穿榫

φ 30

φ 30 28.5x10

50 3

CS

踏步
燕尾榫

φ 30

φ 30

15 3

32x10

直榫）；CH 和 CS 的榫長皆為 15cm，此
組合要比較的是榫型的差異，燕尾榫因其
形狀像燕尾而得名，其梯形的榫卯接合有
助於梁柱間的拉拔束制，基於施工性的考
量，卯孔需擴大，待燕尾榫部分推入後，
剩餘的孔位再插（打）入栔榫使其牢固。
（圖三）
榫長
10 cm

直榫

RR

Spec.
CS-1~3

CC

15 cm

CH

>30 cm

CT
矩柱
矩梁

Spec.
Spec. RR1
Spec. RR2
RR-1~2

CR

燕尾榫

圓柱
矩梁

CS

圓柱圓梁

圖二 試體關係圖

Spec.
Spec. CR1
Spec. CR2
CR-1~2

圖三 踏步燕尾榫組裝流程

Spec.
CT-1~3

三、實驗構架與量測系統
試驗採取柱平躺，梁直立之配置方
式，藉由一組水平放置之油壓伺服致動器
（250 kN）對梁施加反覆載重，以模擬榫
卯接頭之受震反應，試驗構架如圖四所
圖一 試體設計圖
示。實驗採用位移控制，給定反覆漸增之
而各類試體間的關係如圖二所示，其 側向位移量，依序是側位移正負 0.25%、
中 RR、CR、CC 的榫頭型式皆為直榫、榫 0.5%、0.75%、1%、1.5%、2%、3%、4%、
長都是柱直徑的 1/3 (10cm)， 所不同的是 5%、6%、8%、10%、12%、15%各施作兩
梁柱組合方式，圓柱圓梁(CC)是台灣傳統 週期，當完成 15%側向位移階段後，再對
廟宇中最常見的型式，圓柱方梁（CR）和 試體施載各一週期的 12%、10%及 8%側向
矩柱矩梁（RR）的設計是為了解簡化的梁 位移階段，以了解承受大變位量後，榫卯
柱設計是否會影響榫卯的行為，因為圓形 接頭之強度衰減情形，詳細加載歷時如圖
斷面最能充分利用一棵樹的材料，但矩形 五所示。除每種試體各兩組的反覆側推試
斷面在試材製作上比較容易（成本較低）， 驗外，另進行三組（CH-3、CT-3、CS-3）
精度也比較容易掌握；CC、CH、CT 皆為 的直接側推試驗，最大側位移推到 30%
圓梁圓柱，榫頭型式同為直榫，其間的差 (225mm) 為止，以測試接頭可能的最大強
異在於直榫的長度（穿榫即為穿透柱身的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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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試驗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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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與討論
各類試體的彎矩與轉角關係圖如圖
六所示，雖然木材為異向性材料且具有很
大的變異性，在完成試體數目有限的情形
下，仍可觀察出一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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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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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時，插入的深度愈深，榫卯在運動
方向接觸面積愈大，梁柱接頭的彎矩
強度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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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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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試體彎矩與轉角關係圖

1. RR-1、CR-1、CC-1 三組試體雖然是不
同形狀的梁柱組合，但其最大彎矩均
在 4kN-m 左右，且當側位移達 10%以
上時，彎矩強度的發展便持平或趨
緩，所以在榫卯條件一致的情形下，
梁柱的形狀設計對結果影響不大。

3. CS（踏步燕尾榫）試體是唯一非直榫
型式的試體，此類試體的曲線在正反
兩向有明顯的差異，油壓致動器向前
推時（正向），會將燕尾端的部份拔
出，由於其形狀（上小下大）的束制，
需要較大的力量，結果也顯示其抗彎
強度較榫長同為 15cm 的 CH 試體高出
1 kN-m；當油壓致動器拉回時（負
向），因為多了一塊栔，行為也變得
比較複雜，而栔與榫和卯間的磨合、
拔出與掉落就影響到了曲線的發展。

2. CH-1 在正向的初期強度發展較慢，係
因此批試體為了能在實驗場中組裝，
卯孔製作得較榫頭稍大，接頭的嵌合
度不如第一批試體（RR、CR、CC）
緊密，而此接頭在正向有較大的空
隙，但其正向側位移大於 10%，強度
仍持續增加，且最大彎矩達 5kN，較
CC-1 來得大；觀察所有試體的曲線，
以穿榫（CT）的表現最為突出，側位
移 15%（轉角＝8.63o）時，彎矩強度
可達 18~21 kN，顯見當榫的截面積一

4. 在 反 覆 載 重 的 初 始 階 段 （ 側 位 移
≦2%；轉角≦1.15o），接頭強度還不
會衰減，如圖七所示；但隨著施載位
移的加大，第二次施載時的強度衰減
程度會愈大，第三次（即下一位移歷
程的第一次）的曲線則與第二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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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顯示當榫卯接頭在第一次擴大變
形時會遭受較大阻抗，木材會產生擠
壓變形，第二次以後要達到相同變位
時可能僅剩榫頭與卯孔間的磨擦力在
作用，因此榫卯接頭的殘餘強度會趨
向一個定值（參見圖六）。圖八是反
覆側推最後三圈（12%、10%、8%）
的曲線，與圖六比較，包絡面積小很
多，可見傳統木構接頭在經歷劇烈地
震後，消能能力將大幅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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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殘餘強度之彎矩與轉角關係圖
5. 單向側推實驗（最大側位移達 30%）
的結果如圖九與照片一所示，再次驗
證穿榫的強度明顯高於另外兩組，踏
步燕尾榫的強度在達最高點後會緩慢
下降，主要是燕尾端的榫卯被磨耗使
其束制效果降低。
30

CT-3

Moment (kN-m)

25

五、結論與展望
實驗結果顯示：(1)單就榫頭的力學測
試，梁柱的形狀對結果影響不大，若要大
量測試各類榫頭，可採用較簡單的梁柱型
式，如矩柱矩梁；(2)對同樣的榫頭型式，
榫長（插入深度）會決定抗彎的強度；(3)
踏步燕尾榫雙向的抗彎強度有很大的差
異，燕尾端的強度高於直榫，栔子端的強
度卻低於直榫。

-6
-8 -6 -4 -2

CT-3 (25%)

CS-3 (30%)
燕尾端特寫(30%)
照片一 單向側推實驗

0.5

圖七 側位移≦2%之彎矩與轉角關係圖
6

CH-3 (20%)

本研究所探討的參數和樣本數在未來
還可繼續擴充，除榫長外，尚可對榫寬、
榫厚、及更多種的榫卯形式加以測試，進
一步建立本土榫卯力學行為的資料庫。
整體而言，傳統木構造的榫卯接頭，
其抗彎能力普遍偏低，但卻允許很大的變
形能力，在實驗過程中，不論構材本身或
榫頭皆未有嚴重的破壞發生，這樣的接頭
特性對於整體屋架在地震下的利弊得失仍
有待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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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地震力作用下 RC 建築構架動態崩塌行為
吳俊霖1 楊元森 1 黃世建2 羅俊雄3 郭武威4 Kenneth J. Elwood5 Jack P. Moehle6

摘 要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繼 2004 年 5 月進行非韌性配筋鋼筋混凝土構架動態撓剪
破壞實驗之後，今（2005）年採國際合作方式續進行撓剪及撓曲破壞模式行為研究，
實驗輸入地震力仍沿用 1999 年集集地震近斷層紀錄做為輸入加速度歷時，以探討性能
設計架構下結構系統之動態負勁度行為反應，即相當於地震危害度 50 年超越機率 2%
之最大考量地震力。本研究共測試 4 組 1/3 縮尺單層三跨及 2 組 1/2 縮尺韌性雙柱混
凝土試體，利用 OpenSees 建立結構模型，並進行試前構架非線性動力歷時反應分析，
與實驗結果比對，發現結構瀕崩塌前動態行為可依現行數值分析方法於工程精度內有
效掌握，然而，結構動態崩塌點及其負勁度行為確實需要整合學術界力量更進一步深
入探討。冀望未來能夠經由更多實驗資料的蒐集，可建立簡易經驗式供耐震設計及耐
震評估使用。

關鍵詞：重力倒塌、非韌性、鋼筋混凝土、振動台試驗

一、前言
許多工程企業界的新產品在正式問世
前會進行疲勞或破壞性測試，以確認產品
性能；譬如，汽車製造商在新款車型正式
上市前，對原型車進行各項嚴格的撞擊、
翻滾試驗，所費不眥，其目的在確保意外
一旦發生時，駕駛及乘客的生命安全。近
年來，國際間土木工程學界掀起研究結構
動態崩塌行為的熱潮，希望加快落實耐震
性能設計概念，主要係基於以下理由：
z

1
2
3
4
5
6

z

確保結構韌性消能及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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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掌控結構韌性及塑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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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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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ructural stability ） 或 不 致 倒 塌
（collapse prevention）。
建物設計量身訂作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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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學量化的方式呈現，提供企業主參
考。
機率的考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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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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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候選人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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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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新 型 結 構 系 統 （ innovative structural
system）的引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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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崩塌研究有助於將來能較準確
地評估永久變位量。
此外，民國 71 年以前興建的老舊建物
在九二一地震來襲時或嚴重受損，或完全
倒塌，許多中小學校舍亦遭逢同樣災難。
唯有幸者，地震發生時值深夜，並未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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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希望對校
舍補強提供實驗驗證，進行翼牆補強工法
的可行性評估，俾便對耐震能力堪虞之校
舍進行補強或重建。
最後，依固體力學理論而言，負勁度
的形成源自於 P-∆效應及開裂破壞。有關
研究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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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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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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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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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一 韌性 RC 門型構架

照片二 非韌性 RC 單層三跨構架

三、振動台實驗

二、RC 構架設計
本年度共進行撓剪、撓曲兩種破壞模
式之振動台試驗，試體種類包括：
z

z

數據，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3 縮尺
三層三跨 RC 構架互為對照組。
1/2 縮尺 RC 韌性門型構架：共計 2 組試
體，構架配置 2 支韌性柱，規劃為收集
系統崩塌及負勁度行為之實驗數據，為
2004 年非韌性門型構架之對照組。

1/3 縮尺單層三跨 RC 構架：包括柱底搭
接、柱底搭接並輔以翼牆補強各 1 座、
無柱底搭接 2 座，共計 4 組試體，構架
南側配置 2 支韌性柱、北側配置 2 支非
韌性柱。規劃為收集構架動態崩塌過程
中荷載重分配及局部、系統崩塌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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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已累積 2004 年振動台倒塌實驗
經驗，本年度試體準備，包括試體吊掛、
荷重計安裝、振動台操控等均進行順利，
面外側撐構架支撐點裝置萬向滾珠及墊片
以降低磨擦力之影響；輸入地震力沿用九
二一集集地震近斷層紀錄，以充分反應台
灣地區特性，建立本土適用之研究成果。
圖一與圖二所示為本次實驗收集的基底剪
力 vs 層間變位遲滯迴圈。1/3 縮尺單層三

跨 RC 構架均採用 TCU082ew 輸入地震歷
時，但不同試體間結構特性互異；1/2 縮尺
RC 韌性門型構架結構特性相同，但分別採
用 TCU082ew 及 TCU076ns 輸入地震歷
時，以觀察地震力對結構動態行為之影響。

Base Shear (kN)

前模擬競賽，共有加拿大卑詩大學、台灣
大學及 NCREE 等 3 組隊伍參賽，分兩階
段進行，第一階段以設計值進行試前模
擬，第二階段以實驗值進行 blind test，提
供試體實際建造尺寸、材料試驗值、水平
及垂直向實際振動台輸入地震歷時等數
據。本研究統一採用纖維元素斷面分析法
（fiber section technique）進行動態數值模
擬，主要係考量工程實務應用性以便將來
能推廣至業界作為分析設計之用，再者，
此法亦可大幅降低數值運算負荷。基於以
上考量，遂選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研發的 OpenSees (2004)分析軟體作為數
值模擬平台；因其具備了開放程式碼供使
用端模型聯結之用，同時可藉此公用平台
照片三 非韌性單層三跨構架（翼牆補強）
與世界各國學者比較彼此研發模型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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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韌性門型構架承受 TCU082ew 地震
力作用下基底剪力 vs 層間變位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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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單層三跨構架承受地震力作用下基
底剪力 vs 層間變位遲滯迴圈
照片四

四、試前結構非線性歷時分析
本計劃首度嘗試舉辦 NCREE-UBC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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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 RC 門型構架北柱崩塌過程
(2005 年 11 月 3 日)

11.133sec

13.000sec

圖五

照片五

12.267sec

13.800sec

12.567sec

14.067sec

單層三跨 RC 構架非韌性柱崩塌
過程 (2005 年 10 月 3 日)

韌性門型構架 OpenSees 數值模型

圖六

韌性門型構架試前推垮分析

五、結論與展望

圖三

單層三跨構架 OpenSees 數值模型

本研究成功完成 PEER-UBC-NCREE
三邊國際合作，進行 RC 建築構架承受近
斷層地震力作用下之崩塌振動台實驗，並
更 新 Matlab-based 數 位 影 像 量 測 軟 體
ImPro，引用影像處理技術進行大位移歷時
量測，為更新現行耐震性能設計法預作準
備。

參考文獻

圖四

單層三跨構架乘受 TCU082ew 作用
下基底剪力 vs 層間變位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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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韌性 RC 構架崩塌行為之數值模擬方法研究
羅俊雄1 楊元森2 吳俊霖 2 林家宏3 趙書賢 3

摘 要
本研究採用三種不同的數值模型，以本中心進行的兩座非韌性 RC 構架的振動台
崩塌實驗為模擬的對象，進行 RC 構架崩崩行為之數值模擬的初步研究。第一個數值
模型簡稱為 FAM 模型，乃基於力量類比法(Force Analogy Method)加以修改延伸。本
方法模擬的 RC 柱，是由一個彈性的梁柱元素與兩端的非線性零長度塑絞(nonlinear
zero-length hinges)所組成。第二個數值模型簡稱為 Fiber-Section 模型，乃採用纖維斷
面分析法(fiber-section analysis)，組成梁柱元素之非線性彎矩曲率關係，進一步以該非
線性梁柱元素來模擬 RC 柱的彎曲破壞情形，並以多個質量元素實際模擬每一塊質量
塊分佈，以及採用間隔材料模擬崩塌後，試體撞擊保護措施元件的情況。本研究採用
以上兩個數值模型進行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第三個數值模型簡稱 Shear-Limit 模型，
即以 Fiber-Section 數值模型為基礎，加入剪力極限破壞分析方法(shear limit-state failure
analysis)。唯本研究的測試中，第三個數值模型的收斂性不佳，在此僅進行靜態側推
分析(pushover analysis)與探討，而不進行動態歷時分析。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實驗數
據與未來數值模型研發的策略，本文做一個簡單的探討。

關鍵詞：結構崩塌、數值模型、非線性結構分析

一、崩塌行為數值模擬簡介
結 構 耐 震極限性能設計的意識 逐漸
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結構崩塌行為的數
值模型與相關的數值模擬技術亦開始顯
得重要。然而，以數值模擬方法分析結構
體承受較大的地震，困難度亦相對提高。
這主要是因為結構體局部進入塑性狀態
而達到極限狀態而開始崩塌，其分析過程
牽涉到幾何大變形、材料強度劇烈變化、
開裂、壓擠或互制等複雜的行為，隱含相
當多不確定因素。在分析上，這些行為並
容易導致數值分析出現劇烈非線性行為
與不穩定性，不易準確地而有效地模擬。
雖然目前許多非線性結構數值模型與分
析方法已被提出，而這些方法掌握結構崩
塌行為的適用性與可信度，以及對於工程
人員的易用性，都需要進一步探討。
本 研 究採用三種不同的非線性結構
數值模型，嚐試模擬已進行的振動台崩塌
1
2
3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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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本文簡介這三種數值模擬的概念，
並綜合數值分析結果與實驗數據，做一個
簡單的探討。本文並簡短地探討未來結構
崩塌數值模型研發的策略與可行性。

二、結構崩塌模擬案例簡介
本研究所進行的結構崩塌模擬案 例
為工作採用本中心已完成的兩座非韌性
RC 構架的振動台崩塌實驗，分別編號為
試體 2 與試體 3 (註：試體 1 並非崩塌測
試，本文暫不討論)，其試體結構設計相
同(如圖一)，但實驗所施予的地震歷時則
不同。表一為案例實驗的輸入地震歷時列
表 ， 共 三 個 測 試 ， 分 別 簡 稱 為 Test2、
Test3A 與 Test3B。該實驗設計刻意將 RC
柱之箍筋間距增大，突顯非韌性特性，使
剪力破壞成為不可忽略的破壞模式之
一。本實驗的細詳介紹可參考文獻[1]。

圖一 結構崩塌模擬案例試體圖
表一 結構崩塌模擬的三個實驗案例
試體編號

Test2
試體 2

Test3A
試體 2

Test3B
試體 2

輸入地震
波形

921 地震
TCU076
南北向

921 地震
TCU082
東西向

921 地震
TCU082
東西向

實驗實測
PGA 值

1.29g

0.63g

1.16g

崩塌與否

崩塌

未崩塌

崩塌

三、數值模型一：FAM 模型
本研究採用的力量類比法模型(Force
Analogy Method，簡稱 FAM)為 Chao 與
Loh [2]依據 Wong 與 Yang [3]的模型所修
改。本模型以一個考慮幾何非線性之彈性
梁柱元素與其兩端的塑絞來模擬 RC 柱的
勁度衰減(stiffness degradation)、強度退化
(strength deterioration) 與 開 裂 後 擠 壓
(pinching)的行為。
圖二為以 FAM 模型在進行塑絞參數
校正與動態歷時分析結果與 Test2 實驗量
測數據的基底剪力-位移曲線的比較。唯
對於兩端塑絞模型參數的設定方式，目前
還沒有明確的定論，需要進一步研究。

強度與鋼筋拉力測試強度，來建立其結構
模型(如圖三所示)，而該模型參數的設定
均在實驗前即決定，不進行實驗後的校
正。本模型採用纖維斷面分析法
(fiber-section analysis)[6]，組成梁柱元素
之非線性彎矩曲率關係，進一步以該非線
性梁柱元素來模擬 RC 柱的彎曲破壞情
形。每一 RC 柱細分為五個梁柱元素，每
一梁柱元素沿其軸向分為五個斷面。在斷
面配置方面，考慮實際施工鋼筋位置普遍
趨於柱中心線(如圖四 a)，Fiber-Section
數值模型斷面鋼筋配置亦作適當調整(如
圖四 b)。混凝土斷面共細分為 56 個格狀
纖維。分析時，每一纖維的應力與應變值
均可能不同，藉此呈現該斷面的彎矩-曲
率(moment-curvature)關係。
本研究將試體 2 與試體 3 之
Fiber-Section 模型用以進行靜態側推分析
與動態歷時分析，並採用 OpenSees 分析
軟體 [4]。圖五與圖六分別為試體 2 與試
體 3 之靜態側推分析與實驗量測之基底
剪力-位移之數據比較。圖七與圖八則分
別為試體 2 與 3 之動態歷時分析與實驗量
測基底剪力-位移數據比較。由這些基底
剪力與位移的曲線來觀察，Fiber-Section
模型大致可以掌握結構崩塌狀況之前的
行為(在本例中約 1.5%側傾比)，而整體系
統崩塌的現象亦可模擬出來，但對於結構
物面臨崩塌前產生嚴重破壞現象(包括柱
剪力破壞)之後的反力計算較無法有效地
掌握。這是因為 Fiber-Section 模型假設柱
斷面之平面維持平面，而各斷面纖維的變
形是由元素內彎矩所造成，而未考慮柱剪
力開裂所造成的纖維變形與其破壞模式。

圖二 FAM 模型分析結果與實驗數據比較

四、數值模型二：Fiber-Section 模型
在 Fiber-Section 模型依據試體的設計
梁柱尺寸、質量塊位置、混凝土壓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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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Fiber-Section 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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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oehle 所提出的剪力極限狀態模型
(shear limite-state model) [5]，以 OpenSees
進行分析。剪力極限狀態模型的概念是以
一個置於柱頂(如圖九所示)的單自由度的
非線性剪力彈簧。依據剪力極限狀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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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時，剪力彈簧的勁度則大幅降低，強度
亦不再提高，此時 RC 柱無法承受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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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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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試體 2 Fiber-Sec 模型側推分析與
Test2 實驗量測數據的比較
Interstory Drift Ratio (%)
-5

0

5

300

五、數值模型三：Shear-Limit 模型

Interstory Drift Ratio (%)
-10

100
200
Interstory Drift (mm)

圖八 試體 3 Fiber-Sec 模型動態歷時分析
與 Test3A/3B 實驗量測數據比較

圖四(a)實驗試體之一的實際鋼筋位置
(b) Fiber-Section 模型之理想鋼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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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 試體 3 Fiber-Sec 模型側推分析與
Test3A/3B 實驗量測數據比較

圖 九 Shear-Limit 模 型 與 置 於 柱 頂 的
剪力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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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試體 2 與 3 之 Shear-Limit
模型進行靜態側推分析。分析結果的基底
剪力與位移的曲線如圖十與十一所示。藍
色實線為依據剪力極限狀態模型理論所
計算得的該 RC 柱剪力強度包絡線；藍色
虛線為 Fiber-Section 模型的側推分析結
果；紅色粗實線則為 Shear-Limit 模型進
行靜態側推分析的結果。在本次測試中，
Shear-Limit 模型的收斂性不佳。試體 2
的模型中，剪力破壞尚未發生時，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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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體 2 Fiber-Sec 模型動態歷時分析
與 Test2 實驗量測數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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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收斂的情況；而試體 3 模型中則
在剪力破壞發生(達剪力強度包絡線)時，
即無法繼續收斂。本研究嚐試調整
OpenSees 各個動態分析參數，均無法解
決該收斂性的問題。該模型的收斂性仍需
再進行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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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 s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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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三種不同的數值模型，基本
上仍建立在連體力學的假設上，而企圖以
材料的勁度與強度的衰減來模擬材料開裂
的行為，以簡化數值模型的建立與計算的
複雜度。雖然實務工程師需要的是簡單而
易用的數值模型，然而以連體力學假設的
數值模型，來模擬材料嚴重開裂崩離的行
為，對於模型與材料參數的建立或校正，
數值與實驗量測間的差距仍不易有效地釐
清與詮釋。如何有效地建立更周全而具先
導性的數值模型來模擬結構的崩塌行為，
將是未來仍需努力的方向。

10

0
0

1

2

3
4
Story drift ratio (%)

5

6

7

圖十 試體 2 之 Shear-Limit 模型側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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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試體 3 之 Shear-Limit 模型側推分析

六、小結
本研究以 FAM 模型、Fiber-Section 模
型與 Shear-Limit 三種不同的數值模型，以
本中心進行的兩座非韌性 RC 構架的振動
台崩塌實驗為模擬的對象，進行 RC 構架
崩崩行為之數值模擬的初步研究。FAM 模
型的測試中，在進行塑絞參數的校正之
後，可以有效地掌握崩塌實驗的反應，但
對於兩端塑絞模型參數的設定方式，目前
還沒有明確的定論，需要進一步研究。在
Fiber-Section 模型中，模型參數的設定均
在實驗前即決定，不進行實驗後的校正。
Fiber-Section 模型大致可以掌握結構崩塌
狀況之前的行為，而整體系統崩塌的現象
亦可模擬出來，但對於結構物面臨崩塌前
產生嚴重破壞現象之後的反力計算較無法
有效地掌握。Shear-Limit 模型雖考慮剪力
破壞機制，但在本測試中，其收斂性不佳，
需要進一步探討。
52

參考文獻
1. Wu, C. L., Yang, Y. S. and Loh, C. H.,
2006, Dynamic gravity load collapse of
non-ductile RC frames I: experimental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8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an Francisco, USA.
2. Chao, S. H. and Loh, C. H., Structural
analysis using force analogy method with
inelastic hysteretic model & Peffect,＂
Submitted to Earthquake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Dynamics, 2005.
3. Wong, K. H. and Yang, R., 1999, Inelastic
dynamic response of structures using force
analogy method, ASC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125(10),
1190-1199.
4. McKenna, F. and Fenves, G. L., “ An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Design for
Parallel Structural Analysis, ＂ Advanced
Technology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stutite, ASCE,
USA, 2000. (軟體下載與說明文件網頁:
http://opensees.berkeley.edu/)
5. Elwood, K. J. and Moehle, J. P. “Drift
Capacity of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with Light Transverse Reinforcement,”
Earthquake Spectra, 21(1), pp. 71-89,
2005.
6. Spacone, E., Filippou, F. C. and Taucer, F.
F., 1996. Fiber beam-column model for
non-linear analysis of R/C frames: Part I.
formulati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25, 711-725.

消防廳舍耐震評估與補強之研究
葉勇凱1 鍾立來2 黃世建3 邱聰智4 蕭輔沛 1 周德光 4 林金祿 4

摘 要
在地震災難發生時，各級政府之消防單位為第一線的救災機關，甚至肩負震災緊
急應變指揮中心或前進指揮所之責任，是以消防廳舍的耐震能力必須高於一般的建築
物。隨著科技之進步及經驗之累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不斷更新，既有之消防廳舍
係按照起造當時之規範來設計，從現今之角度觀之，既有消防廳舍之耐震能力未必符
合現行規範之要求。同時，為了爭取災害搶救之時效，發揮救災之功能，消防廳舍必
須保持動線暢通無阻，其結構系統具有獨特性，可能導致某些耐震弱點。因此，消防
廳舍除了考量其結構安全外，更要確保其救災機能。台灣位處地震帶，地震乃台灣之
宿命，建立消防廳舍耐震評估及補強之技術及其施行之策略，乃刻不容緩之課題。
本計畫針對台北市 10 棟消防廳舍，完成結構特性調查；根據收集的資料庫，確
立初步評估方法，並對台北市 10 棟消防廳舍進行初步評估；建立基於推垮分析的詳細
評估方法，並對台北市兩棟虛擬消防廳舍進行詳細評估；確立符合功能設計原則的破
壞地表加速度及樓層變位等指標，以量化指標作為補強成效評估之依據，並對台北市
一棟虛擬消防廳舍進行擴大柱斷面、增加翼牆及鋼板包覆三種耐震補強設計，並評估
各式耐震補強後消防廳舍之耐震能力。

關鍵詞：消防廳舍、耐震評估、耐震補強、推垮分析

致某些耐震弱點，而降低其耐震能力。消
防廳舍除了考量其結構安全外，更要確保
其救災機能，才能在地震發生後，擔負起
緊急救災的任務，以降低二次災害，盡速
回復人民生活作息。台灣位處地震帶，地
震乃台灣之宿命，大地震必然去而復返，
為了下一次大地震之來臨，實有必要對全
國之消防廳舍進行耐震能力之「體檢」，
若「體檢」不及格，即進行耐震能力不足
之「療程」。為了使消防廳舍耐震能力之
提昇，能有效率地展開，建立消防廳舍耐
震評估及補強之技術及其施行之策略，乃
刻不容緩之課題。

一、前言
在地震災難發生時，各級政府之消防
單位為第一線的救災機關，甚至肩負震災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或前進指揮所之責任，
是以消防廳舍的耐震能力必須高於一般的
建築物。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針對
消防等單位執行公務之建築物，其用途係
數 I=1.5，易言之，消防廳舍之設計地震力
為一般建築物之 1.5 倍，其耐震能力之確
保非常重要。但是，隨著科技之進步及經
驗之累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不斷更
新，既有之消防廳舍係按照起造當時之規
範來設計，從現今之角度觀之，既有消防
廳舍之耐震能力未必符合現行規範之要
求。同時，為了爭取災害搶救之時效，發
揮救災之功能，消防廳舍必須保持動線暢
通無阻，其結構系統具有獨特性，可能導
1
2
3
4

二、消防廳舍特性調查
本研究針對台北市景美、八德、城中、
龍山、社子、天母、光明、雙園、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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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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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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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等 10 消防分隊進行結構特性調查，主
要調查項目包括總樓地板面積、樓層數、
樓高、柱斷面尺寸及數量、牆斷面尺寸及
數量及功能性。
消防廳舍特性調查結果發現有些許共
通特性：(1)一樓挑高，一樓為消防車庫；
(2)垂直消防車進出方向為弱軸，方便消防
車進出；(3)懸臂結構系統，增加辦公室空
間。

三、消防廳舍耐震能力初步評估
本研究由所收集之 17 個消防分隊作
為有效樣本來訂定初評表所需之參數設
定。本耐震初步評估法是以現場實地勘察
所得之數據，如：柱、牆等構材截面積、
樓地板面積與樓層數，再依序計算個別抗
橫力構材之強度，將其相加。再配合現行
規範之地震力計算公式，可以得到整體結
構物之耐震能力，是為消防隊建築物之『基
本耐震指標』分數 E，再乘以『調查因子
項目』Q，從而得出耐震指標 Is，據以判
斷其是否有耐震能力上之疑慮。統計得到
之 參 數 有 ： (1) 單 位 面 積 載 重 為
1200kg/m2；(2) 三面圍束磚牆單位面積強
度 1.5 kg/cm2；(3) 四面圍束磚牆單位面積
強度 5 kg/cm2；(4)RC 牆單位面積強度 24
kg/cm2；(5)RC 柱單位面積強度 8 kg/cm2；
(6) 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C
為 2.5；(7) 地震力折減係數 Fu 為 1.53。
本評估表之目的為找出於設計地震力
下可能倒塌之消防廳舍建築，以 100 分作
為耐震能力堪慮之標準，若消防廳舍調查
所得之耐震指標值低於 100 分者，表示其
耐震能力頗為不足，應有耐震疑慮，若有
相當於 475 年回歸週期之地震發生時，可
能有嚴重損壞或倒塌之疑慮，應最優先進
行耐震能力詳細評估；耐震指標值介於
100 分及 150 分者，表示消防廳舍耐震性
之安全係數可能不符合耐震設計規範對於
此等重要性建築物之耐震需求，仍有耐震
性能不足的疑慮，列為次優先進行耐震能
力詳細評估之對象；耐震指標值高於 150
分者，表示其尚無耐震疑慮。
54

四、消防廳舍耐震能力詳細評估
目前工程師常用的耐震詳評方法，係
台大蔡益超教授發展的耐震能力靜力法。
該法並未考量到結構物之變形，未將構材
之非線性直接納入計算，以致其分析結果
與實際建築物受震反應有所差別。而利用
加權平均得到各樓層之韌性容量的方法，
也是值得商榷。
本文即依據美國 ATC-40 的建議，建
立消防廳舍的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的關係
曲線，與非彈性反應譜比較，進而由性能
點及等效阻尼，可決定消防廳舍的破壞地
表加速度，若高於設計地表加速度，表示
耐震能力足夠，反之則不足。基底剪力與
屋頂位移的關係曲線可由推垮分析
(Pushover)建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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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撓剪破壞載重位移曲線
本文使用套裝軟體 ETABS 作為耐震
詳 評 的 分 析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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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消防廳舍的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的關
係曲線，亦即容量曲線。結構的非線性行
為集中由結構元件上的指定塑鉸來表現，
塑鉸類別有：(1)軸力塑鉸，不限定位置，
表現元件的軸向破壞；(2)剪力塑鉸，不限
定位置，表現元件的純剪破壞，即脆性剪
力破壞；(3)彎矩塑鉸，設在元件兩端，表
現撓曲或撓剪破壞，屬韌性破壞。塑鉸的

特性是擷取元件載重位移曲線之塑性部
分。梁柱單元的載重位移關係，依破壞模
式可分為三種：(1)撓剪破壞，見圖一；(2)
剪力破壞，見圖二；(3)撓曲破壞，見圖三。
圖中 Vm 為撓曲強度；Vn 為剪力強度；∆s
為剪力破壞位移；∆a 為喪失軸向承載能力
之位移。

式大致可分為：(1) 結構元件補強、(2) 結
構系統之調整與改善、(3) 輸入地震力之
減少，等三大類。就結構補強原理而言，
對各結構元件加以補強，一般或多或少皆
可提昇總體結構之強度，但其補強成本卻
極不經濟，所以在實際應用上，則往往為
結構系統與結構元件之補強方式配合使
用，以達到最佳之補強功效與經濟性。耐
震補強設計時，須考慮結構物補強的機
能、地震力之傳遞路徑、基礎的穩定性和
承載力及補強工程之施工性、經濟性等，
以達到增加韌性、增加強度、防止過大變
形等三大原則。
基於消防廳舍之基本特性，考量消防
車輛進出動線，補強策略不宜影響大部分
平面使用空間。因此為了不影響消防廳舍
的使用功能，及工法成熟性與經濟性的考
量，本研究以擴大柱斷面補強(見圖四)、
增加翼牆補強(見圖五)與鋼板包覆補強
(見圖六)三種工法為例，說明其設計方
法，並以一棟虛擬消防廳舍進行三種補強
設計。採用強度補強途徑時，一般建議擴
柱補強及翼牆補強工法，擴大柱斷面補強
乃增加結構構件面積之補強方式，可提高
補強構件的承載能力與構件剛度，改善其
耐震性能。增加翼牆補強乃在結構物弱向
增加翼牆的方式進行補強，提高整體結構
物在耐震能力不足方向上的強度，以抵抗
地震力。鋼板包覆補強乃於結構構件四周
以鋼板包覆的方式進行補強，可在不增加
構件斷面尺寸的情形下大幅提高構件韌
性，適用於鋼筋混凝土梁柱構架之補強。

圖二 剪力破壞載重位移曲線

圖三 撓曲破壞載重位移曲線
本研究將鋼筋混凝土牆模擬為等值寬
柱；磚牆模擬為等值斜撐。並以兩棟消防
廳舍為例，進行耐震詳評。

五、消防廳舍耐震補強之對策與設
計原則
所謂耐震補強，即是針對耐震能力不
足的結構物，做最適當的整體加勁或是桿
件修補，讓結構物能符合現行最新的耐震
規範。目前既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採取的方

圖四 消防隊 A 之擴柱補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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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物之變形需限制不得妨礙消防車之
進出。根據現場訪查結果，消防車停放時
與一樓柱之間距約為 50 公分，考量停車的
誤差，消防車與柱之距離可能僅有 25 公
分，依此一樓頂之最大位移需限制在 25
公分，雖然一樓最大變位達 25 公分時，其
殘餘變位可能小於 25 公分，為求保守，仍
以此值作為性能設計之要求。
建物是否需要補強與其補強後的目標
為破壞地表加速度應符合耐震規範的規
定，以本研究所採用的示範例，位於台北
市二區的消防隊，其破壞地表加速度需大
於 475 年回歸期地震相對的設計地表加
速度乘上使用係數，也就是 0.24×1.5 =
0.36g。圖七為三種補強與未補強消防隊 A
的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的關係曲線比較
圖，由圖中可發現擴柱及翼牆補強能大幅
提昇廳舍強度，而達成耐震能力之需求。
鋼板補強對廳舍強度沒有助益，而是大量
提昇其韌性，但由於廳舍最大位移之限
制，鋼板補強較不適用於消防隊 A。

圖五 消防隊 A 之翼牆補強配置

圖六 消防隊 A 之鋼板補強配置

六、耐震補強之效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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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度衰減不得大於 20%：進行推垮分
析時，部份桿件會因塑鉸產生以致建物進
入非線性行為，並使整體強度衰減，當基
底剪力下降到最大強度的 80%以下，結構
將進入不穩定狀態，因此在殘餘強度未降
至 80%前所對應之最大地表佳速度才是可
靠值。
(2) 垂直桿件應保有垂直承載力：當建物
的任一垂直桿件完全喪失其垂直垂直承載
力時，結構可能會發生崩塌。在以 ETABS
進行分析時，當任一桿件之強度降為零
時，程式亦會立即終止。
(3) 一樓最大位移不得大於 25 公分：典型
消防廳舍除供消防人員的辦公與住宿，還
要停放消防車，且重要之救災機具設備多
附於消防車上，為維持消防隊之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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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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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藉由推垮分析所得之容量曲線求取
建物之破壞地表加速度，必須指定性能
點，也就是評估補強成效所依據之量化指
標，此性能點之決定須符合以下之性能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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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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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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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消防隊 A 各式補強容量曲線比較

七、結論
本研究依據廳舍的功能需求，提出的
功能量化指標，可檢核性能點的適切與
否。補強後的廳舍也可用本研究提出的耐
震詳細評估法再進一步確認其對於破壞地
表加速度之提升。

大地震害潛勢資料建置及應用(II)
謝旻諺1 柯明淳1 葉錦勳2

摘 要
地震是威脅人類極大的天然災害之一，然若能事先預估那些地區於地震時較可能受創，
並採取適當防範措施，則能達到防震減災的效果。土壤液化是地震引致土層破壞現象的原因
之一。為推估大規模地震可能引致的災害境況模擬，有效且合理推估土壤發生液化現象的機
率及液化後引致的地表沉陷量是極重要的研究課題。本研究在土壤液化評估方面，整合震度
衰減預測模式、場址效應修正模式、工程鑽孔資料庫及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模式，在台灣地震
損失評估系統(TELES)中，建立土壤鑽孔液化潛能評估及液化後引致地表沉陷量的推估模
組，未來可據以計算具危害度意義之土壤液化的風險分佈圖。其次，將有鑽孔資料的區域依
各鑽孔發生液化現象的敏感程度予以分類，建立台灣地區的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提供
TELES 進行後續工程結構物損害評估。在山崩潛勢分析方面，持續建立地震山崩潛勢分析
所需的資料與經驗公式，並以南投地區做為範例，初步建立之地震山崩潛勢類別與影響因素
的權重分配。另外，本計畫也探討使用遙測影像於震後災情收集的可行性。

關鍵詞：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液化潛能分析、山崩潛勢分析
化潛能分析為主要目的，因此必須將其資
料轉換成本研究已定義完成之資料欄位格
式，整合建置成可供 TELES 進行土壤液化
評估的資料庫。

一、前言
台灣地狹人稠，人口大都集中在沖積
平原上，幾次歷史上的大地震都曾因土壤
發生液化而對結構物造成極大的損害，導
致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另外，在都市
高度開發後已逐漸往山區發展，而台灣山
脈地形陡峭且多節理，地震的強大能量常
導致山區邊坡發生坍塌，中斷山區交通，
使得救援物資無法送達山區居民，造成救
災體系之死角。本研究於台灣地震損失評
估系統中開發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模組及山
崩潛勢評估模組，分別說明於後。

2.2 建置 TELES 土壤液化評估模組
本研究 93 年度所撰寫之土壤液化潛能
分析程式屬於目前常用之定值分析法而未
考慮包含機率風險之觀念，因此本研究於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中整合震
度衰減預測模式、場址效應修正模式、土
壤鑽孔資料及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模式，進
行模擬地震作用下的土壤液化境況模擬。
未來配合地震危害度分析模組的建立，可
計算台灣地區之土壤液化風險分佈圖。

二、土壤液化潛能評估

圖 1 所示為利用 TELES，以台北市為
研究區域，選擇簡文郁(2001)震動衰減律，
在山腳斷層(第二類活動斷層)發生地震規
模 7.5 的地震，考慮震度衰減結果，並依修
正 Seed 法分析的土壤鑽孔液化潛能指數。
以不同顏色等級表現液化的機率。

在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方面主要分為以
下幾個部分：
2.1 土壤鑽孔資料庫之更新
本年度蒐集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之最
新版的工程地質探勘資料庫(Geo2002)。由
於該資料庫蒐集建置之目的並非以土壤液
1
2

2.3 台灣地區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之更新
利用現有鑽孔及新增鑽孔(Geo200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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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液化潛能評估結果，配合中央地質
調查所公布的地質圖、水文條件及歷史液
化發生區域之探討，更新台灣地區土壤液
化敏感類別圖。

為"高"液化敏感區，其餘依此類推。圖 2
所示為台北市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
表1 Geo2002 符合各篩選標準的鑽孔數量
液化敏
感類別
極高
高
中
低
極低

分類標準
PGA 為 0.15g 下 PL 值超過
15
PGA 為 0.15g~0.2g 下 PL
值超過 15
PGA 為 0.2g~0.25g 下 PL
值超過 15
PGA 為 0.25g~0.35g 下 PL
值超過 15
PGA 為 0.35g~0.45g 下 PL
值超過 15

鑽孔數
28
109
207
439
239

圖1 考慮震度衰減結果之台北市土壤鑽孔
液化潛能圖
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之工程地質探勘
資料 Geo2002 的鑽孔總數為 10,786 孔。表
1 所示為在不同液化敏感類別的篩選標準
下，符合該標準的鑽孔數量。接著，依極
高、高、中、低、極低和無液化敏感類別
的鑽孔位置，分別畫出半徑為 200 公尺、
300 公尺、400 公尺、600 公尺、800 公尺
和 1000 公尺的圓形區域，分別屬於對應的
液化敏感類別。另外考慮地質資料，套疊
比例尺為五十萬分之一的地質圖。沖積層
的液化敏感類別定為"極低"液化敏感類
別，其它非沖積層區域的液化敏感類別則
定為"無"液化敏感類別。水文條件亦為影
響土壤液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使用運輸
研究所的河川水系圖，選取所有河川水系
兩側 50 公尺之區域與地質上屬沖積層之區
域的交集，給定交集區域的液化敏感類別
為"低"液化敏感類別。接著再考慮 921 集
集地震時曾發生土壤液化現象的區域，並
給定此區域的液化敏感類別為"中"液化敏
感類別。
上述依不同影響因素所定的液化敏感
類別區域如有重疊的部分，令該重疊區域
歸屬較高的液化敏感類別。譬如"高"液化
敏感區和"低"液化敏感區的重疊部分，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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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考慮鑽孔、地質、水文及歷史液化案
例之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分佈圖
2.4 以村里為單元之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
本研究依不同液化敏感類別的鑽孔位
置，分別畫出圓形區域且分別屬於對應的
液化敏感類別。這些不同液化敏感類別區
域產生一個 4：9：16：36：64：100 之面
積比例關係。於計算以村里為單元之液化
敏感類別時，若分別給予 6、5、4、3、2
和 1 的權重關係，則大面積的低液化敏感
類別控制大部分計算的結果。
為考量面積比例所產生的效應，本研
究以面積反比的比例當作新的權重，亦即
分別給予 25、11.1、6.3、2.8、1.6 和 1 的

權重關係來計算以村里為單元之土壤液化
敏感類別。以台北市的村里為例，將不同
液化敏感類別區域的液化敏感值，由極高
至極低的等級，分別定為 25、11.1、6.3、
2.8、1.6 和 1。將其與村里界圖套疊，利用
面積加權平均的方式，可求得各村里的液
化敏感值。液化敏感值在 18.05 以上的村里
屬於極高液化敏感類別，介於 18.05 和 8.7
之間的村里屬於高液化敏感類別，介於 8.7
和 4.55 之間的村里屬於中液化敏感類別，
介於 4.55 和 2.2 之間的村里屬於低液化敏
感類別，介於 2.2 和 1.3 之間的村里屬於極
低液化敏感類別，其餘為無液化敏感類
別，以台北市為例的結果示於圖 3。

觀測的資料，而即時的影像能提升地震災
情收集的時效性和精確度。近年來遙測影
像分析發展相當快速，再加上福衛二號的
升空，遙測影像的判識和加值利用值得探
討。以下說明本年度重要工作內容：
3.1 地震山崩資料之整合
本年度山崩潛勢資料的整合目標原設
定於將近 1,400 萬筆的坡度網格資料與其
所屬的地質資料整合，次則再依其網格位
置與屬性分配於各村里。但因考慮 1,400
萬筆資料過於繁多，同時為避免整合而成
資料於修改時需花費冗長時間，故先選擇
以南投縣地區做為範例。南投縣地區有許
多 921 集集地震的山崩研究與調查資料，
藉由與現地調查結果比對，修正村里內各
坡度網格的權重，以求得與現地現況相符
之資料(如圖 4)。

比較採用舊權重與新權重結果發現，
採用新權重更能使村里內較高液化敏感類
別區域的影響顯現出來。

圖3 考慮所有資料且採新權重之台北市村
里界液化敏感類別圖
圖4 南投縣各村里以算術平均所產生的坡
度圖

三、山崩潛勢評估模組

3.2 地震山崩潛感類別之設立

本年度在地震引致山崩的潛勢評估方
面乃延續上年度的工作，定義地震山崩的
潛感類別，作為往後發生山崩危險權重分
配的依據，並針對 DTM 所得坡度等資料進
行合併，避免因資料量過大造成推估困
難。本年度選擇南投縣地區作為範例。此
外，經由遙測影像的分析能提供現地實際

地震山崩潛感類別的設立條件，主要
以坡度與地質岩層兩項作為潛感類別分級
的基本條件。依據其它研究報告所整理出
之坡度危險等級範圍：45°~60°、30°~45°、
60°~90°、10°~30°與 0°~10°等五個分級。依
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五十萬分之ㄧ地質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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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並依照岩石材料的性質所分的岩層
強度類別進行相互配對。暫時給予個別分
數，坡度 46°~60°最高為 10 分，坡度 0°~10°
最低為 2 分；岩體類別最高設為 10 分，最
低則設為 4 分。仿照土石流潛勢溪流評分
公式(式 1)，初步計算將地震山崩潛感類別
暫分為 15 類(表 2)。待村里內各坡度網格
的權重修正後，便可確定地震山崩潛感類
別等級，進而產生地震山崩分析所需參數。

P=

S2 × R 2

(1)

P 為危險度評分；S 為坡度評分分數；R 為
岩體分級評分。
表2
危險
等級
評分
分數
10
8.9
8
7.7
6.9
6.3

坡度
範圍
46~60
46~60
31~45
31~45
45~60
61~90
31~45
61~90
46~60
11~30

危險
等級
評分
分數
6
5.6
4.8
4.4
4
3.4
2.8

坡度
範圍
61~90
31~45
11~30
61~90
11~30
0~10
11~30
0~10
0~10
0~10

四、結論
本研究在土壤液化評估部分利用建置
完成之工程鑽孔資料及已開發完成的土壤
液化潛能評估模組，配合相關的地質資
料、歷史液化案例及水文資料，更新全台
灣以村里為單元之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
所得結果將可直接應用到大規模地震災害
的境況模擬。
地震引致山崩部分將對於坡度網格的
權重配比再進行討論是否使用算術平均的
結果表示村里的平均坡度或特定坡度給予
特定的比重。另外，遙測影像可提升地震
災情資訊收集的時效性，但由於影像處理
技術與軟體皆需專業人員，故須再詳加評
估人力及經費需求，或尋求合作夥伴等方
式以配合震後應變的需求。

初步地震山崩潛感類別評分表
岩
體
分
級
c
b
c
b
a
c
a
b
w
c

提升地震災害境況模擬評估的精度，進而
提供更精確的評估結果給縣市政府以利進
行各項防災措施。

岩
體
分
級
a
w
b
w
a
c
w
b
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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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遙測影像應用之探討
94 年度另一工作為針對遙測影像判識
技術進行探討。根據所收集到的資料與現
今用於調查與應用的遙測影像來源共可分
為空載、衛載與無人飛行載具等三種。空
載指飛機從空中進行探測所得之影像，影
像雖為高解析度，但無法應付突發狀況。
衛載為利用人造衛星載具進行拍攝，涵蓋
面廣但受於運行軌道限制而降低時效性。
另外，無人飛行載具則是利用無人小飛機
進行遙控拍攝，機動力強，同時可提供最
即時的影像。但受限於飛行高度，拍攝涵
蓋面也就相對減小。
然而，遙測影像通常具有時效性，除
可提供即時現地地震災情的影像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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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efer, D. K. (1984), “Landslides caused
by earthquakes”, Geol. Soc. Amer. Bull.,
95, pp. 406-421.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資訊網站之建置
陳緯蒼1 葉錦勳2

摘 要
隨著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各項災損評估模組的建置或資料庫更新，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在震災境況模擬技術所累積的經驗與成果日趨豐碩。然而，受限於推廣的管道
有限、地理資訊系統軟體昂貴或相關人才培育不便等因素，諸多研究成果無法廣泛地落實於
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地震或地震工程相關資料包含空間資訊時，常以地理資訊系統的
格式儲存。有鑑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本年度運用網路技術，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
開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全球資訊網站。其目的在透過全球資訊網站跨越空間以及零時差
的特質，提供有效的資料查詢、知識分享與交流的平台。初期目標乃利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技術，開發簡易的震災境況模擬查詢系統，解決一般民眾或政府機關無法負擔昂貴軟體費用
的問題，也藉此推廣防震教育。

關鍵詞：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網路地理資訊系統、震災境況模擬

一、背景說明

任務。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震災模擬組的
任務之一是透過震災境況模擬技術，進行
區域性地震潛勢與危險度的評估。近幾年
來致力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的研發，已累積相當的研究成果，不但提
升學術成就，更促進資訊技術。然而，在
震災境況模擬所完成的研究計畫報告、所
收集的地震與地震工程資料庫、所建置的
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等成果，並無整合的
資訊分享與交換平台。

二、開發目標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全球資訊網站
的建置有以下三項目標：
2.1 落實應用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為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與震災境況
模擬技術所研發而成的應用軟體。平時可
應用於研擬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進行各地
區或設施的地震風險評估；強震發生時，
透過地震早期損失評估結果，可協助擬訂
緊急應變措施，調派救災和醫療資源等。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有責任落實推廣台
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並在網站上提供最
新消息、技術與使用手冊、常見問題解答
等服務，或提供相關的論文和簡報，讓政
府機關、防災協力機構或一般民眾更容易
瞭解或學習 TELES，達到落實推廣之目的。

近年來資訊網路科技一日千里，藉由
我國以及其他國家投資於高速網路骨幹建
設效益的浮現，網路無遠弗屆且零時差的
特性，使得知識的傳播不再受到地點與時
間的限制。若本中心所累積的研究成果無
法透過網路傳播與分享，將減低這些成果
再利用和加值的機會。因此，整合並轉化
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的研究成果與資源，如
研究報告、專題簡報、技術手冊、使用手
冊、應用軟體及資料庫等，透過全球資訊
網站之建置，加速推廣及落實應用，並增
加全民防震知識，是本計畫的重要課題與

1
2

2.2 分享地震與地震工程相關資料庫
隨著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的研發與各項資料庫的建置或更新，國家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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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累積之資料庫日趨豐
碩。這些資料庫大多包含空間資訊，以地
理資訊系統的格式儲存。但一般民眾或政
府機關鮮少接觸地理資訊系統或者無法負
擔昂貴的軟體費用；再者，同時熟悉地理
資訊系統和地震工程的比例更少，造成資
料無法有效地應用。未來透過網路技術的
開發，使用者透過瀏覽器即可查詢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所建置之相關資料庫，將
可吸引研究單位或政府機關的合作機會，
藉以提升震災境況模擬技術。

前提供「網路地震災害模擬平台」，
讓網路用戶端透過瀏覽器可以直接體
驗震災境況模擬技術意義與重要性，
關於更詳細的說明，於參考下節說明。
(6) 下載中心：提供軟體、資料庫、期刊
論文、報告或者教育簡報等下載服務。
(7) 開發團隊：提供現任或歷任震災模擬
組同仁個人基本資料與研究成果之介
紹。
(8) 常見問題：對於 TELES 有使用上或其
它問題，可以在「常見問題」中，查
詢您要的答案(圖 2)；此外，研究團隊
也會常常更新及新增許多 TELES 相關
的資訊，如果查詢不到您要的答案，
也提供提問表單功能。

2.3 增強國人地震知識與防災教育
為減少地震引致的災害與損失，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有責任藉由全球資訊網
站之建置，宣導正確防震減災的觀念與緊
急應變的措施。本計畫所建置的網站將藉
由文字、圖形等方式，逐步提供地震與地
震工程相關知識；藉由簡易地震災損模擬
平台，提供民眾用瀏覽器查詢地震損失模
擬資料，讓民眾了解地震的威脅，使防震
教育更能深化國人內心。

三、網站架構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全球資訊網為
TELES 官方網站(圖 1)，負責提供有關
TELES 的資訊。網頁的設計採用 CSS 樣板
設計技術，而伺服器端程式則使用物件導
向語言 C#開發。一方面達到系統架構物件
化與模組化之目的，另一方面也將有助於
未來增加新的分析模組或更新既有的功
能。在網站架構上，主要設計有八大主題
項目：

圖1 TELES 全球資訊網站頁面

(1) 首頁
(2) 最新消息：提供 TELES 相關的公告、 四、網路地震災害模擬平台
新聞、研討會資訊、徵才、開發進度
「網路震災境況模擬平台」是本網站
等資訊。
的主要特色之一(圖 3)，平台的開發是為了
(3) 關於 TELES：提供 TELES 的技術手 讓一般民眾可透過瀏覽器進行簡易的震災
冊、使用手冊及相關文章。
境況模擬，讓民眾了解在不同震源參數設
定下，一般建築物全、半倒、人員傷亡及
(4) 地震教育：提供地震百科知識。
直接經濟損失等評估結果。
(5)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提供利用網路地
平台的介面設計力求以親合力為原
理資訊系統技術開發的平台服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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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當啟動平台後，映入眼簾的便是一個
完整的台灣地圖。視窗內提供 GIS 工具
列，讓用戶端可以對地圖進行放大、縮小
與平移的動作。除了 GIS 工具列外，用戶
端可利用平台提供的震源參數輸入介面，
進行震源參數設定(含地震規模、震源深度
與震央位置)，模擬平台會利用定義好的震
源參數，查詢各項災情評估的結果，並動
態的展示在視窗中。

行說明：
4.1 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
TELES 可結合機率式地震危害度分析
的理論和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的研發成果，
進行機率式震災境況模擬。擬訂各地區未
來可能發生地震的震央位置、震源深度、
地震規模，以及可能伴隨的斷層開裂方向
和長度等，利用 TELES 批次震災境況模擬
技術，可進行一系列模擬地震作用下的地
震潛勢分析、結構物損害評估及人員傷亡
和經濟損失評估等，並據以建立評估結果
的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
台灣附近地區的震源以區域震源模
擬，以長寬各 0.2 度為單位，自經度 119~123
度與緯度 21~26 度間定義出 500 個網格，
每一網格各取六種震源深度，每個深度再
取 12 種不同的地震規模作為模擬腳本，且
不同的地震規模假設不同的斷層開裂方
向。對應任意地震規模的斷層開裂長度 L
以式 L = exp[1.06 M L − 3.232] 計算。當斷層
開裂長度較小時( < 15 公里)，假設其開裂方
向為南北向。當開裂長度漸次增加時，以
每 15 公里為區間，逐漸增加開裂方向的模
擬個數。但為減少計算量，同一震央位置、
震源深度和地震規模，最多僅計算四個斷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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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 組，
並進行震災境況模擬，建置台灣地區地震
損失模擬資料庫。

圖2 查詢常見問題頁面

目前台灣地區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已
成功應用於 TELES 的震災早期損失評估模
組，可於收到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後，
30 秒內獲得各地的地震災害潛勢、建築物
全、半倒和人員傷亡數量。災情摘要資訊
更可以簡訊方式，自動且即時提供防救災
人員參考。所建置的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
如結合地震危害度分析理論，未來將有許
多其它的應用，譬如擬訂各縣市的最大可
能地震、進行各項工程結構物的地震風險
評估等。

圖3 簡易地震災損評估平台頁面
地震災損評估平台乃利用地震損失模
擬資料庫與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技術開發而
成，以下就針對上述兩個核心開發技術進

4.2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技術
自從 1960 年代加拿大地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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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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端使用人數較多時，容易發生伺服器負荷
過重的情況。不過在現在硬體與網路環境
已是非常發達的情況下，重 Server 端，輕
Client 端的運作方式是大趨所趨。而本研究
所開發的平台，架構乃是採用輕 Client 端，
重 Server 端的運作方式，此運作方式可為
客戶端減少下載、安裝、更新應用程式的
麻煩之外。

（CGIS）開始運作至今，雖然已有四十年
之歷史，但在早期，主要工作平台均為價
錢昂貴之工作站電腦，其軟硬體價位極
高，只有政府或大型研究機構才能負擔，
所以 GIS 始終定位在專業用途，一般民眾
比較無法體會到 GIS 的好處；至於操作人
員，也需要經過多年的訓練才能勝任各項
工作。不過在近十年來的發展，由於使用
者介面及軟硬體功能的長足進步，如今地
理資訊系統已可輕易地在個人電腦上，由
經過短期訓練的人員加以操作使用。
近年來，由於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
隨著 Internet 的商業化趨勢，以及 WWW
的風行，在這種趨勢下，對於 GIS 的應用
更是注入了一股新的動力，不論是對地理
資料共享、軟體資源共享，都提供了具體
可行的方案。各家 GIS 廠商也致力開發可
以提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產品，使得地
理資訊系統可以走向大眾化。如今，使用
者只需要透過瀏覽器，就能獲得許多豐富
的地圖資訊；這也是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Web GIS)與其他需要各種高級配備才能
使用的單機式 GIS 最大的不同。網路地理
資訊系統其運作方式大可分為兩類 ：

在網路震災境況模擬平台中，網路用
戶端便可以利用定義震源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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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利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
展示在瀏覽器上。

五、結論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資訊網站」
的建置可提升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在國
內外之可見度，開發的「網路地震災害模
擬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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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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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正常
操作伺服器所提供的功能。如此一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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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嵌入
式軟體不但可以增加瀏覽器處理地理空間
資料的能力，使人們更容易獲取地理數
據，而且可以減少 Web Server 的流量，從
而使 Web Server 更有效的為更多的使用者
服務，因為大多數使用者的資料處理能力
都可以由瀏覽器嵌入式軟體來完成，不過
當應用程式更新時，客戶端也需要同步更
新。

參考文獻
1. 黎漢林、李俊慶、林立中，1999，「網
際地理資訊系統設計與應用」，儒林圖
書有限公司。
2. 葉錦勳、陳緯蒼，2004，「台灣震災模
擬資料庫的建置與應用」，第七屆結構
工程研討會，8 月 22-24 日，桃園。

輕客戶端，重伺服器端：在主從架構
中，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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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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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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慶霖1 柯明淳 1 葉錦勳2

摘 要
本計畫目標為蒐集與建置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所需的各項工程結構物資
料庫。94 年度在維生線系統方面完成大台北瓦斯公司的管線與設施資料建置，台北市自
來水公司的管線與設施資料建置；在公路系統方面完成國道、省道、縣道等主要道路的路
網資料校正和主要橋梁與路網的空間關聯性建置；在防救災資源資料庫方面完成全國中、
小學校舍的耐震評估參數與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建立。隨著 TELES 各項資料的建置與更
新，可針對歷史災害性地震進行境況模擬，藉以比對推估結果和實際災情，進而調整分析
模式所使用的參數值。

關鍵詞：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地理資訊系統、震災境況模擬
損失模擬資料庫，TELES 已完成批次震災
境況模擬的功能，可自動完成一系列模擬
地震的災損評估，並將評估結果有系統地
儲存於硬碟供後續查詢或統計時使用。配
合現正進行中的地震危害度分析模組的開
發，未來可應用於震災風險評估。

一、前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開發的台灣
地 震 損 失 評 估 系 統 (TELES) 已 經 逐 漸 成
熟，許多縣市政府和防災協力機構已將其
應用於防災實務。TELES 的應用功能大致
分為震災早期損失評估、震災境況模擬和
震災風險評估三個方向。隨資料收集和分
析模式研發進度，TELES 持續建置或更新
評估模組，同時逐年增加或改進分析與展
示的功能。

本計畫針對未來需求，著手進行蒐集
與建置的資料庫主要包括維生線系統資料
(瓦斯、自來水、電力)，交通系統資料(公
路、橋梁)，防救災資源資料(學校、公園、
醫院、消防、警政、行政中心)等。但受限
於現有資料的品質不一和資料收集不易等
因素，僅完成部分地區或部分資料的整合
和校正工作。取得相關資料後須匯入地理
資訊系統，並處理成可供分析使用的資料
庫。合作的單位相當廣泛，除了瓦斯公司、
自來水公司、電力公司，還包含各縣市政
府、警政、消防、衛生、教育、交通等單
位。除了建置新的資料庫外，既有的資料
庫也需要持續更新。例如行政區界圖、一
般建築物的數量統計等都隨時變動，須定
期更新。

在震災早期損失評估方面，由最初需
10~30 分鐘的計算時間，提升到目前僅需
30 秒的查詢時間。災損評估的精度也由過
去以鄉鎮區為單元提升至以村里為單元，
由點震源模式提升至線震源模式。自動輸
出的地震潛勢、人員傷亡與建物災損等分
佈圖和表格資訊，可有效提供災害應變中
心進行救災和醫療資源調派。
在震災境況模擬方面，震源設定方式
除了歷史性地震震源、活斷層震源或任意
指定的震源等三種方式外，更可輸入使用
者自訂的震源分佈，使震災境況模擬符合
使用者的多元需求。為建置台灣地區地震
1
2

在進行資料蒐集的過程中，運用震災
境況模擬的功能，進行實例分析。除了瞭
解資料品質，同時驗證現有的分析模式與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震災模擬組組長
65

參數值，讓 TELES 的評估結果更能反映實
際的災情。

士林區
內湖區
中山區
松山區
大同區

二、維生線系統資料

南港區

94 年度主要完成大台北瓦斯公司供氣
區域的瓦斯管線與設施資料庫建置，並利
用該公司提供的 921 地震與 331 地震的管
線修復紀錄，進行震後地下管線災損率推
估公式的驗證。其次，整理台北市自來水
公司提供的輸配水管線和設施資料。
大台北瓦斯公司提供的瓦斯管線與閥
門資料，以及台北市自來水公司提供的管
線資料，都遵循台北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所訂定的管線資料交換中介格式，稱
之為 UIF (Utility Interchange Format)格式
資料。如圖 1，參照養工處的格式規定撰寫
轉檔程式，將 UIF 格式資料轉換成地理資
訊系統 MapInfo 的格式，以便匯入 TELES
進行分析。

信義區
萬華區

中正區

文山區

圖2 瓦斯管線分布圖(依管徑分色)

北投區
北投區
士林區
士林區

鄉
里鄉

五股鄉
五股鄉
蘆洲市
蘆洲市

鄉
鄉
南港區
南港區
萬華區
萬華區中正區
中正區大安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信義區

.PIP屬性資料檔
板橋市
板橋市

台北市政府養工處UIF交換格式

永和市
永和市
深坑鄉
深坑鄉
中和市
中和市

自行撰寫轉檔程式
.MIF圖形資料檔

汐
汐

內湖區
內湖區

中山區
中山區
三重市
三重市 大同區
大同區
松山區
松山區

新莊市
新莊市

.UIF圖形資料檔

大安區

文山區
文山區

土城市
土城市

圖3 自來水管線分布圖

.MID屬性資料檔

MapInfo交換格式

大台北瓦斯公司提供的資料包含 921
地震(圖 4)與 331 地震引致的管線損壞報修
單的地址資料。依據現有的門牌地址定位
的資料，進行台北地區瓦斯管線災損率公
式的探討。未來若有其它地區的災損資
料，可進一步探討本土化的震後地下管線
災損率推估公式。

MapInfo匯入
MapInfo圖層檔案.TAB

圖1 管線資料處理的流程圖
轉檔完成的瓦斯管線分佈圖(圖 2)與自
來水管線分佈圖(圖 3)，依既定的格式匯入
TELES 即可使用震後地下管線損害評估模
組進行境況模擬，獲得震後各區域地下管
線的災損個數和所需的修復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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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

合相片基本地形圖與市售電子地圖的比對
與校正，以確定橋梁空間資料的正確性。
95 年度將透過空間資料分析與地理資訊系
統的程式開發，將橋梁整合於道路系統，
將原本空間屬性為『點』的橋梁資料，結
合於路網系統中成為『線』的資料，並建
置可供分析的路網模型。

&
&

南港區

大安區

文山區

圖4 921 瓦斯災損點的分布圖

三、公路系統資料
94 年度主要完成國道、省道、縣道等
主要道路的路網校正工作，以及主要橋梁
與路網空間關聯性的整合。公路系統資料
的主要來源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全國交
通路網數值圖，處理對象包含國道、省道、
縣道等主要道路的路線資料(圖 5)，以及路
網數值圖內 9,970 座橋梁的資料。

圖6 省縣道橋梁點位圖層轉換線段圖層位
置分布圖

四、防救災資源資料
94 年度在防救災資源資料方面的主要
成果為結合教育部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辦理的全國中、小學耐震能力普查計
畫，將該計畫所收集的資料彙整成為地理
資訊系統的資料庫。其中包含許多可供分
析的重要資料，除了學校的基本屬性資料
如經緯度、基地面積等，還包含每棟校舍
的結構資料。目前已經將校舍資料建置成
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圖 7)，未來 TELES
將開發校舍震災損害評估模組。配合校舍
資料庫與防救災能量相關之資料，包括避
難空間的容量、避難資源、交通分析、指
揮中心設置位置等，可以進行震災間接損
失與效益的分析，以及提供震災緊急應變
的決策支援分析工作參考。

圖5 國省縣道路線分布圖
另一方面，透過與高速公路局和公路
總局的合作計畫，取得部份國道、省道、
縣道橋梁的耐震評估參數，並分別利用相
片基本圖進行空間定位。運輸研究所之路
網數值圖內的 9,970 座橋梁已進行資料校
正，並將其空間資訊與路網結合，未來可
運用於路網分析，篩選最佳路徑(圖 6)。配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的路網數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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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公園、醫院、消防、警政、行政中
心等重要設施的經緯度資料，已將這些資
料分類並建置於地理資訊系統中。這些防
救災資源單位的分佈，有助於緊急應變與
決策支援的參考。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基隆市
基隆市
台北縣
基隆市
基隆市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市
台北市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台北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縣
新竹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宜蘭縣

圖7 全國中、小學校舍分佈圖

五、結論
精準的災損評估工作有賴於正確的資
料庫建置，因此建置一個有系統、精確性
高、更新速度快的資料庫，是本計畫的目
標。積極與相關資料的權責單位共同合
作，彙整建置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再開
發對應的地震損失評估模組；之後，再將
分析資料與方法回饋給資料來源機構與防
救災相關單位，共同研發並落實應用震災
境況模擬技術，將震災損失減到最低，就
是對於國家社會最大的貢獻。未來國家地
震工程中心致力於資料庫建置與更新的工
作，同時擴展與相關單位的合作與互動，
將 TELES 系統發展得更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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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系統震後表現評估及其應用
劉季宇1 汪以仁2 劉志文3

摘 要
本系列研究就電力系統耐震性能進行探討，逐步研發與整合所需關鍵技術，已初
步完成台灣地區電力系統耐震性能分析與地震風險評估。本年度新的研究成果有：（1）
重新檢視電力系統資料，將之作更細緻之地區劃分，已進一步完成所有縣市、大型都
會區以及新竹科學園區之地震風險評估，並辨識出最具威脅的震源網格；（2）針對七
個致災性地震區域震源，評估當特徵地震發生時受災縣市預期發生的斷電情形；（3）
研發「瞬時性影響」分析模組並完成相應的所有震後初始斷電模擬工作。

關鍵詞：電力系統、境況模擬、風險評估

各縣市災害防救規劃等應用。目前已進一
步完成所有縣市、大型都會區以及新竹科
學園區等，其供電地震風險曲線的繪製與
解說，並辨識出對上述各區供電而言最具
威脅的震源網格。（2）針對台灣地區可能
發生致災性地震（未來 20 年內發生機率超
過 20%）之七個區域震源，評估當所設定
規模之特徵地震發生時，受災縣市預期發
生的斷電情形。此項成果對於研擬地區防
救災計畫中的各項應變整備規劃將具有一
定的參考價值。（3）完成「瞬時性影響」
分析模組之研發；「瞬時性影響」所代表
的震後初始跳電情形，通常較「震後過渡
性影響」的斷電情形為嚴重，其評估結果
對於震後初期的應變作業規劃也是重要參
考資料。研究所採分析方法與重要結果說
明如以下各節。

一、前言
電力系統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公共
基礎建設之一。當致災性地震發生後，斷
電事故對於民生經濟的衝擊通常極為嚴
重，供電何時恢復往往也是影響應變救
災、震後復原的重要因素。
本系列研究就電力系統震後表現進行
探討，逐步研發與整合所需關鍵技術，已
初步完成台灣地區電力系統耐震性能分析
與地震風險評估。過去成果有：（1）重新
釐清地震事故對於電力系統之影響，將之
界定為「瞬時性影響」與「震後過渡性影
響」兩類，並分別提出合理的電力潮流分
析程序；（2）引入線震源模式之境況模擬
地震以進行地震風險評估，提升地表震度
推估之準確度；（3）大幅提升電力潮流分
析之計算效能，滿足蒙地卡羅模擬所需龐
大數值計算需求[劉季宇等，2004]。

二、分析方法、對象與假設

本年度之工作重點放在：（1）過去分
析與評估係依台電公司北、中、南、東四
個供電區劃分而進行，在研究結果的呈現
上較感粗略，故須重新檢視電力系統資
料，將之作更細緻之地區劃分，這將有助
於研究成果未來推廣到電力系統減災以及
1
2
3

本研究關於電力系統地震風險評估，
係參考 Shinozuka 等所提方法[Shinozuka
et al, 2004]並作修正，藉以區分「瞬時性
影響」與「震後過渡性影響」之不同，重
新提出合理的電力潮流分析方法，其中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生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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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9kV 變壓器的易損特性符合 UWG 所
建議之 TR4 等級（500kV 三相）與 TR2
等級（230kV 三相）變壓器的易損性曲線
經驗公式[Anagons, 1999]。

三、供電風險評估結果
圖二所示為台灣全區供電之地震風險
曲線，圖中橫軸與縱軸分別為供電損失比
RRPS 與年超越機率。各圖中分別繪有平
均值與加減一、二個標準差對應之風險曲
線，以便於比對出「供電損失小於或等於
某一 RRPS 值」時的年超越機率，以及其
在一、二個標準差範圍的信賴區間。本研
究同時也已依縣市、都會區、科學園區等
分區方式，完成相應的供電風險評估。
The Whole Area

0

10

mean
mean plus 1.0 std
mean minus 1.0 std
mean plus 2.0 std
mean minus 2.0 std

-1

Annual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鍵為分析過程中是否調整系統之發電量與
電容參數[劉季宇等，2005]。評估程序如
圖一所示：一、根據境地模擬地震、所引
致地振動強度（例如 PGA）、電氣設備之
易損性等資料，隨機決定電氣設備（例如
變壓器）是否損壞，並將之自電力系統基
本資料的表列中移除；二、前一步驟中部
份被移除的電氣設備，可能導致有些負載
不再與原系統網路相連接，故亦須將之自
負載資料的表列中移除；三、進行受損電
力系統之電力潮流分析；四、就所獲得之
可操作解，檢核並移除所有匯流排中電壓
異常者，以及所有線路中電流異常者；五、
前一步驟中部份被移除的匯流排與線路，
可能導致有些負載不再與原系統網路相連
接，故須再次將之自所得可操作解的負載
結果欄位中移除；六、重複步驟三至步驟
五，直到可操作解中所有匯流排電壓與線
路電流均為正常為止；七、累計系統實際
輸送至各地區的電力功率，這才是此時電
力系統真正的供電能力；八、將各模擬地
震所對應的供電損失比（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RRPS，為電力功率損失與
正常值間的比值，0 代表無任何損失，1
代表電力完全中斷）由大到小排序，並與
對應地震年發生機率的累加值作一對照，
繪製電力系統的地震風險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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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灣全區供電之地震風險曲線（震
後過渡性影響）

境況模擬地震
TELES地震潛勢模組
地振動強度
電力系統基本資料
電氣設備之易損性

移除故障之變壓器

是否調整發電量？
是否調整電容器之電容值？

電力潮流分析〈PSS/E〉
有解
YES

移除異常之匯流排與線路

無解

匯流排電壓異常？
線路電流異常？
NO

如何辨識最具威脅的震源網格也十分
重要，藉之可以確認供電區域（例如全區
或重要都會區）的主要威脅來源，並就其
範圍內的電力設施加強耐震性能與應變整
備。對於震源網格 i 而言，假設有 M i 個境
況模擬地震，其中地震 j 有對應的年發生
機率 rj 和供電損失比 RRPS j ，則該網格的
影響指標(impact factor) IFi 可定義為：

各區之供電情形

Mi

IFi = ∑ RRPS j ⋅ r j

系統之風險曲線

j =1

圖一 電力系統地震風險評估的流程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電力系統為分析對
象。現階段之工作係以其 345/161/69kV 輸
變電系統中變壓器受震損壞的影響為主要
考量，分析時假設系統中 345/161kV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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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震源網格的影響指標由大到小進行
排列，即為其威脅程度的排序。
圖三標誌出對於台灣全區供電最具威
脅的 10 個震源網格，並以淡紅色標誌其中
最具威脅者，以電力系統 GIS 圖層套疊為

底圖，方便比對最具威脅震源網格與電力
系統設施分佈的空間關係。

圖四 台灣地區未來 20 年內發生機率超過
20%之地震的規模與所屬震源區
Scenario : EQ with M=7.04 and D=5.25Km at Grid (05,09) from ZS07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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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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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對台灣全區供電最具威脅的 10 個震
源網格（震後過渡性影響）

四、最具潛勢區域性地震分析結果
簡文郁利用 Wen 等人所提方法[Wen
et al., 2005]，就區域震源與活動斷層的活
動特性進行定量分析，研判其未來發生大
地震的可能規模與發生機率。圖四所示，
為其分析所得台灣地區未來 20 年內發生
機率超過 20%之七個區域震源與可能的地
震規模（圖中的 M L 值）。本研究由先前
進行風險評估時產生的大量案例中，挑選
出與之條件最為接近者，呈現其對電力系
統供電能力的影響。
圖五所示為震源區 ZS07 所引致大規
模地震所造成的各縣市供電損失比，此結
果對應於震源網格（05,09）之境況模擬地
震，地震規模為 7.04、震源深度為 5.25Km
者。結果顯示在雲林、嘉義、台南等縣市
地區，預期將分別發生接近 60%、90%、
30%的嚴重斷電事故，這也意味著屆時搶
修復電的速度不會很快，而災區的應變與
救災可能必須在嚴重斷電的條件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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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震源區 ZS07 所引致大地震造成的各
縣市供電損失比（震後過渡性影響）

五、瞬時性影響分析結果
圖六、圖七所示分別為台灣地區全區
與分區（北、中、南、東），依最新分析
結果所繪製之相應於「瞬時性影響」的地
震風險曲線（藍線），以及其與「震後過
渡性影響」地震風險曲線（紅線）的比較。
分析「瞬時性影響」時必須考慮系統
的暫態因素，逐一檢核系統中各匯流排的
電壓值與各線路的電流值，將其中發生異
常的匯流排與線路予以移除，並如此不斷
進行疊代分析，藉以模仿保護電繹進行設
備自動跳脫的動作。本研究已順利完成進
行「瞬時性影響」時所需要的自動化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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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術。「瞬時性影響」所考慮的暫態
因素，也就是電力系統損壞瞬間的保護電
繹動作與系統穩定問題，其條件相對較為
嚴苛，在損壞情形嚴重時系統全黑
（blackout）很容易被模擬出來。所以，一
般來說「瞬時性影響」較「震後過渡性影
響」更為嚴重，如同圖六、圖七所示藍線
在紅線的上方，在經驗上則是地震瞬間常
伴隨突然停電，但許多情形下供電又馬上
可以恢復。
The Whol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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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台灣地區電力系統供電之地震風險
曲線（藍線：瞬時性影響；紅線：
震後過渡性影響）
The Northern Service Area
Annual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Annual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10

-2

10

-4

10

10

aftermath influence
instant impact
performance criterion
0

0.2
0.4
0.6
0.8
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aftermath influence
instant impact
performance criterion
0

0.2
0.4
0.6
0.8
Ratio of Reduction in Power Supply

1

The Eastern Service Area

0

10
Annual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Annual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4

10

10

1

The Southern Service Area

0

-2

10

-6

10

-2

10

-4

10

aftermath influence
instant impact
performance criterion

-6

10

The Central Service Area

0

10

-6

0

七、誌謝
感謝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
補 助 （ 計 畫 編 號 ： NSC-93-2625-Z-492003），以及台電公司電力調度處提供電力
潮流分析與電力系統 GIS 資料，使得本研
究得以順利進行，在此深誌謝忱。

10

0

「瞬時性影響」分析模組之研發，可用於
評估震後初始斷電情形。這些研究成果未
來可應用於重要電氣設備耐震補強之實施
策略與效益研究，以及探討電力系統震害
對於社會經濟層面衝擊之研究。模擬所得
震後初始跳電與過渡性斷電情形，其結果
亦可應用於應變策略、防災規劃等相關研
究，將斷電因素及其影響納入考慮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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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台電各供電區供電之地震風險曲線
（藍線：瞬時性影響；紅線：震後
過渡性影響）

六、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已就電力系統完成微分區供電
地震風險曲線的繪製與解說，辨識出對於
各區供電而言最具威脅的震源網格，並針
對可能發生的致災性地震，評估屆時受災
縣市預期發生的斷電情形。研究中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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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所設備耐震性能研究之回顧
劉季宇1

摘 要
本文旨就美國變電所設備的耐震規範與最新研究動態作一回顧。IEEE-693 目前已
成為美國電氣設備相關耐震設計與性能測試的依據，所定義之高、中、低三種耐震性
能水準可提供電力事業單位依其實際需求而選用，而所規定之耐震性能分析與試驗程
序則在相關研究中被普遍遵循。在加州能源會 PIER 計畫架構之下，近年來美國對於
電力系統與設備的耐震研究已形成蓬勃發展的局面，其中設備方面包括陶瓷套管、變壓
器、隔離開關之耐震性能，或是變電所設備一般性的傾倒問題與結構互制問題，均分
別進行一系列研究並累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可為下一階段性能設計耐震規範的研擬鋪路。

關鍵詞：變電所、電氣設備、耐震性能

高耐震性能水準，其餘依此類推。設計時
事業單位應選取何種耐震性能水準，則依
所在工址 50 年超越機率為 2%之 PGA 值
而決定（小於 0.1g 時取低，介於 0.1-0.5g
時取中，大於 0.5g 時取高耐震性能水準）
。

一、前言
變電所設備損壞為電力系統震害的主
要形式，特別是 1971 年加州 San Fernando
地震造成慘重的損失，成為電力系統與設
備耐震問題獲得重視的轉捩點。近年來美
國在電氣設備相關耐震規範研擬與耐震性
能研究已有長足的進步，主要歸功於 IEEE
Std 693-1997 準則的提出，以及 MCEER
與 PEER 中心對這項議題的重視，就具有
關鍵性影響的套管、變壓器、隔離開關耐
震問題，以及一般性的變電所設備傾倒和
結構互制問題進行研究並提供建議。

二、IEEE-693 耐震設計準則
圖一 IEEE-693 之耐震性能水準反應譜
（高耐震性能水準）[IEEE, 1998]

IEEE Standard 693-1997 Recommend
ed Practice for Seismic Design of Substations（以下簡稱 IEEE-693）為美國現行變
電所電氣設備耐震設計與性能測試的主要
參考文件[IEEE, 1998]。內容含總論、依
據、定義、基本說明、安裝考慮、性能驗
證（分析與試驗程序）、設計考慮、耐震
性能指標等。IEEE-693 定義低、中、高三
種耐震性能水準，並規定凡電氣設備通過
與高耐震性能水準反應譜（如圖一所示）
相符之地表振動歷時者，其耐震性才滿足
1

本準則與其前身 IEEE Std 693-1984
相較已有很大進步，例如以附件詳列對於
不同電氣設備的特殊規定，在性能驗證上
也納入振動台試驗並就其程序作嚴格規
定。目前美國學者進行相關耐震性能研究
均以 IEEE-693 為依據，而從研究中所發掘
的 IEEE-693 部份缺失（詳後），也會回饋
成為其未來修訂改版的參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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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力系統與設備耐震研究規劃
PIER 計畫（Public Interest Energy Research Program）是由美國加州州政府能源
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所主
導，年度預算超過 6,000 萬美元，其目的
在於推動相關研究以確保安全、可靠、滿
足環保要求的能源服務與產品，保障其公
民福祉；其中關於電力安全的部份，焦點
完全放在耐震因素的考慮上。
在 PIER 計畫架構之下，近年來美國

對於電力系統與設備的耐震研究形成了高
整合度且密集推動的全新局面，主要工作
由 MCEER 與 PEER 中心的學者負責，分
工方式如圖二所示[Chambers, 2005]，包括
上游的震害潛勢與資料建置，中游的電氣
設備耐震性能與電力系統耐震表現，以及
下游的修復模式與直間接損失評估等，均
有明確的研究主題規劃與關聯性陳述。
PEER 對於震害潛勢分析與電氣設備耐震
性能研究著力尤深，後者在以下文中將陸
續說明。

圖二 電力系統與設備耐震研究之分工架構示意圖（引自 Chambers[2005]）

四、變電所設備耐震問題研究
Anagons 曾就變電所設備的震害與易
損性進行資料庫建置，考慮 1971-94 年間
加州地區發生的 12 個地震，以及當時加州
公共事業單位轄下 220/230kV 與 550kV 電
氣設備的資料[Anagons, 1999]。其中關於
變電所的部份，詳列了其所屬單位、土壤
類別、歷次地震相應之地表運動，以及各
種電氣設備之受損與未受損的數量等資
料；關於電氣設備的部份，也詳列了其電
壓等級、廠商與型號、耐震級別、構造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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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套管或碍子種類、導線連接方式、受
損程度與模式、搶修過程與時間等資料。
本研究同時也將 UWG（Utilities Work- ing
Group，加州公共事業單位專家組成的工
作小組）對於各種電氣設備的分類、損壞
模式以及相應易損性曲線等一併納入其研
究報告，並與資料庫的易損性資料相比
較。本研究成功結合電力事業與地震工程
的專業見解，建置高品質的電氣設備震害
資料庫，同時所彙整之 UWG 電氣設備分
類系統與易損性參數，對於相關研究也具
有重要參考價值。

陶瓷套管與碍子是用於高壓絕緣的重
要組件，見於變電所中的各種設備。Gilani
等學者曾就變壓器的陶瓷套管進行一系列
耐震性能研究[Gilani et al., 1998-99; Whittaker, 2004]，亦即就二支 196kV、二支 230
kV 以及三支 550kV 套管實體：設計可供
安裝的試驗構架以進行三維振動台試驗、
發展試驗所需地表運動歷時、進行試驗以
瞭解其耐震能力與損壞方式、發展其三維
數學模型並推估各套管實體的模型參數。
由於試驗觀察到的變壓器套管易損性與過
去的震害經驗間有頗大的差距，顯示元件
間的互制因素（例如套管可能透過導體而
與相鄰設備發生互制、其固定座為撓性等）
必須予以考慮才行，因之 IEEE-693 的試驗
驗證程序可能有所不足。研究也顯示 PGA
並非描述電氣設備易損性的良好指標。

196kV 套管[Gilani et al.,
1998]

230kV 隔離開關[Gilani
et al., 2000]

550kV 套管[Gilani et al.,
1999]

525kV 單相變壓器-套管
系統[Filiatrault, 2005]

行振動台試驗以瞭解其耐震能力與損壞方
式、發展其三維數學模型並推估棒型絕緣
支柱的模型參數。試驗中發現鑄鋁軸承座
與支柱底座最容易受震損壞，而 IEEE-693
試驗驗證程序中一些不儘合理的地方，在
其結論中也提出初步的修正建議。
變壓器是變電所的核心電氣設備，其
損壞將導致變電所功能癱瘓，並且修復費
時又昂貴。Filiatrault 等學者透過振動台試
驗，觀察一經簡化之 525kV 單相變壓器套管模型（6.29m×3.03m×6.96m，30 噸重）
的真實受震反應[Filiatrault, 2005]。重要結
論包括：變壓器鐵殼的頂鈑與套管連接台
座等的材料撓性對套管動態特性影響很
大、變壓器底部輸入到其頂部反應的譜放
大值很容易超過 IEEE-693 所規定之 2.0、
變壓器受震反應分析有必要將其基礎特性
等邊界條件一併納入考慮。此外，變壓器
內部結構十分特殊，也曾有受震損壞的紀
錄，但相關問題很少被觸及。Saadeghvaziri
等學者目前正就此進行研究，已初步掌握
內部結構主要破壞模式，例如間隔器滑
移、腳鐵及軛鐵間隙喪失、心體發生撓曲
與搖擺等[Saadeghvaziri, 2004]。
針對變電所設備受震時經常發生的傾
倒問題，Makris 等學者應用解析的方法進
行一系列研究[Makris et al., 1998-2001]，
將電氣設備（假設為剛體）幾何特性、配
重、錨定型式等變數列入考慮，建構其運
動方程式，就各種作用力輸入（正弦突波、
擺線突波、地震歷時等）計算其受震反應，
並透過參數分析觀察影響傾倒是否發生的
關鍵因素。本研究修正了部份過去相關研
究的錯誤結論，也注意到在特定條件下與
常識（例如經錨定者較未經錨定者安全）
相左之現象發生的可能性，並且建議以搖
擺譜（rocking spectrum，亦即旋轉角度或
角速度反應譜）取代一般反應譜作為傾倒
相關問題的立論基礎。

照片 各種電氣設備的振動台試驗
隔離開關是數量最多的電氣設備，用
於變電所空架線路與設備的分斷隔離，方
便檢修與倒換作業之安全進行。繼變壓器
套管之後，Gilani 等學者進行了隔離開關
的耐震性能研究[Gilani et al., 2000]，亦即
就五組不同型式之 230kV 隔離開關實體進

至於變電所設備的結構互制問題，
Kiureghian 等學者也應用解析的方法進行
研究[Kiureghian et al., 1999-2000]，以單自
由度系統代表電氣設備，考慮在各種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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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質量組合下兩個相連設備的動態互
制，其中相連機制有虛擬之剛性導體（以
spring-dashpot-mass 元件模擬）與無撓度
線纜，以及實際使用的 FSC（flexible strap
connector）與具撓度線纜等四種，而相連
方式也充份顧及接頭水平距離、高低差、
線纜的弛度等因素。研究中推估了結構互
制所引致電氣設備動態反應放大的程度，
並就避免不良互制效應發生所需的線纜最
短長度給出建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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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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力式建築結構系統結合了預力鋼鍵與消能元件的特性，此種結構系統於受震過
程中經由梁柱接頭產生變形及預力鋼鍵之高強度而使結構物具有良好之抗震性能，於
地震過後因預力鋼鍵之預力作用而使結構物自我復位，降低震後建築結構之殘餘變形
量。雖然該結構系統接頭有著極佳的變形能力，但卻擁有較低的遲滯消能能力，這樣
的特性會使結構物在地震之侵襲下，有較久及較大之振動反應，因此，本計畫擬在接
頭加入不同消能構件以增加結構之阻尼比，使結構之振動反應快速的下降，另一方面
亦可藉由消能元件之塑性變形來減低結構之振幅。
本計畫為一整合型計畫，目前為計畫執行第二年，將以第一年的研究成果為基礎，
研究較適用於預力結構系統的消能元件，子計畫所研究的對象包含鋼管混凝土複合構
造（CFT）、鋼梁 RC 柱複合構造（RCS）及純鋼筋混凝土（RC），這些實驗計畫再
輔以數值分析之研究。由各個試驗結果顯示預力式梁柱接頭具有殘餘變位很小及遲滯
消能的行為。

關鍵詞：預力結構系統、自我復位、消能元件
究中心已投入相當人力積極展開對於 RC
構造、CFT 構造及 RCS 構造之研究，本整
合型研究計畫承續歷年之研究成果，針對
預鑄預力建築構造進行深入之實驗與解析
模型分析研究。

一、前言
傳統耐震結構設計希望藉由梁或其他
消能器產生塑性變行來消散大地震來襲所
輸入的能量，但此種做法常會使結構本身
在受震之後有殘餘的變位，無法恢復至結
構原來之狀態，因此已有些國內外學者開
始尋找能夠改善上述缺點的結構系統。預
力式建築結構系統，由於具備初始勁度與
傳統接頭類似、但具自行復位的能力，而
有減小殘餘變形的優點。另在非線性變形
後，只有預設之消能元件產生降伏，欲修
復時容易，而具節省修繕費用等特性，近
年來在國外已迅速成為土木建築界競相研
究的重點。甚至在 2001 年於美國舊金山已
興建目前世界最高之預力 RC 建築即採用
此系統(Englekirk 2002)，如圖一所示，同
時該建築也是美國 Seismic Zone 4 最烈震
區最大的預鑄預力混凝土結構，顯示此種
新型式工法於未來之建築領域非常具有發
展之潛力。過去幾年來，國家地震工程研
1
2

圖一 美國三藩市興建完成之 39 層預鑄
預力 RC 建築(Englekirk 200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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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計畫為四年整合型計畫，西元 2004
年為第一年。本研究所針對的預力式建築
結構系統在小規模地震侵襲下，結構初始
勁度來自梁之撓曲勁度，而在強烈地震侵
襲下，梁開始於柱面交換支點搖擺，結構
勁度來自預力鋼鍵之束制，藉由預力鋼鍵
之高拉力使得結構系統在強烈地震過後能
自我復位成原始狀態，殘餘變形小，然而
該結構系統接頭雖然有著極佳的變形能
力，但卻擁有極低的遲滯消能能力。本計
畫擬在接頭加入不同消能構件以增加結構
之阻尼比，使結構之振動反應快速的下
降，另一方面亦可藉由消能元件之塑性變
形來達成遲滯消能行為。
各子計畫試體主要分為三大類:1) 預
力鋼梁與 CFT 柱構造系統，2) 預力鋼梁與
RC 柱之 RCS 構造系統，3) 預力 RC 梁柱
構造系統。主要在研究探討 1)不同型式消
能元件之消能行為，2)預力鋼鍵的配置位
置對於構件行為及變形能力之影響，3)預
力式梁柱接頭接合型式之耐震性能，4)釐
清構件之傳力機制及梁柱接頭與柱接基礎
接頭之力學行為及 5)預力式梁柱接頭運用
在實際結構物(含樓版或含剪力牆)之耐震
性能。
本計畫期望藉由整合各研究專長者之
專業素養與經驗，使各研究子計畫發揮互
補之功能，利用最少之人力達到最大之成
果。

體試驗之最大接頭轉角， θ D = θC − 2θ B ，
為反向加載降伏時之接頭轉角， K1 為預力
鋼鍵之彈性旋轉勁度，K 2 為消能元件之彈
性旋轉勁度， K 3 為消能元件之塑性旋轉勁
度。由於疊加反應，最後接頭所承受之總
彎矩 M PTED 為預力鋼鍵所承擔之彎矩 M PT
以 及 消 能 元 件 所 承 擔 之 彎 矩 M ED 之 總
和，可寫成下式：
M PTED = M PT + M ED

(1)

需要注意的是，為使梁柱接頭有完全自我
復位之功能，須滿足下式:
M A ≥ ( K 2 − K 3 )θ B

(2)

可以發現搭配消能元件之預力接頭行為，
在適當的設計下，可發展出良好之消能遲
滯行為，並且由於預力鋼鍵之預拉力作
用，梁柱接頭有自我復位之功能，實為一
種值得研究之新型結構系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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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力建築構造行為簡介
預力耐震梁柱接合主要由兩個元組成
件，一為預力鋼腱，提供自行復位的能力，
另一元件為消能裝置，負責消散外力或地
震產生之能量，以鋼構造預力梁柱接頭搭
配消能元件為例，假設控制預力鋼鍵保持
彈性，其遲滯行為如圖二(a)所示；消能元
件由於需要消散能量，故其反應為非線性
遲滯行為，如圖二(b)所示，最後將此兩個
構件之行為進行疊加，即為鋼構造預力梁
柱接頭之行為反應，如圖二(c)所示，其中
θ B 為消能元件降伏時接頭之轉角，θC 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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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典型預力系統梁柱接頭行為圖

四、試體架設與試驗結果
本計畫試體分批運送至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置放，在試驗現場組裝並施加
預力。預力梁柱接頭試體構架分為新線及
舊線，分別如圖三、圖四所示。其兩者主
要之差別在於舊線以油壓致動伺服器頂端
可自由轉動之鉸支承模擬，在上下樓層柱
中央之反曲點，則以螺栓穿透之結合方式
透過夾具將柱固定在一 H 型鋼梁上，以 H
型鋼梁弱軸承受彎矩之方式模擬鉸支承，
可知模擬效果必定無法與真實之鉸支承相
同，因此於新線設計了一座鉸支承安裝於
試體下層柱下方來確實模擬梁柱接頭在結
構中之受力行為。

照片一 預力梁柱接頭試體架設圖(舊線)

試驗之位移加載歷時採用 AISC 耐震
特別規定加載歷時，如圖六所示，兩支油
壓致動伺服器在梁兩端一上一下採用位移
控制施加反覆逐漸增加之位移載重，在每
個不同樓層側位移之第一個正負尖峰位移
時進行試體之觀察與紀錄。
照片二 預力梁柱接頭試體架設圖(新線)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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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預力梁柱接頭試體架設圖(舊線)

圖四 預力梁柱接頭試體架設圖(新線)

6

6

4

2 2 2 2 2

圖五 AISC 耐震特別規定之反覆實驗
加載歷時
在舊線進行之試體 PTT4 及 PTH4，為
鋼梁接 CFT 柱梁柱接頭，並分別在梁端安
裝一三角形鋼板消能器及 H 型鋼板消能
器，藉由鋼板之彎曲變形能力來消散能
量。在側位移角為 0. 5%時鋼梁已經打開，
在 0.75%時消能鋼板開始降伏，1.0%時消
能鋼板全面降伏並且鋼梁打開與柱之最大
間距為 10mm，試驗最後進行到 6.0%，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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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試體 S2-3 梁側力與側位移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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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圖六 PTT4 梁側力與側位移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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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梁端翼板與腹板皆有些許降伏，且試體
均保持極小的殘餘變位，試驗結果如圖六
及圖七所示。

經由上述試驗均可發現預力式梁柱接
頭具有自我回復能力，並於梁柱間加裝適
當之消能構件，可使其接頭產生較佳的遲
滯消能行為。由於目前尚未完成之試體數
量甚多，且今年除了預力式梁柱接頭試驗
外，更增加預力式構架系統試驗，相信在
這一系列之預力式構架試驗進行完畢後，
會產生對國內學術界以及工程界有許多幫
助之試驗資料，以提升國內對於預力建築
結構行為之認識與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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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PTH4 梁側力與側位移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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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應用研究
張國鎮1、黃震興2、吳思誼3、李森枏4

摘 要
隨著材料技術、結構動力分析與實驗技術之進步，結構控制專利元件近年來蓬勃
發展。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Rolling Type Bearing , RTB)為張國鎮老師研究團隊與美國
紐約大學水牛城分校(Buffalo)合作研發的專利產品之一。本報告針對新式滾動式隔震
支承應用於縮尺橋梁系統，進行一系列振動台試驗，期能瞭解 RTB 系統動力特性與力
學行為，探討 RTB 系統之隔震效益與實務可行性。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可抵禦
360 度各方向輸入地震，並具有震後自動復位之功能，RTB 最重要的動力特性之一為
不具顯著頻率，不易與地震外力發生共振效應。種種優點使 RTB 系統極具市場競爭潛
力。

關鍵詞：滾動式隔震系統、隔震

構所承受之地震力，使結構於強震中安然
無恙，充份發揮了以柔克剛之哲理，然而
地震力之降低往往伴隨著位移增加，因此
隔震系統必須具有大容量之變形能力。[1]
結構控制技術在土木工程之應用，乃世界
潮流所趨。許多研究學者皆積極研發隔震
與減震元件，期能藉由新型元件將隔震亦
或減震之效用發揮地淋漓盡致，將建築結
構主系統保護地更加完善，提升土木結構
之抗震能力，對全人類有所貢獻。本研究
團隊與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合作
研發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並執行一系列
振動台實驗測試其功能性，包含了高科技
設備物、實尺寸房屋結構以及縮尺寸橋梁
結構隔震測試。本論文主要為縮尺寸橋梁
新式滾動隔震支承振動台測試，並配合黏
滯型阻尼器控制結構隔震位移。此外，以
廣泛使用之鉛心橡膠支承墊為基礎，比較
兩種支承於本試驗中之隔震效益，探討新
式滾動式隔震支承之隔震效益與實務可行
性。

一、前言
過去傳統建築物耐震設計係以建築物
本身之強度及韌性抵禦地震，藉由主構架
梁、柱之變形，吸收與消散地震所輸入建
築物之能量。然而，一昧將變形集中於主
構架上，卻也造成震後難以修復之損害。
為彌補韌性設計之不足，在傳統建築結構
中，加入結構控制元件，使地震力傳遞路
徑明確，並由結構控制元件有效地吸收與
消散地震輸入之能量，同時確保主構架樑
柱系統之完整性。當大地震過後，僅控制
元件嚴重變形，達成容易檢測、修復之目
的。結構控制技術在土木工程之應用，乃
世界潮流所趨。[1] 隔震之原理係以低水
平勁度之隔震器將結構系統與基面隔離，
經合宜之設計可應用於房屋結構隔震、橋
梁結構隔震以及高科技設備物隔震…等。
而該低水平勁度之隔震器，目的為延長隔
震結構基本振動週期。通常，隔震結構第
一模態所引致之變形將集中於隔震元件，
而上部結構將呈現剛體運動。[2] 以隔震
元件隔絕地震之傳遞路徑，而降低建築結
1
2

3
4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系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系碩士研究生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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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滾動支承
滾動支承之基本構造如圖一所示，其
主要組成包含了頂版、底版與滾筒。滾動
式隔震支承，顧名思義，以滾動行為來隔
離地震輸入能量，可傳遞之最大地震力則
為滾動摩擦力。基於庫倫摩擦定律，摩擦
力為抵抗物體運動之阻力，其方向通常與
運動方向相反，摩擦力大小則為摩擦係數
乘以有效正向力，摩擦係數與接觸面積無
關，但取決於接觸介面材料性質。

軸受力之情況，分別包含重力 mg，斜面接
觸正向力 N1 與 N2，以及滾動摩擦力 fr1
與 fr2。N1 的貢獻是來自於上部結構荷重，
N2 的貢獻是來自於等效地震力，滾動摩擦
力之大小為滾動摩擦係數μ乘以斜面接觸
正向力，方向則與滾軸運動方向相反。建
立滾軸運動方程式之基本假設如下：忽略
滾軸本身重量，滾動支承頂版與底版之運
動方向相反。座標原點定於滾動支承底版
中心。
運動方程式：
.

..

初始條件： x(0) = 0 x(0) = 0 x(0) = 0
整理可得
..

..

.
u
x
⎡
⎤
= (cos θ + g sin θ ) ⎢ µ cos θ sgn( x) + sin θ sgn( x) ⎥
g
g
⎣
⎦

---------------------------------(1)
由式上式可觀察得，滾軸之加速度反應與
支承相對位移大小無關，與上部結構質量
無關，主要受制於下列三項：
圖一 滾動支承基本構造
滾動支承之力學行為如圖二，完全剛
性段表滾動前，平臺段表滾動後，支承所
能傳遞之最大力量即為滾動摩擦力。

1.支承面材料滾動摩擦係數μ
2.滾動支承斜度θ
3.地震外力加速度歷時
此時有效振動頻率可表示為

F

ug

..

fn =

1
8

g (cos θ +

.
⎡
⎤
sin θ ) ⎢ µ cos θ sgn( x) + sin θ sgn( x) ⎥
g
⎣
⎦
x

--------------------------------------------------- (2)

D

由上式可觀察得，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頻
率反應受制於
1.支承面材料滾動摩擦係數μ
2.滾動支承斜度θ
3.地震外力加速度歷時
4.滾動式隔震支承相對位移

圖二 滾動支承力學行為

由圖四可看出，RTB 系統頻率隨著支
承相對位移飄動，當三種不同角度 2 度、5
度與 8 度的 RTB 系統，皆達到 2 公分位移
量時，斜坡角度 8 度的 RTB 系統頻率會較
高，週期較短；反之，角度 2 度的 RTB 系
統頻率則趨低頻，週期較長。

N2
fr2
fr1
mg N1

θ

x

圖三 滾動支承自由體圖
圖三為滾動支承向正 X 軸運動時，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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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支承設計流程：

台孔位，延伸為 4.5m。由於隔震橋梁之上
部結構將呈剛體運動，上部結構僅為配重
之用，故其寬度並未限制滿足 7.5 之比例，
而以較寬的 1.75m 取代以降低上部結構高
度，亦即 9m/7.5=1.2mÆ1.75m。

基於滾動支承力學行為之推導，我們
可知滾動支承加速度反應由斜面角度主
控，而頻率與位移互相牽制。因此在給定
之震區係數與地震力需求下，先選定最小
設計地震力，經式(1)求得滿足該最小設計
地震力之滾動支承斜面角度。

Z,I,C

而後選定 RTB 最大隔震設計相對位移
x，如實務上可提供之位移空間抑或由經驗
圖表查得該設計地震需求下 RTB 系統相對
位移量，依式(2)求得 RTB 系統可能之頻率
分佈範圍。

選定隔震上部結構
最小設計地震加速度
aRTB

.
ag
aRTB
⎡
⎤
= (cosθ + sinθ ) ⎢µ cosθ sgn(x) + sinθ sgn( x)⎥
g
g
⎣
⎦

決定滾動支承斜坡角度與平面尺寸
後，依其上部荷重(靜載重與活載重)，進行
版有限元素分析，決定由彎矩控制 RTB 最
小版厚。流程圖請參照圖五。

求得滾動支承斜坡角度

由最小設計地震力，依公路橋梁耐震
設計規範設計橋柱尺寸。

經驗圖表

決定滾動支承最大相
對位移x

RTB 系統頻率與位移關係

..

6.0

系統頻率 (Hz)

1
1
= fn =
Teff
8

5度

5.0

.
ug
⎡
⎤
sinθ ) ⎢µ cosθ sgn(x) + sinθ sgn( x)⎥
g
⎣
⎦
x

求得滾動支承可能頻率分佈範圍

2度
4.0

g(cosθ +

8度

3.0

Æ RTB平台斜坡角度
Æ RTB平台尺寸

2.0
1.0
0.0
0.0

2.0

4.0

6.0

8.0

10.0

版有限元素分析

12.0

支承相對位移 (cm)

圖四 系統頻率與支承相對位移關係曲線

RTB平台上部結構荷重
靜載重
活載重

Æ RTB平台最小版厚

圖五 滾動支承設計流程圖

三、縮尺震動台試驗研究
配合國家地震中心之振動臺規格，設
計縮尺橋梁結構時須考慮其尺寸及最大承
載力的限制 ; 該振動台之平面尺寸為 5m ×
5m，而最大承載試體總質量為 50tons，縮
尺模型配置如圖六所示。依此限制，選定
縮尺比例 1/7.5。
依據此縮尺比例決定縮尺橋梁模型之帽
梁長度 8.5m/7.5=1.13m 與寬
2m/7.5=0.27m，橋柱高度則為
11m/7.5=1.47m。縮尺橋梁模型之跨距
30m/7.5=4m，但為配合國家地震中心振動

圖六 縮尺橋梁振動台試驗架構
(RTB + Viscous d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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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滾動支承橋梁結構試驗結果
由 EL Centro 系統轉換頻率圖七與
KOBE 系統轉換頻率圖可看出滾動支承系
統含有多種頻率內涵，乃因 RTB 隔震結構
頻率隨支承位移飄動，當支承位移小，系
統頻率高；當支承位移大，系統頻率低。
如此頻率隨位移飄動之特性，使隔震系統
不易與地震產生共振效應。然而近斷層地
震 RTB 系統轉換頻率將由該瞬間脈衝所主
控，因此，如 TCU068 系統轉換頻率圖則
看不出多種頻率內涵。

公分。

KOBE、TCU068 與 TCU0682 地震輸
入情形，圖 3.3.95 至圖 3.3.100 也顯示出上
述現象。總括來說，隔震系統上部結構加
速度反應依序如下：
LRB 系統＞滾動支承加黏滯型阻尼系統＞
純滾動支承系統
而隔震位移量依序為：
滾動支承系統＞滾動支承加黏滯型阻尼系
統＞LRB 系統
Acceleration Response
0.40

RTB---EL Centro

0.35

RTB+viscous---EL Centro

0.30
Acc (g)

重量之部份，縮尺橋梁上部結構除了
提供 1032 噸/7.52=18.35 噸，本研究將橋柱
未能提供之部份重量一併考慮至上部結構
之中，並以最佳尺寸近似之。

LRB---EL Centro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Achieved PGA (g)

圖八 EL Centro PGA 與橋面板 PA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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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黏性阻尼器於晶圓廠之耐震補強設計
黃震興1 汪向榮2 陳傑富3

摘 要
以半導體及 TFT LCD 光電產業為首的高科技產業乃我國經濟上極為重要之產
業，由九二一地震﹙1999 年﹚及三三一地震﹙2002 年﹚經驗中，新竹地區震度並不大，
然 而 竹 科 業 者 卻 蒙 受 巨 大 之 半 成 品 (work in process) 、 設 備 及 營 運 中 斷 (business
interruption)等損失，就耐震力而言，只要 200gal 以上的振動加速度，即可能導致設備
無法修復的損壞，若能使用有效的防震措施，以減少地震能量之輸入，必能減少高科
技產業因地震所造成的損失。有鑑於此，本研究考慮利用非古典阻尼的觀念，推導速
度型黏性阻尼器應用於高科技廠房之減震設計，以降低其結構及非結構之地震加速度
及位移反應，並進行動力分析驗證該設計公式之正確性，以擬訂出一套可行的補強設
計或新結構設計方法。

關鍵詞：非古典阻尼、速度型黏性阻尼器、高科技廠房

一、緣由與目的
目前與我國經濟息息相關的兩項主要
工業，乃是以半導體(semiconductor)及 TFT
LCD 光電產業為首的高科技產業，其製程
設備極為精密而脆弱﹙就耐震力而言﹚，
而這些精密製程設備的造價多以新台幣億
元為單位。九二一地震﹙1999 年﹚及三三
一地震﹙2002 年﹚新竹地區震度並不大，
然而竹科業者卻蒙受巨大之半成品
(work-in-process) 、 設 備 及 營 運 中 斷
(business interruption)等損失，估計九二一
地震竹科之損失達 110 億，較輕微的三三
一地震亦有十數億之譜。雖然業者部分直
接損失可由保險公司理賠而分攤風險，然
而九二一地震後，卻被再保公司列為高危
險群而大幅調高其費率及自負額，甚至不
願承保，有些營運狀況未臻理想的業者在
保額嚴重不足、甚至沒有保險的情況下繼
續營運，一旦遭受稍具規模的地震危害，
極可能面臨關廠的困境，對於我國高科技
產業及國家總體經濟之衝擊不容小歔。

高科技業者須做好設備防震措施，俟通過
評等後才考慮承接其保險。國內目前尚無
以防震為專業之顧問公司，因此國內應自
行發展出一套有效的防震措施，地震來時
能減低高科技廠房內儀器及設備的損壞，
進而減少高科技產業因地震造成的損失。

二、研究方法與結果
高科技廠房設備在半導體業通稱為
fab，半導體晶圓製造與 TFT-LCD 半導體
最大之不同乃在於晶圓廠乃將電晶體植於
晶圓(wafer)上，而 TFT-LCD 則將電晶體
植於玻璃上。過去半導體業的演進除了製
程技術外，一直在追求從毫米到微米再到
奈米的技術，使得微振及無塵室潔淨度
(cleanness)等要求愈來愈高，以確保製作
上的良率(chip probe yield)。對於微振要求
的提高當然會影響結構設計型式，而晶圓
片的尺寸影響設備重量，亦影響結構載重。
圖一所示為標準型之晶圓廠，其主要
由一外殼結構(shell structure)及一內部結

然而，目前產物保險公司均強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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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立台 灣科技 大學營 建工 程研究 所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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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interior structure)所組成，包含無塵室
(cleanroom)及副廠房(sub fab)等。基本上外
殼結構對地震力之反應為一單自由度結
構，其設立之目的有二：(一)對微振之控
制 ；(二)作為無塵室空氣過濾的迴風通
路。內部結構基本上為二或三層的 RC 結
構(絕大部分為抗彎構架)，其屋頂(無塵室
地板)為 1.2m 之格子梁版(woffle slab)或
60cm 之平板(flat slab)，以增加樓板之垂直
剛性減少垂直微振量。如此無塵室之靜載
重必大於副廠房(sub fab)之靜載重，若再
加上無塵室之設備載重，則其慣性力反應
質量(seismic reactive mass)，勢必比副廠房
(sub fab)之慣性力反應質量大許多。

圖三 晶圓廠阻尼器裝置之簡化理論分析模型
將其分析模型簡化為以阻尼器聯繫之
兩單自由度系統(如圖三)，運動方程式為
mb xb + cb x b − c d ( x a − x b ) + k b xb = −mb xg
α

當黏性阻尼器為線性時 (α = 1.0 ) 為

[m ]{x} + [c ]{x } + [k ]{x } = − [m ]{1}x g
其中 {x} = ⎧⎨ xa ⎫⎬ ， [m] = ⎡⎢ma
⎩ xb ⎭

[c] = ⎡⎢

ca + cd

⎣ − cd

0 ⎤，
mb ⎥⎦

⎣0

− cd ⎤
， [k ] = ⎡⎢k a
⎥
cb + c d ⎦
⎣0

0⎤
k b ⎥⎦

其狀態方程式為

{z} = [A]{z} + {E}xg

圖一 標準型之晶圓廠
對營運中的晶圓廠進行耐震補強是極
為困難的工程挑戰，其主要原因探討如
下：(1)營運中之晶圓廠可供補強的施作位
置及施作空間均相當有限；(2)營運中的晶
圓廠，無塵室的潔淨關係到晶片的良率，
因此含大量粉塵的施工並不被允許；(3)微
振動對於晶圓廠製造晶片的良率亦扮有重
要之地位，在進行補強施工時，任何的施
作均不得引致大面積或大範圍之微振量。
基於以上施工困難度，本研究乃提出
在外殼結構與內部結構間加入黏性阻尼
器，此補強方法的優點乃是其施工較為簡
單，於無塵室或 sub fab 施工可行性較高，
其構想可具體化如圖二所示。

其中
[0]
[ I] ⎤，{z} = ⎧{x}⎫，{E} = ⎧⎨ {0} ⎫⎬
⎨ ⎬
⎥
−1
−1
⎩− {1}⎭
⎩{x}⎭
⎣⎢−[ m] [ k] −[ m] [c]⎦⎥
⎡

[ A] = ⎢

依狀態空間法解特徵值問題可得

λn = −ξ nωn + iωn (1 − ξ n2 )
令 α n = −ξ nω n ， β n = ω n (1 − ξ n2 )
模態振動頻率 ωn 及複合阻尼比 ξ n 為
ω n = α n2 + β n2 ， ξ n =

⎛ω
+ [ 4ξ a ξ b ⎜⎜ b
⎝ωa
⎛ω
+ [ 2ξ a ⎜⎜ b
⎝ωa
⎛ω
+ ⎜⎜ b
⎝ωa

⎞
c
c
⎟⎟ (1 + d ) + 2ξ a (1 + d )] R 3
c
ca
b
⎠

⎞
c
c
⎟⎟ (1 + d + d ) +
c
cb
a
⎠

2

⎛
⎜1 +
⎜
⎝

⎛ω
⎞
c
⎟⎟ (1 + d ) + 2ξ b ⎜⎜ b
ca
⎝ωa
⎠

2

⎞
⎟⎟ = 0
⎠

其中 λ = ω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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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n2 + β n2

其特徵方程式可整理如下
⎛ω
R 4 + [ 2ξ b ⎜⎜ b
⎝ωa

圖二 高科技廠房補強設計構想圖

−αn

⎛ ωb
⎜⎜
⎝ωa

⎞
⎟⎟
⎠

2

⎞
⎟]R 2
⎟
⎠

⎞
c
⎟⎟ (1 + d )] R
cb
⎠

由上式可知，系統複合阻尼比( ξ n )之
控制變數有內含阻尼比 ξ a ， ξ b ， c d c a ，

⎛ cd + ca
⎝ ca

ξ eff = ⎜⎜

c d cb 及頻率比 ωb ωa 。將 ξ a 及 ξ b 訂為 2
％或 5％，針對阻尼係數比範圍取 cd 為 c a
的一至六倍， cd 為 cb 的一至六倍，解析結

⎞
⎛c
⎞
⎟⎟ξ a = ⎜⎜ d + 1 ⎟⎟ξ a
c
⎠
⎝ a
⎠

for ωa < ωb

假設兩結構中頻率較小的結構為 a 結
構，則線性黏性阻尼器欲發揮 ξ eff 所需要
提供之總 cd 值為

果顯示當頻率比 ωb ωa 接近 1 時，複合阻
尼比 ξ1 呈不穩定現象，當 ωb ωa 遠離 1 時，

ξ eff 漸 趨 於 穩 定 。 為 方 便 日 後 工 程 界 應
用，將不穩定中間段帶寬範圍與 c d c a 、
c d cb 之關係製作成圖，如圖四及圖五。

c d = 2ma ω a (ξ eff − ξ a ) for ω a > ω b
可假設非線性黏性阻尼器與線性黏性
阻尼器提供相等之消能能力，即將非線性
黏性阻尼器等效線性化，可求非線性黏性
阻尼器欲發揮 ξ eff 所需提供之總 cd 值為

7

2πma
ξ d for ω a > ω b
ωaα − 2 Daα −1λ

cd =
5

Cd/Cb

其中 Da 為 a 結構之最大位移。

3
Cd/Ca=1
Cd/Ca=2

在線性阻尼器方面將經由自由振動及
地震力反應作其系統識別，以驗證設計公
式之正確性 ; 而非線性阻尼器方面僅經由
地震歷時分析，以驗證等效線性方式求取
非線性等效阻尼比適用性及合理性。

Cd/Ca=3
Cd/Ca=4
1

Cd/Ca=5
Cd/Ca=6

0.4

0.8

1.2

ωb/ωa

1.6

2

2.4

圖四 ξ a = ξ b =2％，帶寬與 c d c a 、c d cb 關係
7

首先針對應用線性阻尼器進行驗證，
設計系統阻尼比為 10%，比較結構自由振
動位移反應，如圖六。a 結構之
ξeff = 9.88% ，b 結構之 ξ eff = 10.19%

Cd/Cb

5

3
Cd/Ca=1
Cd/Ca=2
Cd/Ca=3
Cd/Ca=4
1

Cd/Ca=5
Cd/Ca=6

0

0.5

1

ωb/ωa

1.5

2

0.04

2.5

Free Vibration for Freedom a with ξ=10%
inherent damping
linear damper

圖五 ξ a = ξ b =5％，帶寬與 c d c a 、c d cb 關係

Displacement(m)

0.02

線段以外之頻率比範圍為系統有效阻
尼比( ξ eff )較穩定之區域，設計時應盡量使

-0.02

-0.04
0

頻 率 比 落 於 此 範 圍 。 其 中 ， 當 cd ca 與
c d cb 不相等時，其中間段帶寬的範圍較
不 易 選 取 ， 此 處 建 議 選 取 滿 足
ξ eff

Time(sec)

6

8

10

Free Vibration for Freedom b with ξ=10%
inherent damping
linear damper

Displacement(m)

0

-0.004

-0.0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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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簡化分析模型系統阻尼比 10%，系
統自由振動之位移反應

當頻率比 ωb ωa 遠離 1 時，頻率較大
的自由度視為固定不動(相對於頻率較小
的自由度)，所以阻尼器發揮的效果由頻率
較小的自由度控制，其有效阻尼比簡化為
⎞
⎛c
⎞
⎟⎟ξ b = ⎜⎜ d + 1 ⎟⎟ξ b
c
⎠
⎝ b
⎠

4

0.004

2%，可避開不穩定之頻率比範圍。

⎛ cd + cb
⎝ cb

2

0.008

⎞
⎛c
⎛c
⎞
≥ ⎜⎜ d + 1⎟⎟ξ a 或 ξ eff ≥ ⎜⎜ d + 1⎟⎟ξ b ，且誤差小於
⎠
⎝ ca
⎝ cb
⎠

ξ eff = ⎜⎜

0

對於 a 結構，其加裝線性黏性阻尼器
位移反應，與結構內含阻尼比 ξ eff = 10% 反
應一致。而 b 結構在加裝線性黏性阻尼器
後，其位移反應與結構內含阻尼比
ξ eff = 10% 反應相異，乃因 b 結構位移較

for ωa > ωb

小，加裝線性黏性阻尼器後，易受到 a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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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 b 結構之間內力的影響。然而 b 結構
位移甚小，且其反應所得之阻尼比與設計
值比較誤差仍小於 2%，故仍可接受。
由 2 組地震的歷時反應分析顯示，加
裝非線性阻尼器結構之最大位移跟空構架
內 含 系 統 阻 尼 比 10 ％ 之 位 移 D 差 異 不
大。由此可知非線性阻尼器阻尼係數之設
計公式，對於在設計位移 D 下，將能保守
地設計所需提供系統阻尼比之阻尼係數。
模擬實際實尺寸晶圓廠建立一分析構
架模型，並利用本文設計公式設計線性黏
性阻尼器，並進行阻尼比識別，以證明設
計公式對於實際多自由度結構之適用性。
在設計系統阻尼比為 10%，經由結構自由
振動之位移反應，如圖七。內部結構其加
裝線性黏性阻尼器位移反應與結構內含線
黏性阻尼比 ξ eff = 10% 反應一致，由於設計
公式是針對簡化模型所推導而來，故應用
在多自由度之結構時，其反應所得之阻尼
比會有誤差，但其反應所得之阻尼比略佳
於設計值，故仍可接受。外部結構受到阻
尼器產生的內力所影響，反應較不規則，
已無法進行阻尼比判定，但經由阻尼器耐
震補強後，外部結構位移仍有減少，即阻
尼器對於外部結構仍有助益。
0.06
Free Vibration for interior structure with ξeff=10%
inherent damping
linear damper

Displacement(m)

0.04

0.02

0

減震設計。依研究結果可綜合結論如下：

1. 高科技廠房之外殼結構及內部結構可
分別簡化為兩獨立自由度，並利用黏性
阻尼器連接，依據狀態空間法推導出，
當 兩 獨 立 自 由 度 頻 率 比 ωb ωa 接 近 1
時 ， 複 合 阻 尼 比 ξ eff 呈 現 一 不 穩 定 現
象，設計時應該避免 ωb ωa 接近 1；當

ωb ωa 遠離 1 時， ξ eff 漸趨穩定，阻尼器
效果由頻率較小的自由度控制，可由本
文之簡化公式估算。

2. 本研究推導出線性黏性阻尼器應用於
高科技廠房簡化模型之減震設計公
式，該設計公式經由分析驗證其準確性
及合理性。
3. 本研究亦經由非線性與線性黏性阻尼
器消散能量相等之假設，將非線性黏性
阻尼器等效線性化，以求得其應用於高
科技廠房之設計公式。由於該設計公式
阻尼係數之求得與結構最大位移反應
相關，本研究進行多組實測地震資料之
地震反應分析以驗證其設計之正確性。
4. 依本研究所推導之減震設計公式，將其
應用於實尺寸之多自由度結構，並經由
多組實測地震資料之地震反應分析驗
證。並由未耐震補強與加裝阻尼器耐震
補強後之反應比較顯示，加裝阻尼器耐
震補強有明顯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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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實尺寸晶圓廠分析模型系統阻尼比
10%，系統自由振動之位移反應

三、結論
本研究針對高科技廠房，提出一耐震
補強的構想，並針對該構想提出分析模式
及依據狀態空間法進行使用黏性阻尼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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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消能接頭之研究
鍾立來1

吳賴雲2 蔡昇甫 2

陳家乾 1

包桓宇 2

摘 要
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之結構系統，具有高強度、高韌性、高承載力、施工快
速等優點，以及當結構系統受地震力作用後，梁柱可自動恢復至原先位置之特性。然
而，由於其梁柱接頭的行為複雜，故此結構仍未廣泛應用於實務上。針對此結構系統
之梁柱接頭，本研究提出一套細部設計方法，並建立一套力學理論模型，再經由一系
列結構耐震試驗加以驗證，結果證明此梁柱接頭，不僅能以 X 字型鋼板吸收絕大部分
傳遞至結構物之地震能量，且該鋼板易於更換，可快速修復結構系統。此外，本研究
驗證此梁柱接頭無論在強度、韌性及消能方面，均具有優良之耐震性能，縱使層間變
位角高達 6%以上，結構系統依然屹立不倒。同時，此梁柱接頭之塑性變位角更高達
5%以上，顯示此梁柱接頭耐震性能超越台灣與美國耐震接頭規範之要求。

關鍵詞：預力系統、消能接頭、鋼管混凝土、自行復位

計畫之中，研究成果證明後拉式預力結構
系統具備降低殘餘位移的能力。

一、前言
抗彎構架之韌性能否充分發揮，通常
取決於梁柱接頭之強度。傳統梁柱接頭係
在工地以背墊板從事全滲透銲方式接合，
但此種接合方式，由於接頭銲道之弱點，
梁、柱及梁柱交會區尚未充分發揮其強度
與韌性，梁柱接頭即告破壞，故傳統梁柱
接頭確有改進之必要。

在 2001 年，美國里海大學 Ricles 教授
將後拉式預力結構系統之觀念引入鋼結構
之中［2,3］，嘗試以角鋼作為消能元件，
並進行一系列梁柱接頭試驗。試驗結果顯
示後拉式預力結構系統應用於鋼結構中，
較應用於混凝土結構中，更能使結構系統
具備更佳的自行復位能力。在 2002 年，
Christopoulos 教授亦加入後拉式預力結構
系統的研究行列［4］，其以鋼棒作為消能
元件，並進行一系列反覆施載試驗，試驗
結果一樣證明出此種結構系統具有優良的
自行復位能力。

經過專家學者們近幾年來的研究，現
已發展出改良型梁柱接頭設計，可避免梁
柱接頭在梁、柱或交會區尚未發揮強度及
韌性之前就破壞。然而此種接頭雖然有飽
滿的遲滯迴圈，具備高勁度、高強度、高
韌性及良好消能性等優點，但當地震發生
過後，卻會使抗彎構架產生殘餘位移。
為了使結構系統具備自行復位的能
力，近年來逐漸發展出後拉式預力結構系
統。後拉式預力結構系統之概念最初應用
於預鑄混凝土結構之中［1］，其力學行為
並被印證於美國「預鑄耐震建築結構系統」
（PRESSS , Precast Seismic Systems）研究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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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後拉式預力結構系統梁柱
接頭深具開發研究潛力與價值。本文將提
出一套以 X 字型鋼板為消能元件之後拉式
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土柱接頭的細部設計
方法，並建立一套理論分析方法，再經由
一系列反復載重試驗，從強度、韌性、消
能及自行復位能力等方面，驗證此種梁柱
接頭耐震之可行性。

二、梁柱接頭輔以 X 字型消能鋼板
之理論分析

開時之梁中央位移為 ∆1 ，則此時梁中央剪
力 F1 = k1 ∆ 1 。

X 字型消能鋼板之受力方向與鋼板面
垂直，且鋼板高度遠大於鋼板厚度，由於
斷面上彎矩大小與 X 字型中心的垂直距離
成正比，故每個斷面由彎矩所產生之應力
值( σ = M S )大小相同，所以當外力達到
某個程度後，X 字型鋼板各處會幾乎同時
發生降伏，因此 X 字型鋼板具有極有效率
的變形與消能能力。

第二階段為梁柱介面打開後，至 X 字
型鋼板降伏前：此時 X 字型鋼板與鋼腱受
到相同打開轉角而造成之梁中央垂直方向
位移，故 X 字型鋼板勁度與鋼腱勁度關係
係屬並聯作用。故此階段之梁柱接頭於梁
中央之垂直方向勁度 ( k 2 )，係先將 X 字型
鋼板降伏前的勁度與鋼腱勁度並聯，再與
梁、柱及交會區之勁度做串聯，其值如下：

X 字型消能鋼板在受側力時，中點為
反曲點，可視為鉸接，其側力( V )與側位
移( ∆ )之關係推導如下：

k2 =

(4)

2 Esbt 3
3h3

(2)

茲將梁柱接頭受力反應行為分為三個
階段：
第一階段為當梁柱介面尚未打開前：
此時梁中央之垂直方向位移係由梁、柱及
交會區之位移所提供，且三者係屬串聯作
用，故此時梁柱接頭於梁中央之垂直方向
勁度 ( k1 ) 如下：
kb kc k pz
kc k pz + kc kb + kb k pz

(3)

其中 k b = 3EI L 為梁所貢獻之垂直方向
勁度， Lb 為柱面到梁中央（反曲點）之長
度， k c 為柱所貢獻之垂直方向勁度，其求
法係將當柱緣之混凝土應變最大為 0.003
時所產生之彎矩視為降伏彎矩，由柱表面
應力與彎矩可求得柱的 EI 值， k pz 為交會
3
b

區所貢獻之垂直方向勁度。當梁柱介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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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d = d 2 L2b × k dh 為 X 字型鋼板所貢獻之
垂直方向勁度。當 X 字型鋼板降伏時之梁
中 央 位 移 為 ∆2 ， 此 時 梁 中 央 剪 力
F2 = k1 ∆ 1 + k 2 (∆ 2 − ∆1 ) 。
第三階段為 X 字型鋼板降伏後：因 X
字型鋼板降伏後即無勁度，故 k d 為零，將
k d = 0 代入上式，便可得此階段之梁柱接
頭於梁中央之垂直方向勁度 ( k 3 ) 如下：
kb kc k pz k s
k3 =
(5)
kc k pz k s + kc kb k s + kb k pz ks + kb k pz kc
綜上，可求得梁柱接頭於梁中央處受
垂直方向之剪力作用時之剪力與位移的關
係，如圖 1 所示。
Story Drift

Beam Shear

(1)

其中， E s 為鋼的楊氏模數， h 、 b 與 t 分別
為 X 字型鋼板高度、寬度與厚度。由上式
可知 X 字型消能鋼板之側向勁度 ( k dh )
為：

k1 =

k c k pz(k s + k d ) + k c k b(k s + k d ) + k b k pz (k s + k d ) + k b k pz k c

其中 k s 為鋼腱所貢獻之垂直方向勁度，

∆
3h 3V
=
2 4 E s bt 3

kdh =

k b k c k pz(k s + k d )

k3

F2

k2

F1

k2

k3

k1

∆1

∆2

Displacement

圖 1. 梁中央處之剪力與位移關係圖

表 1. 梁柱接頭試體設計參數

三、試驗設計
本試驗模擬一跨距 6 公尺、樓層高度
3.2 公尺之結構大樓，在地震力作用下，結
構發生層間位移，並假設梁與柱之反曲點
出現在其中點。本試驗取一子結構為梁柱
接頭試體，該試體係以梁柱交會區為中
心，以上下樓層之柱中央及相鄰兩跨之梁
中央為邊界，並以四個鉸點模擬上下左右
四個反曲點，試驗構架如圖 2 所示。

X 字型消能鋼板尺寸
端部
厚度
高度
寬度
(mm) (mm) (mm)

試體編號

PBCCb30h20

25

30

20

PBCCb30h15

20

30

15

PBCCb20h15

20

20

15

PBCCb20h20

25

20

20

初始預力
(KN)

2 * 0.3M p
db
2 * 0.4 M p
db

2 * 0.3M p
db
2 * 0.3M p
db

= 870
= 1160

= 870
= 870

四、試驗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梁柱接頭試體共有 4 組，茲以
試體 PBCCb30h20 為例，將其受反覆載重
後之力與變位關係表達如圖 4 所示。由圖
可知，試體在層間位移角尚未達 6%以前，
強度均沒有下降，且在層間位移角為 6%
時，塑性轉角約為 5%，滿足 1994 年美國
聯邦應變中心及台灣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
設計技術規範之要求，可知其為優良耐震
梁柱接頭。由實驗結果顯示，當結構系統
受到外力作用，使最大層間位移角為 3％
時，梁中央約有 3 mm 的殘留位移，即便當
外力大到使最大層間位移角達到 6%時，
梁中央也約僅有 35 mm 的殘留位移，可知
此結構系統具有良好的自動復位能力。

圖 2. 試驗構架圖
本研究之梁柱接頭試體設計示意圖，
如圖 3 所示。其中，柱元件均為 400 ×
400 mm 之矩形鋼管混凝土柱，其鋼管材質
為 A572 Gr.50 鋼料，混凝土設計強度為
350 kg cm 2 (5,000 psi )；梁元件均為 H500
×200×10×16 mm 之鋼梁，其材質為 A36 鋼
料。梁端以全滲透銲連接 X 字型消能鋼
板，再以螺桿將 X 字型鋼板栓接在矩形鋼
管混凝土柱上，最後再以 4 束鋼腱穿透梁
柱，並施加預力。本研究中共有 4 組試體，
梁柱接頭試體之設計尺寸如表 1 所示。

200

-8

150

-6

-4

-2

Story Drift(%)
0

2

4

6

8

120

180

240

PBCCb30h20

Beam Shear(KN)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40

-180

-120

-60
60
0
Displacement(mm)

圖 4. 試體 PBCCb30h20 梁中央剪力與
變位關係圖
此種梁柱接頭之梁、柱、交會區以及
X 字型鋼板等元件之消能比例，茲以試體
PBCCb30h20 為例，表達如圖 5 所示，由
圖可知，X 字型鋼板佔絕大部分的消能比
例，梁次之，而柱與交會區則幾乎沒有消
能。

圖 3. 梁柱接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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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0

2

Story Drift(%)
3
4

5

6

7

0.05

0.06

0.07

間變位角高達 6%以上，結構系統依然屹
立不倒。同時，此梁柱接頭之塑性變位角
更可高達 5%以上，顯示此梁柱接頭耐震
性能超越台灣與美國耐震接頭規範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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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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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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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試體 PBCCb30h20 各元件之消散能
量圖
最後以各梁柱接頭試體勁度及消能行
為轉折點之理論值與試驗值為例，由表 2
可知，本研究所建立的梁柱接頭力學模
型，其所推導出來的理論公式，經試驗證
明後，與實驗值相當接近，故本文之力學
模型推導公式及試驗結果，可供各界參考。

五、結論
本研究所提出之預力鋼梁與鋼管混凝
土柱之接頭設計方法，經試驗證明當結構
系統受地震力作用時，能以 X 字型鋼板吸
收絕大部分傳遞至結構物之能量，以確保
主結構元件不受破壞，並可在地震過後，
能快速更換該鋼板，以修復結構系統。此
外，本研究驗證此結構系統具有良好之系
統自動復位性，且無論在強度、韌性及消
能方面，均具有優良之耐震性能，縱使層

表 2 各梁柱接頭試體勁度及消能行為轉折點理論值與試驗值比較表
k1
(kN/mm)

k2
(kN/mm)

k3
(kN/mm)

F1 (kN)

∆1 (mm)

F2 (kN)

∆ 2 (mm)

theoretical

5.931

3.401

0.354

75.221

12.992

95.620

20.017

experimental

5.213

2.837

0.332

74.304

14.341

95.090

29.631

theoretical

5.931

3.179

0.355

98.148

17.585

119.10

24.041

experimental

5.881

2.876

0.402

84.610

17.522

115.051

29.740

theoretical

5.931

1.872

0.354

72.338

13.119

88.555

21.126

experimental

5.833

2.354

0.302

82.850

14.780

93.600

22.290

theoretical

5.931

1.771

0.364

70.135

12.767

89.548

22.824

experimental

4.787

1.687

0.475

63.026

14.689

88.263

29.645

Specimen
PBCCb30h20
PBCCb30h15
PBCCb20h15
PBCCb20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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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尺寸兩層樓鋼板剪力牆子結構擬動態試驗與分析
林志翰1 蔡克銓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多層樓鋼板剪力牆的耐震行為，其中包括尋求較為適當的分
析模型、周圍梁柱的行為探討以及束制構件的設計問題，以一實尺寸兩層樓的鋼板剪
力牆構架進行子結構擬動態實驗，希望通過此次實驗能找出此種系統在實際應用上可
能發生的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

關鍵詞：鋼板剪力牆、拉力場、Strip Model、TensionOnly Material

一、前言

二、鋼板剪力牆之拉力桿件模型

鋼板剪力牆構架為一種在結構構架中
含有鋼板之抗側力系統(如圖一)，但由於
極高勁度與強度的效應，鋼板剪力牆通常
使用薄鋼板，雖然不加勁之薄鋼板極易發
生挫屈，但在鋼板發生挫屈之後能產生拉
力場（Tension Field）的機制(如圖二)，藉
由拉力場效應來抵抗側力並藉鋼板拉力降
伏來消散外力所輸入的能量。

在進行鋼板剪力牆的結構分析時，其
分析模型通常採用 Kulak 等人在 1983 年所
提出的 strip model(圖三)，而在模型中拉力
桿 件 (strip) 的 性 質 與 實 際 狀 況 的 相 近 是
否，將會大大的影響模擬結果的精確度，
因此本研究針對薄鋼板拉降伏壓挫屈的特
性 ， 在 PISA3D 中 新 增 一 材 料 模 型
(TensionOnly material)來模擬拉力桿件的
行為，其材料性質示意圖如圖四所示，並
利用 PISA3D 程式(林柏州與蔡克銓，2003)
建置模型，針對拉力桿件採用不同材料模
型的情形下進行討論，與 2004 年林盈成等
人所進行之試驗結果比較，試體與對應之
PISA3D 模型，如圖五所示，由分析結果(圖
六)可知採用 TensionOnly material 不論是
在整體(SPSW Frame)或局部(strip)的行為
均能準確的模擬。

圖一 鋼板剪力牆構架系統

圖二 鋼板挫曲後所產生之拉力場
1
2

圖三 Strip model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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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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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體介紹
本次試驗的構架為一實尺寸兩層樓的
試體，模擬一虛擬 3D 結構中的抗側力系
統(如圖七)，本次試驗為求在未來應用上
材料取得之便利性，試體所用之鋼板是採
用 SS400 材質(材料性質與 A36 相近)，而
外圍梁柱則是使用 A572 材料，鋼板厚度
使用 2mm(2F)與 3mm(1F)，降伏強度分別
為 335 與 338Mpa，詳細的試體尺寸設計
如圖八所示。

圖四 TensionOnly material

圖五 鋼板剪力牆試體圖與分析模型
(林盈成與蔡克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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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PISA3D 模擬結果(TensionOnly
mater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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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每層鋼板牆之兩側加上矩型鋼
管，提供側向的束制，而本次試體有關束
制構件之設計，最主要是針對使用性的提
升，希望能藉由此種束制方式有控控制鋼
板剪力牆的面外變形及鋼板挫屈時所產生
之巨大聲響，每面鋼板牆均使用 6 根鋼管
束制(一側各 3 根)，把鋼板分為四等份，
至於束制鋼管斷面與接合的設計則是採用
過 去 研 究 (林 盈 成 與 蔡 克 銓 ， 2004) 的 建
議，斷面設計的部分以鋼板面內 3%的剪
力作為鋼管的設計力，可以設計出所需之
鋼管斷面(1 樓：125x75x4 mm，2 樓：
125x75x2.3mm)，至於接合的設計是採栓
接的形式，以螺栓讓兩根鋼管緊緊夾住鋼
板，而鋼管的兩端則是與焊在柱翼上的支
撐板採栓接形式，支撐板上打長條孔，使
束制鋼管可以滑動，在提供束制的同時，
不希望鋼管承受額外的力量。
周圍梁柱接頭均採抗彎接合，在梁上
作斷面切削(RBS)，採用此種設計的原因
主要是不希望破壞產生在梁柱的接合面，
但由過去實驗之觀察，RBS 斷面在挫屈後
會產生較大的側向變形，對柱會造成一扭
轉(Torsion)的效應，若是配合上較深的斷
面，可能會產生不可忽視的翹曲應力
(warping stress)，因此在設計 RBS 斷面
時 ， 也 必 須 檢 核 前 述 的 深 柱 效 應 (deep
column effect)，並在 RBS 斷面附近適當的
增加側稱，以控制 RBS 斷面的側位移 ，
避免柱因此種效應發生非預期的破壞，本
次試驗在 RBS 斷面附近亦適當的加入側
向小梁，控制 RBS 斷面的側向變形，試驗
構架如圖九所示。

10m

10m

10m

四、兩層樓試體構架分析模型

10m

試驗鋼板剪力牆
構架

12m
4m
4m

12m

圖七 虛擬 3D 結構
Top of Plate

RBS 3

H 446x 302x13x 21

GL+ 9455
GL+ 8785
3 F TOS

RBS3

H 532x 314x25x 40
2 mm SS 400
infill panel

RBS2

H 350x 252x11x 19

GL+ 4785
2 F TOS

R BS2

至於結構物的週期方面，由於用以模
擬鋼板剪力牆的 strip model 是將挫屈後產
生的拉力場，視為多根建置於±α 角方向
(本試體模型中 α=41∘)且兩端鉸接的 truss
element，因此在計算結構勁度時，對於鋼
板牆所貢獻的勁度會有重複計算的現象，
進而造成所得之結構週期，會比結構物實
際週期要來的小，無法適當反映出結構物
真正的週期，所以必須就結構週期之求取
提出修正的方法，可在建 Model 時只建置
單向的 truss 元素(+α 角或-α 角方向)，求
取結構週期，如此可有效修正所得之結構
週期，使之能確實反映出結構實際的狀
態，但進行構架靜動力分析時，仍需建置
雙向 truss element(±α 角方向)，方能得到
正確的分析結果。

H 532x 314x 25x 40
3.2 mm SS 400
infill panel

RBS 1

H 458x 306x17x27

RBS1

為了能夠對鋼板剪力牆構架在受震時
的行為能有更佳深入的了解，且希望能在
實驗後對照結果，改善模型以得到更高的
準確性，在試驗前針對本次試體所模擬的
虛擬兩層樓結構，利用 PISA3D 進行模
擬，並討論其分析結果，PISA3D 模型中，
鋼板剪力牆是使用 12 條兩端鉸接的 truss
element 來模擬，分別建置在±41∘的方
向，至於材料特性方面，用以模擬鋼板之
truss element，是使用新開發出來的僅能承
受張力材料(TensionOnly material)，而梁柱
方 面 則 是 使 用 雙 線 性 材 料 (Bilinear
material)，至於降伏強度與降伏後勁度則
是參考材料試驗結果做適當調整，以期模
型能貼近現實狀態，進而得到較佳之預測
結果，PISA3D 模型圖如圖十所示。

GL+ 825
Base TOS

圖八 試體構架立面

圖十 PISA3D 模型

圖九 兩層樓鋼板剪力牆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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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1. 利用 PISA3D 程式建立模型，採用 Strip
model 模擬未束制鋼板剪力牆時，若使用
新開發之 TensionOnly material 來代表拉
力桿件的行為，無論在勁度、強度或遲滯
迴圈飽滿程度均能準確模擬，可以推論
TensionOnly material model 確為一適合的
拉力桿件性質。
2. 梁柱接頭採用 RBS 時，應考慮是否有
深柱效應的產生，並適當的在 RBS 斷面附
近增加束制側位移的支稱，以免柱發生非
預期的破壞情況。
3. 本 研 究 新 開 發 之 拉 力 桿 件 材 料 性 質
TensionOnly material，在拉降伏區段是採
雙線型模型，未來若能改成以會走動與等
向硬化(kinematic 與 isotropic hardening)的
塑性模型來模擬，應可得到更佳的模擬結
果。
4. 關於鋼板剪力牆行為，現今所採用的
strip model 確能得到相當準確的模擬結
果，但在建置 strip model 時，每面鋼板剪
力牆至少須建置 10 根拉力桿件，就模型的
建置上，太過複雜，未來應找尋較為簡單、
方便的模型，來模擬鋼板剪力牆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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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於混合控制最佳化之應用
林子剛1 張國鎮2 高華旋3

摘 要
台灣為一地震發生頻繁且地狹人稠的地方，故一直以來對地震方面的研究相當重
視，除了設法想要預知地震發生的地點和時間，加強結構物的防震能力更是土木工程
界一直以來致力研究的重點。消能減振元件大體上可以分為主動控制元件和被動控制
元件，目前許多新建設的結構物已將被動控制元件視為一必備物，而主動控制的裝置
設備相對於被動控制繁複，故驗證主動控制的裝置設備於實際結構之可行性並提高其
可靠度就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關鍵詞：基因演算法、結構混和控制、結構最佳化

一、前言

2、編碼與解碼

人工智慧求解最佳化問題近年來已相
當 普 遍 ， 例 如 ： 類 神 經 網 路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 、 模 糊 理 論 （ Fuzzy
Theory ） 、 基 因 演 算 法 （ Genetic
Algorithm），而本研究乃是以基因演算法
來求解最佳化問題。由於基因演算法能搜
尋到全域之最佳解，而且只需要定義符合
求解問題之適存度函數，以及給予簡單的
參數設定，即可求解各類最佳化問題，具
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因此，在本研究中我
們導入基因演算法作為求解直接回饋增益
矩陣之工具。

編碼是將每一個變數編成適當長度的
字串，可分為實數、整數及二進位制等編
碼型式，最常使用的編碼方式是二進位制
編碼，在基因演算法中，由電腦隨機產生
0 與 1 組成之字串，必須經由解碼轉成十
進位制的實數值，再進行適存度函數值的
計算。
3、定義與計算適存度函數值
依據問題的目標，我們可以定義合適
的適存度函數值（Fitness Function），此
為最佳化過程中的重要關鍵。經由解碼之
後，得到每一個字串所轉換的實數值，即
表示問題的其中一個解，代入適存度函數
計算，得到之適存度函數值的大小表示物
種的適應能力，每一代演化進行之後，必
須對新物種解碼與計算適存度函數值。

二、基因演算法流程
1、產生初始族群
首先，由電腦隨機產生初始族群
（Initial Population），初始族群就是問題
的初始解，這種隨機產生的方式，可以使
初始族群均勻分部於搜尋空間中。族群裡
的物種個體稱為染色體（Chromosome）或
稱為字串，每一條染色體即是對應參數空
間的一組解。

4、選擇與複製
複製是依據每一物種的適應程度，來
決定其在下一子代中應被淘汰或被複製且
保留的個數多寡的一種運算過程，適應能
力強的物種，存留的機會高，反之，適應
能力差的物種，則會被淘汰。基因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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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據上一步驟所計算的適存度函數值作 化問題的優點在於，不需要任何假設與前
判斷，選擇存留下來的物種，再經過複製， 提，只需要定義符合降低結構物反應訴求
產生和母代相同的字串。
之適應度函數，就可以求出全域最佳解。
5、基因交配
交配過程是隨機選取交配池中的兩個
母代字串，彼此交換位元資訊，進而組成
另外兩種新的物種。交配之目的，是為了
產生更優秀的子代，使子代物種具有更強
的適應能力，改善母代基因。
6、基因突變
突變過程是隨機選取一物種字串，並
隨機選取突變點，然後改變物種字串裡的
位元資訊，。突變是基因演算法中每一代
演化的最後一個步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運算過程，其目的是為避免求得之結果陷
入局部最佳解，對於二進位制而言，突變
就是將突變點的字元由 0 變為 1，由 1 變
為 0。
7、終止條件判斷
較為簡單的判斷方式，可以給定一個
演化的世代數目做為終止條件，或是判斷
目前的最佳適應函數值是否達到所要求的
標準，是否達到收斂。

無論是 LQG 法或是應用基因演算法
之主動控制，其直接回饋增益矩陣皆為線
外計算，已於理論分析前備齊。LQG 法要
求得系統第 k+1 步所應施加於結構之控制
力，是以結構之各自由度在第 k 步的相對
地表位移與相對地表速度作為回饋資料，
與已備妥之直接回饋增益矩陣 GLQG 相
乘即可得到。

u[k + 1] = G1 x[k ] + G2 x[k ] = GLQG z[k ]
應用基因演算法之主動控制律，我們
又使用兩種不同的回饋資料組合，取代
LQG 法的回饋資料。
1.

以應變與控制力為回饋資料
以欲求取之控制力時間點為基準，取
結構之各自由度的前六個時間點的應變資
料與前三個時間點的控制力資料做迭代，
和已備妥之直接回饋增益矩陣 GGAS 相
乘，而得到控制力，可以表示為：

uGAS[k]=GGAS{s[k−6];s[k−5];";s[k−1];u[k−3];u[k−2];u[k−1]}
2.

二、理論分析與數值模擬
本研究的特色是引入基因演算法於主
動控制理論中，將基因演算法與套裝軟體
MATLAB 整合運用，作為搜尋最佳直接回
饋增益矩陣的方法。本章主要介紹應用基
因演算法之主動控制理論與一般主動控制
理論的差異，並經由理論分析結果，驗證
以基因演算法最佳化搜尋，可以找出最適
合結構特性的最佳直接回饋增益矩陣，而
達到有效降低結構物受到外力擾動之下所
產生的位移與加速度反應
1、應用基因演算法之主動控制律
在本研究中，我們改變了傳統主動控
制的回饋資料，分別以應變及控制力、加
速度及控制力取代位移及速度做為回饋資
料，並應用基因演算法為搜尋最佳直接回
饋增益矩陣之方法。基因演算法求解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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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速度與控制力為回饋資料
以欲求取之控制力時間點為基準，取
結構之各自由度的前六個時間點的加速度
資料與前三個時間點的控制力資料做迭
代，和已備妥之直接回饋增益矩陣 GGAA
相乘，而得到控制力，可以表示為：

uGAA[k]=GGAA{a[k−6];a[k−5];";a[k−1];u[k−3];u[k−2];u[k−1]}
2、理論分析結果比較
以基因演算法搜尋直接回饋增益矩陣
時，是以 EL Centro 地震歷時作為樣本歷
時，因此，我們將所搜尋到之直接回饋增
益矩陣帶入，選擇 EL Centro 地震歷時進
行理論分析，同樣的將 LQG 法之直接回
饋增益矩陣帶入進行理論分析，因圖表繁
多，僅附上各個控制方法於結構物第六至

表2

第八樓層之折減率比較表。
表1

EL Centro 實驗結果之折減率比較表
EL Centro 150gal

EL Centro 理論分析之折減率比較表

LQG

GA_strain

GA_accel.

EL Centro 150gal
LQG

GA_strain

GA_accel.

6F

7F

8F

6F

7F

8F

6F

7F

8F

38

41

39

41

42

43

37

38

35

51

47

43

53

48

46

47

46

40

53

55

52

51

52

43

45

49

51

63

59

58

56

53

54

51

50

45

Max
6F

7F

8F

6F

7F

8F

6F

7F

8F

A%

Max
A%

Max
48

47

47

55

57

53

44

46

46

D%

Max
D%

Rms
45

44

43

58

58

57

47

46

45

A%

Rms
A%

Rms
62

61

59

68

66

66

63

62

59

D%

Rms

由實驗結果之折減率比較表可以看
出，各個控制方法皆能有效降低結構物反
應，而位移之控制效果又比加速度控制效
三、實驗測試結果
果來得好，其中應用基因演算法搜尋直接
由理論分析結果得知，應用基因演算 回饋增益矩陣，並以應變、控制力作為回
法於結構主動控制是可以有效達到控制效 饋資料之方法與 LQG 方法所得到的控制
果，有了理論分析結果做為依據，我們更 效果差不多，而以加速度、控制力作為回
期望能將主動控制理論實現在實際結構物 饋資料之方法的控制效果稍微較差一點；
上，有效降低結構物受地震擾動下之反 再對照理論分析結果之折減率，發現實驗
應，因此，進行實驗以驗證理論之可行性。 時各個控制方法之控制效果與理論分析之
實驗測試正式進行之前，除了實驗試體與 控制效果有大約 10%的差距，將理論分析
設備裝置完成之外，還必須檢查各個感應 與實驗之控制力峰值做比較，可以看出，
器是否能正常運作，線路連接是否正確等 在各個控制方法下，實驗之控制力峰值均
等；主動控制系統極為複雜，任何一個環 小於理論分析之控制力峰值許多，因此我
節出錯，都可能造成整個系統將無法正常 們將實驗之控制力歷時帶入 MATLAB 程
運作。由於實驗時施加於結構物上的控制 式進行理論分析，在整理折減率比較表，
力是由已經備妥的回饋增益矩陣與回饋資 所得到之控制效果與實驗接近，因此可以
料相乘，若是有一個感應器失效，所計算 確定理論分析模型之正確性，理論分析可
出的控制力就不正確了，就會使控制振動 以模擬實驗結果。
反應之效果降低，因此實驗的準備與操作
過程需要相當謹慎以減少誤差。實驗之結 表 3 EL Centro 實驗結果之控制力峰值
構試體為八層樓縮尺鋼結構物。
比較表
D%

68

68

67

70

70

70

69

69

69

實驗測試主要可以分為兩個部份：

地震歷時

（一）應用基因演算法之主動控制實驗，

EL Centro

（二）傳統主動控制 LQG 法實驗。

控制方法
LQG
GA_strain
GA_accel.

理論分析
4874
4919

實驗測試
3746
2361

4658

2981

單位：N

第一部份的實驗又包含兩種不同回饋
資料組合之實驗測試：1.以應變、控制力
為回饋資料，2.以加速度、控制力為回饋
資料。經由振動臺實驗得到之 EL Centro
地震歷時作用下之結構反應，由於實驗結
果圖表太多，僅附上各個控制方法於結構
物第六至第八樓層之折減率比較表。

四、結論
改變主動控制律方面：
1. 改變回饋資料之後，亦能達到控制效
果，表示利用基因演算法能搜尋全域最
佳化之直接回饋增益矩陣，使用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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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設定簡易，並且可適用於各種回饋
資料。
2. LQG 方法以相對地表位移與相對地表
速度作為回饋資料，量測相對位移資料
需使用參考，改以應變、控制力或以加
速度、控制力作為回饋資料，除了可以
降低感應器的使用數目，而且應變計與
加速度計安裝方便也更輕巧與穩定，可
以實際應用於工程上。
理論分析與實驗結果方面：
1. 由理論分析與實驗結果得知，在不同的
地震歷時作用下，結構所產生的位移反
應與加速度反應，無論在最大值或均方
根值均有明顯的降低，則應用基因演算
法之主動控制能達到有效控制結構振
動反應之目的。
2. 實驗之結構反應折減率與理論分析之
折減率有一些差距，其原因為實驗時之
控制力未如預期般發揮，因此將實驗之
控制力歷時帶入理論分析，所得之控制
效果符合實驗結果，可確定理論分析模
型之正確。

五、展望
本研究是利用基因演算法搜尋直接回
饋增益矩陣，定義適存度函數與簡單之參
數設定後即可使用，其參數設定方面還可
以多加嘗試其他組合，並配合不同的回饋
資料更改其參數設定；由於基因演算法之
演化過程中，可能在早期就出現特別優秀
之染色體而被大量複製，造成染色體的多
樣性降低，未避免這種未成熟之收斂結
果，可以修改適存度函數，搜尋更佳之直
接回饋增益矩陣。未來將進一步擴展基因
演算法與其他人工智慧間之相互結合，以
及嘗試不同的回饋資料對控制效果之影
響，以其研發更完善之控制理論，並且能
更適合實際應用於土木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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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梁與預鑄柱之預力接合研究
葉勇凱1 黃世建2 黃建勳3

摘 要
預鑄預力混凝土建築有預鑄構造之高品質及施工快等優點，而且由於預力的存
在，能降低地震後結構之殘餘位移，使建物的使用功能保持。但是預力結構於強震區
使用有極不利之因素，因為預力鋼鍵不允許在地震力下進入降伏階段，使得結構消能
機制不易產生。因而本研究探討消能裝置於梁柱接頭所能提供之消能機制，以達到預
鑄預力混凝土建築結構之耐震需求。
本研究測試三種不同型式的預鑄混凝土梁對梁塑鉸區和接頭區的影響，其一是比
較內部接頭在右梁放置螺箍筋左梁放置橫箍筋情況下，左右梁塑鉸區的抗壓與破壞情
形。其二是在預鑄混凝土梁內放置鋼筋並使鋼筋穿透接頭，之後灌無收縮水泥砂漿將
鋼筋錨定，觀察鋼筋的消能效果，並探討此種型式與傳統預力梁柱接合系統的差異性。
其三是在預鑄混凝土梁外加裝消能鋼板，實驗規劃的測試參數為消能板長度和施加預
力大小，觀察在不同參數下消能板的消能效果和對梁塑鉸區、接頭區的影響。

關鍵詞：預鑄預力混凝土建築、塑鉸、消能鋼板、消能機制

本研究測試三種不同型式的預鑄混凝
土梁消能裝置。探討消能裝置對於梁塑鉸
一般傳統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有自重過
區和梁柱接頭區的影響。其一是比較內柱
大、跨度小、容易產生裂縫、施工期長，
的情況，其右梁放置螺箍筋，而左梁放置
在高樓建築物上有鋼筋組立、混凝土澆置
橫箍筋，左右梁塑鉸區的抗壓與破壞情
作業困難等問題。反觀預鑄構件有自重
形；其二是在預鑄混凝土梁內放置鋼筋並
輕、斷面小、跨度大、施工期短等優點。
讓鋼筋穿過梁柱接頭，以無收縮水泥砂漿
因為預鑄構件能夠大量且快速生產，預鑄
將鋼筋部分錨定，觀察鋼筋的消能效果，
構件運到現地又能夠快速組裝並施完預
並探討此種型式與傳統預力梁柱接合系統
力，有效減少工地現場噪音、振動及污染，
的差異性；其三是外柱的情況，在預鑄混
既經濟方便迅速又安全衛生，施工過程中
凝土梁外加裝消能鋼板，實驗規劃的測試
減少大量人力。雖然預鑄構件的成本比一
參數為消能板長度和施加預力大小，觀察
般鋼筋混凝土來的高，就工期縮短的經濟
在不同參數下消能鋼板的消能效果和對梁
考量，或是施工的便利性與安全性而言，
塑鉸區、樑柱接頭區的影響。
預力預鑄施工方法還是具有相當競爭力。

一、前言

預力預鑄建築物與傳統鋼筋混凝土最
大的不同是消能的行為，傳統鋼筋混凝土
利用主筋的降伏來消能，但預力預鑄建築
物不允許預力鋼鍵降伏，使得其消能需求
必須藉由外加的裝置來達成。

1
2
3

二、試體規畫與測試
本研究規劃的試體共五組，每一組試
體皆採用後拉預力鋼鍵將梁與柱接合。由
於在梁上施加初始預力，使得地震力傳到
梁上的彎矩需到達足夠打開梁柱界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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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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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裝的消能器才開始作用，一方面使消能
集中在消能器上而讓梁柱免於遭受破壞，
另一方面施加在梁上的預力會使梁柱界面
打開後有回復之趨勢，減少殘留變形，只
要換裝受損的消能器便可繼續使用，相對
使整體結構破壞降到最小，減少修繕維修
費用。五組試體中有三組外部接頭試體，
兩 組 內 部 接 頭 試 體 ， 柱 尺 寸 為
65×65×370cm，梁尺寸為 50×60×305cm。
外部接頭的試體名稱為 LPTC、HPTC、
HPTC-M，內部接頭的試體名稱為 PTC、
Hybrid PTC。其中外部接頭試體 LPTC、
HPTC 以及 HPTC-M 分別在梁柱接合處之
上下兩側加裝 L 型消能鋼板，三支試體的
測試參數為消能段長度與初始預力以及蓋
板設置方式，如圖一所示。在測試參數方
面，LPTC 的消能長度為 180mm，HPTC
的消能長度為 130mm。LPTC 施加的預力
為 1500kN，HPTC 施加的預力為 2000kN。
HPTC 與 HPTC-M 蓋板焊接方式不同，
HPTC 是以 10mm 填角焊焊在梁鋼板上，
HPTC-M 是以 10mm 全滲透焊焊在梁鋼板
上。

兩邊有膠帶纏繞 30cm，消除鋼筋與梁柱之
連接，製造自由消能區，，如圖二所示。

30cm 未握裹

圖二 內柱鋼筋消能試體示意圖
實驗時在柱上下兩端設計模擬為上下
相鄰樓層柱中央的兩個鉸支承。柱之下端
固定於 A 架上，而上端則與油壓千斤頂相
連接，而梁兩端皆以一致動器連接，而在
左右梁端以位移控制，施加反覆載重來測
試試體的耐震性能。施載程序採三角形位
移波，各階段之層間位移角依續為前 3 個
層間位移角 0.375%、0.5%、0.75%各作六
個循環，1.0%作四個循環，其後續層間位
移角 1.5%、2.0%、3.0%、4.0%、5.0%、6.0%
各維持兩個循環，

全滲透焊10mm

10mm蓋板
9mm消能板

2θ y

θy
圖一 外柱鋼板消能試體示意圖

θ sh
θ (δ )

圖三 後拉式預力預鑄梁柱消能機制

內柱試體 PTC 分別在東梁與西梁之
梁塑鉸區放置橫箍筋與螺箍筋，測試參數
為塑鉸區不同的箍筋型式，以此分析比較
預力梁柱接頭的行為模式；另一內柱試體
Hybrid PTC 在施完初始預力後加裝 4 支
6.85m 的消能鋼筋穿過梁柱接頭，再以無
縮收水泥填充，消能鋼筋靠近接頭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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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拉式預力預鑄梁柱消能機制
後拉式預力預鑄梁柱消能機制可分為
5 個歷程來討論，如圖三所示，第一階段Ⅰ
梁柱界面未打開，消能器還未受力，勁度
由未開裂的完全結合梁柱表現，為彈性階

段；第二階段Ⅱ梁柱界面已打開而消能器
還未降伏，由於梁柱界面開口轉角提供額
外的位移，因而勁度較階段Ⅰ為小，仍為
彈性階段；第三階段Ⅲ消能器已降伏，甚
至應變硬化，勁度再次下降，進入非線性
階段；第四階段Ⅳ位移轉向卸載，消能器
以彈性勁度回復，勁度與第二階段Ⅱ相
同，由於消能器已有塑性變形，系統開始
有消能行為；第五階段Ⅴ卸載之消能器降
伏，勁度下降與第三階段Ⅲ相同，直到梁
柱界面開口閉合，進入彈性階段。此五階
段使得後拉式預力預鑄梁柱藉由消能器，
擁有完整消能遲滯圈，又有回復位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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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試體 LPTC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四、試驗結果

● HPTC

各試體的基本差異詳見表一。本文中
載重-位移曲線皆以千斤頂向上推為正。以
下分別就各試體說明試驗結果。

圖五所示為試體 HPTC 載重-位移遲
滯迴圈，並與分析值比較。本試體施加的
預力比 LPTC 大，梁柱界面較晚打開。由
於消能板的焊道加強，消能板在試驗中沒
有滑移，在 3%之前消能效果比 LPTC 理
想，符合預測遲滯迴圈，在 3%之後消能
板開始發生挫屈，蓋板焊道破壞被消能板
挫屈拱起，與預測遲滯迴圈比起來消能面
積變小。在層間位移角 5%達最大測試載
重 536.80kN，此時蓋板已受消能板挫屈推
力而拱起，消能板前後端挫屈，梁無法回
復到原位，殘留變形增大，故測試至 5%
第二迴圈為止。

表一 試體基本差異
LPTC

HPTC

HPTC-M

PTC

外柱
消能
鋼板
消能段
180cm
預力
1520kN

外柱
消能
鋼板
消能段
180cm
預力
2030kN

外柱
消能
鋼板
消能段
130cm
預力
2040kN

內柱
兩梁不
同箍筋

預力
1650kN

Hybrid
PTC
內柱
消能
鋼筋
消能段
300cm
預力
1080kN

● LPTC
圖四所示為試體 LPTC 載重-位移遲
滯迴圈，並與分析值比較。在層間位移角
較大時遲滯圈有退縮現象，而且殘留變位
出現。由於消能板在試驗過程中發生滑
移，使得消能板較晚降伏，不如預測遲滯
迴圈在 0.5%消能板就降伏。在 3%時消能
板開始發生挫屈，造成遲滯圈退縮及殘留
變位。在層間位移角 5%達最大測試載重
480.80kN，同時蓋板受消能板挫屈推力而
拱起，消能板前後端挫屈，梁無法回復到
原位，殘留變形增大，故測試至 5%第二
迴圈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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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試體 HPTC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 HPTC-M
圖六所示為試體 HPTC-M 載重-位移
遲滯迴圈，並與分析值比較。本試體施加
的預力與 HPTC 相同，加強蓋板的焊道。
在 3%之後消能板開始發生挫屈，蓋板焊
道破壞被消能板挫屈拱起，與預測遲滯迴
圈比起來消能面積變小，但消能效果較
HPTC 為佳。在層間位移角 5%達最大測試
載重 540.20kN，此時蓋板已受消能板挫屈
而拱起，消能板前後端挫屈，梁無法回復
到原位，殘留變形增大，故測試至 5%第
二迴圈為止。

迴圈，並與分析值比較。由於沒有外加消
能裝置，消能效果不理想。6%時東西梁塑
鉸區角隅擠碎剝落以及發生明顯的劈裂現
象，東西梁只有極小的撓曲裂縫，整個破
壞集中在梁塑鉸區角隅，接頭區還保持完
好，只發生數條剪力與撓曲裂縫，接頭沒
有明顯破壞情況。
● Hybrid PTC
圖八所示為試體 Hybrid PTC 載重-位
移遲滯迴圈，並與分析值比較。梁柱以預
力鋼鍵接合並以鋼筋穿透接頭來提供消
能，消能效果較 PTC 為佳。破壞狀況與
PTC 接近。依設計的載重-歷時圖，測試至
6%第二迴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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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Analytical

本研究驗證了後拉式預力預鑄梁柱藉
由消能裝置能達到消能的需求，使得系統
具有消能與無殘留變位的極佳表現。於梁
柱界面以鋼板保護，能使非線性變形集中
在消能裝置，使得於實際地震後，能方便
更換裝置，而不需修理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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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試體 Hybrid PTC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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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體 PTC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 PTC
圖七所示為試體 PTC 載重-位移遲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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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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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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針對國內工程界常採用之碳纖維補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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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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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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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專家
學者在這幾年針對校舍建築進行了一連串
相關的實驗與研究，以評估校舍建築之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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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在
國內已經有相當程度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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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學術交
流與國際合作的目的，本研究與日本琉球
大學進行研究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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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而挫屈，柱內混凝土潰散，柱因此喪失
承載強度。針對圍束力不足之混凝土柱，
國內專家學者針對碳纖維複合材料包覆或
鋼板包覆有一系列相關之研究，研究結果
顯示包覆補強可提供混凝土柱額外之圍束
力，增加其剪力強度以及位移韌性，鋼板
包覆補強如圖一所示。

圖一 鋼板包覆補強示意圖

二、補強方式介紹與研究動機
國內許多老舊鋼筋混凝土建築之箍筋
施作常採用九十度彎鈎，並不符合現有耐
震設計規範之要求，於受力後易發生鬆脫
而無法提供圍束力，主筋因失去側向圍束
1
2
3

日本專家學者在補強研究亦投入了相
當的人力與資源，並研發出預力鋼棒補強
方式與預力式鋼板包覆補強方式。預力鋼
棒補強方式以四支預力鋼棒圍繞著方形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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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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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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力式鋼板包覆
補強則藉由預力鋼板錨定在鋼板上以增加
鋼板提供之圍束力，相關補強方式如圖二
所示。相關研究顯示，預力鋼棒補強方式
在不施加預力的情況已可以改善短柱的行
為，而施加預力後對於短柱在強度與韌性
行為上更是有大幅度的改善，如圖三所示。
有鑒於國內補強相關研究大部分是針
對橋樑結構之鋼筋混凝土柱，對於校舍建
築相關補強研究較少，考慮校舍建築混凝
土柱的特殊性並基於學術交流與國際合作
的目的，本研究與日本琉球大學合作，進
行校舍混凝土柱之補強行為研究，研發或
引進新型且實用之補強方式，提升國內既
有校舍建築之耐震能力。

圖二 預力鋼棒與預力式鋼板包覆補強
示意圖 (Yamakaw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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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七支試體完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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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設計參數如表一所
示，試體斷面與配筋如圖四所示。特別注
意的是箍筋並未採用一百三十五度彎鈎配
置，且間距採用 250mm 配置，此是為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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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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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支試體斷面與配筋如圖五所示。
試體施工完畢如圖六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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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結果如表二與表三所示。
表一 試體各項設計參數
Parameter

圖三 預力鋼棒補強效果
(Yamakawa, 2004)

Column Dimension (mm)

600x600

Column Height (mm)

1800

M/(VD)

1.5

Concrete Strength (MPa)

f’c=21 MPa

Longitudinal Steel and Strength

12-#8(D25)
(ρg=1.7%)
Fy=420 MPa

Transverse Steel and Strength

#3(D10)@250mm
Fy=280 MPa

Cross Head Dimension (mm)

1500x1000x950

Foundation Dimension(mm)

1500x1500x950

表二 混凝土 28 天壓力強度試驗結果

三、試體與試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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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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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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之鋼梁斷面為 850x900x50x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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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架
施工完成如圖七所示。

表三 鋼筋拉力強度試驗結果
標稱強度

降伏強度

抗拉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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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體項目

150

試驗架設如圖八所示，L 型試驗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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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之軸向壓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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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支油壓
致動伺服器之合力中心通過試體柱高程中
心，如此可確保試體承受雙曲率彎矩，並
且反曲點產生在試體柱高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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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位移加載歷程如圖九所示，進行
方式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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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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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5
60

D13@10cm(middle region)

Details of the PVC hole

150

D25 (#8)@12cm

150

Unit: cm

圖四 試體設計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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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600

250

Rebar : 20-D29

40

80
600
Details of column section

Web side

Flange side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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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構
架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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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在試驗過程中整個構架能維持
剛性，採用撓度控制設計，以極限設計法
考慮在 200 噸的側向力作用下 L 型構架之
端部側位移角不超過 0.5%弧度。設計之水
平鋼梁斷面為 850x850x50x50，另一向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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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試體施工完成圖

業界在補強方面之技術。本計畫所完成
之試驗與分析結果，預期可為國內校舍
建築之柱補強方式提供進一步之理論
與分析基礎，並且可以為業界引進導入
新的補強工法。此外，也因著國際交流
與學術合作的關係，可推廣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在國際的知名度與名聲。

六、參考文獻

圖七 構架施工完成圖

圖八 試驗架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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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位移加載歷時圖

五、預期成果與未來展望
本研究針對國內較普遍鋼板補強
與碳纖維包覆補強，研究其承受高軸力
與雙曲率彎矩下之性能與結果，並與日
本學者研發之預力鋼棒補強相比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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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形狀記憶合金 RC 結構耐震行為研究
莫詒隆 1 廖文義 2 羅俊雄 3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以形狀記憶合金桿件為 RC 結構之斜撐，其對 RC 結構於韌性
容量與強度上影響之探討，用於研究之 RC 結構為一低矮型剪力牆，形狀記憶合金桿
件配置於牆體之兩側當作斜撐，並與水平成一 25 度之夾角。使用之形狀記憶合金為超
彈性記憶合金與麻田散鐵(Martensite)形狀記憶合金兩種，試驗所得之力與變位遲滯迴
圈圖及破壞模式將與本報告中探討，試驗結果得知剪力牆最大抗剪強度受到記憶合金
桿件之影響。具有超彈性記憶合金斜撐牆體有較小之殘留位移，相對的具有麻田散鐵
記憶合金斜撐牆體則有較多之殘留位移。

關鍵詞：形狀記憶合金、剪力牆、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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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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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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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以形狀記憶合金桿
件為 RC 結構之斜撐，其對 RC 結構於韌
性容量與強度上影響之探討，用於研究之
RC 結構為低矮型剪力牆為主，現以完成
低矮型 RC 剪力牆於兩側配置不同形狀記
憶合金斜撐之試驗。在低矮型 RC 剪力牆
配置形狀記憶合金斜撐試驗中，形狀記憶
合金桿件配置於牆體之兩側當作斜撐，並
與水平成一 25 度之夾角。使用之形狀記憶

1. 美國 University of Houston 教授
2. 國立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
3.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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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金為超彈性記憶合金與麻田散鐵
(Martensite)形狀記憶合金兩種，試驗所得
之力與變位遲滯迴圈圖及破壞模式將與本
文中探討，試驗結果得知剪力牆最大抗剪
強度受到記憶合金桿件之影響。具有超彈
性記憶合金斜撐牆體有較小之殘留位移，
相對的具有麻田散鐵記憶合金斜撐牆體則
有較多之殘留位移。

二、試驗程序
試驗試體為三個低矮型剪力牆，並採
用靜力循環加載之反力牆試驗，剪力牆試
體之寬度為 2 公尺、高度為 1 公尺、厚度
為 12 公分，試體之兩側設置有端構材，端
構材內配置有 4 支 5 號之主筋及 3 號之箍
筋，試體剪力鋼筋採用 3 號鋼筋並配置於
水平與垂直兩方向，圖 1 及圖 2 為試體之
尺寸與配筋圖，其中試體 SMAC 為對照參
考用之剪力牆試體，為不配置記憶合金斜
撐之試體，試體 SMAS 及 SMAM 則為配
置有不同記憶合金斜撐之試體。
410mm

180mm

180mm
410mm

1820mm

B

在對照參考用之剪力牆試體 SMAC
中其水平與垂直兩方向之使用鋼筋比
(steel ratio)為 0.48%，在含記憶合金試體
SMAS 及 SMAM 中之一般鋼筋的鋼筋比
則僅為 0.24%，其少於對照參考試體之
0.24% 的 鋼 筋 比 則 由 形 狀 記 憶 合 金 所 提
供。試驗剪力牆的水平變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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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顯示記憶合金桿件之配置
LVDT 的位置及用於水平反覆循環加載測
試的試驗配置，反覆循環加載測試採用位
移控制方式進行。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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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mm

2 #3 @ 200
787,5mm

A

A

彈 性 (Superelastic) 形 狀 記 憶 合 金 ( 試 體
SMAS)，另一種為麻田散鐵(Martensite)形
狀記憶合金(試體 SMAM)，兩種合金之密
度皆為 6.5 g/c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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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所示則為記
憶合金斜撐安裝於牆體之典型照片。

2 #3 @ 200

499,37mm

B

SMA
Superelastic
Martensite
8%

8%

30 - 83 GPa
195 - 690 MPa

21 - 41 GPa
70 - 140 MPa

1068 MPa

1237 MPa

17.50%
0.33

12%
0.33

2880mm

圖 1 對照試體 SMAC 圖
410mm

180mm

1820mm

B

180mm
410mm

LVDT

425mm

2 #3 @333
787,5mm

A

A

2 #3 @333

SMA bars

499,37mm

B

圖 3 試驗牆體與配置之 SMA 斜撐與
LVDT 圖

2880mm

圖 2 含形狀記憶合金試體 SMAS 及
SMAM 圖
本研究採用兩種不同變態點之形狀記
憶合金為混凝土剪力牆之斜撐，一種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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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
圖 4 和圖 5 分別為試驗試體 SMAC 和

SMAS 的混凝土開裂模式和最後破壞的模
式。試驗期間混凝土的裂縫利用色筆繪於
白色漆之牆面上，在試驗期間，所有混凝
土試體之裂縫均為均勻的發展，在試驗試
體 SMAS 及 SMAM 中並沒有發生剪力牆
端構材破壞的情況，試體 SMAS 及 SMAM
最後破壞為剪力牆體中央部份之混凝土粹
裂與剪力鋼筋挫屈；試體 SMAC 則最後破
壞於剪力牆底部之端構材，如圖 4 所示，
此現象亦使最終之試驗水平強度低於預期
之強度。當試體 SMAM 的水平變位角到達
0.625%時，混凝土牆體上之裂縫寬度大約
為 1 個 mm，於此變位角下暫停試驗並移
除水平千斤頂，後將麻田散鐵形狀記憶合
金加熱至 150 度以觀察其因形狀記憶效果
產生之回覆力對裂縫之影響，經量測得加
熱後之合金僅使牆頂部的位移量減少 0.1
mm。

矮型剪力牆所具有的現象。試體 SMAC、
SMAS 和 SMAM 的最大側力值與韌性如
表 2 中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試體 SMAC 之
破壞主要於端構材底部及端構材和基礎間
的介面間，所以表 2 中 SMAC 的強度和韌
性並不完全真實反映此牆體的最大容量
值，若破壞非在端構材，則其強度和韌性
應該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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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C 之力-位移遲滯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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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試體 SMAC 之破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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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SMAS 之力-位移遲滯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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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試體 SMAS 之破壞照片

-100

圖 6、圖 7 及圖 8 分別為試體 SMAC、
SMAS 和 SMAM 的側力與位移遲滯迴圈
圖，由圖中可以明顯發現 Pinching 效果非
常之明顯，此為具水平與垂直剪力筋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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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SMAM 之力-位移遲滯圈圖

表2
試體
SMAC
SMAS
SMAM

試體之韌性與最大側力值

降伏
位移
(mm)
4.97
3.63
3.03

最大
位移
(mm)
13.93
11.41
10.91

韌
性

最大
側力(t)

2.80
3.14
3.60

89.67
114.66
105.41

4.

5.

四、結語與後續研究
本試驗結果得知剪力牆最大抗剪強度
受到記憶合金桿件之影響。具有超彈性記
憶合金斜撐牆體有較小之殘留位移，相對
的具有 Martensite 記憶合金斜撐牆體則有
較多之殘留位移。在試驗過程中，當具有
超彈性記憶合金斜撐牆體趨近於其極限狀 6.
態時，其中一支合金斜撐產生挫屈之現
象，也因此造成能量耗散值低於原預測值。
本研究之後續研究為進行具 SMA 消
能斜撐裝置之 RC 構架試體振動台試驗探
討記憶合金所提供之消能行為與
Martensite 記憶合金之自我修護與檢測行
為，試體示意圖如圖 9 所示。藉由試驗結
果來討論形狀記憶合金消能裝置之動態消
能行為及其與混凝土構架之動態交互作
用，此試驗之結果除可了解此先進消能裝
置應用於混凝土構架之效能外，另可進一
步修正所發展之應力應變分析模型，並藉
以建立相關實務設計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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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含 SMA 之振動台試驗構架圖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於橋梁沖刷監測之開發研究
林詠彬1 張國鎮2

摘 要
除地震災害所造成之極大損傷外，橋梁沖刷所造成之損害更是嚴重，河川橋梁沖
刷監測技術之研發與現地驗證有其急迫性，台灣地區近十餘年來，西部河川的中下游
其主河道均有嚴重下降的情況，洪水之沖刷對跨河橋梁安全因而產生莫大的威脅，再
者，參考依循之河川橋梁安全監測技術資料又極度缺乏條件下，僅憑管理單位依據人
工經驗，目視檢查傳承從事橋基保護，實非長久之計，傳統之沖刷監測儀器設備與方
法有無法克服之缺點，本文所開發之微機電（MEMS）無線（Zigbee）沖刷監測機構
乃一新穎先進之研發與設計，業經水槽試驗，驗證其優良效果，將於現地橋梁進行安
裝，以便監測橋梁受洪水衝擊與地震侵襲時的安全。

關鍵詞：橋梁、沖刷、地震、監測、MEMS、Zigbee

一、前言
台灣地區因為中央山脈縱列，橋梁為
維持道路交通安全通暢之重要設施，如有
任何損害均將使交通系統與使用民眾遭致
嚴重威脅。交通部於民國 89 年高屏大橋因
為沖刷意外崩塌後，針對所管轄的鐵公路
橋梁進行安全檢測與橋梁複勘 1，發現全國
共有一百一十座橋梁受損，其中公路橋梁
有三十四座、鐵路有七十六座橋梁受損，
公路橋梁部分，因河川沖刷受損的有二十
八座，其餘六座為劣化、超載或地震造成
橋梁傷害。橋梁損害主要是由於橋墩基礎
的穩定失衡所引起，當作用於橋墩外力大
於橋墩基礎所具有的承載能力，如基礎摩
擦力降低或握裹減少時，橋墩基礎將降低
承載能力，產生下陷、位移、傾斜甚至崩
塌的現象。而河水將橋墩台周邊的土壤沖
刷淘空，或地表的沈陷使得周邊土壤與基
腳底部發生間隙，往往是使得橋墩失去承
載能力的主因。特別是河床之沖刷淘空所
造成之橋梁基礎裸露損害，有可能在無警
告性之小破壞之前，即產生瞬間坍塌崩倒
之嚴重橋梁災害；而且因基礎裸露發生事
故均是在惡劣氣候情況之大洪流時期，此

時不易由河岸邊或橋面觀察得到河流之基
礎情況。因此，利用儀器監測河床高程及
基礎沖刷是有必要的；監測資料透過快速
的數據網路傳送技術及資料處理設備，可
以在監測值趨近主管機關研定之各項臨界
管理值時，適時發出必要的警告資訊與救
災準備，以確保橋梁結構及民眾生命財產
安全，並提供橋管及工程搶修人員作為搶
修及必要管制的判斷依據。
近年來，除 921 集集地震所引致的斷
落橋事件，台灣老舊橋梁受損的方式與過
去迥異，最嚴重的當屬因地質條件改變，
如盜採砂石，河道改變，以致於橋墩遭河
水沖刷，原先規劃的橋墩基礎、受力點發
生改變，嚴重影響橋梁安全，以濁水溪沿
線中沙、溪州、西螺、自強及西濱等橋梁
為例，過去十數年間因不肖砂石業者的濫
盜採、及颱風夾帶洪水的衝擊後，目前均
出現嚴重的橋墩基樁裸露情況、甚至有部
份基樁還曾斷裂過；台灣河川由於山脈陡
峭、流域狹小、河流短促、坡度陡峻、侵
蝕及堆積旺盛、豐枯流量懸殊及河砂開採
過剩等原因，部分河流沖刷現象本已非常
嚴重；尤其每當颱風豪雨造成山洪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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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土石洪流更會加速河床淘刷，加劇河
床高程嚴重下降，導致橋梁基礎與基樁裸
露，橋梁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自八十五
年迄今因沖刷災害受損橋梁，如
如中山高基
隆河三號橋、中山高淡水河橋北二高大漢
溪橋、台四線大溪橋、台三線武嶺橋、北
110 線三鶯大橋、台 19 線自強大橋…等，
計有六十八座橋梁因沖刷災害受損。就橋
梁工程技術而言，相關的建造安全技術已
經漸趨成熟，設計施工時對於橋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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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安全的
重要因素。根據公路局轄下三十四座受損
較嚴重的橋梁中，有二十八座是因為河川
沖刷造成，六座是因老化、劣化造成，可
見隨時間的增加，工程技術再好、安全係
數再高的橋梁都有老化、劣化的發生，必
須加強其安全監管與維修才能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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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刷監測系統，以便進行長期之監測與分
析，以提供未來橋梁風險的管理、緊急應
變的依據，如此一來，全國人民對於行的
安全才有多一分的保障。

電運作方式，因此對低功率消耗極為重
視 。 在 媒 體 存 取 控 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與實體層 (Physical Layer,
PHY)，採用 IEEE 802.15.4 WPAN 標準，
ZigBee 在 802.15.4 加入應用及網路通信協
定，以確保各個品牌之互通性。在安全
（Security）方面，Zigbee 在標準中定義以
128bitAES 作為加/解密演算法，在安全考
量而言，Zigbee 可提供使用者最安全的使
用環境。從應用面而言，因受限於頻寬之
故，Zigbee 大部分都是作為控制之用，如
家電控制、監控設備控制、保全設備控制
等，以小資料量傳輸為主的應用。適用及
潛在應用範圍甚廣，包括影音遙控器、燈
光控制、存取控制、保全系統、環境監測、
滑鼠、鍵盤、搖桿、病患監測、健康監測、
工業偵測應用、程序控制等。目前在短距
無線傳輸介面除了以藍芽為主流之外，新
興的短距無線技術如 Wi-Fi、UWB、NFC、
ZigBee 發展也正處在萌芽的階段。其中，
ZigBee 技術主要是以低價與低耗電切入
產業自動化控制、能源監控、機電控制、
照明系統管控、家庭安全和 FR 遙控等領
域；分析家認為，到 2006 年，ZigBee 設
備將會達到每年 4 億台的市場規模，預計
4～5 年內，每個家庭將會安裝大約 50 個
二、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
ZigBee 設備，最終達 150 個 ZigBee 設備，
無線感測網路大多應用於數位家庭控 6～7 年內佔據家庭自動化市場的三分之
制、安全監控、物流追蹤與居家照護等領 二。ZigBee 技術具可靠性、網路化、保密
域，而為了達到大量佈建的目的，無線感 性、全球化應用、低傳輸速率、低耗電、
測網路必須具備低成本、低耗電、小體積、 低成本、反應時間快等優勢，在成為主流
容易佈建，並具備可程式化、可動態組成 趨勢不變下，無線傳輸技術目前為全球最
等特性。802.15.4/Zigbee 正符合以上種種 熱門的研發技術，其監測網路如圖 2 所
需求。由於近來微型製造的技術、通訊技 示。802.15.4/Zigbee 為一個相當先進的技
術及電池技術的改進，促使微小的感測器 術，目前國內外都處於起步萌芽階段，本
（實際的 sensor 如下圖 1）可具有感應、 研究選定 ZigBee 作為微感測器之無線通
無線通訊及處理資訊的能力。此類感測器 訊傳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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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量測試驗與結果
過後的資料以無線傳輸的方式送到資料收
流體壓力可經由壓力計直接量測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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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壓力與動態壓力，本文利用 MEMS 壓力
與 商 業 大 樓 自 動 化 等 工 業 控 制 應 用 。 計於台灣大學水工實驗室進行沖刷、淤積
ZigBee 是針對低傳輸速率 (20-250kbps) 與水位上昇高度之測試研究，以便試驗本
之低成本應用，其中大多數是採用電池供 研究所共同開發之 MEMS 壓力感測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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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MEMS 壓力計係直接安裝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版上，相關量測數據經由無
線網路傳輸的方式即時傳送到電腦，以進
行記錄和分析。
如圖 3 所示，經過特殊封裝的 MEMS
壓力計係安裝於離底部 10 公分的橋墩
上，兩個感測計的距離亦為 10 公分。測試
項目包括靜水壓力、上昇水流水位高程、
淤積與沖刷。為瞭解所開發之壓力計於洪
水衝擊下的性能，本研究藉由水管直接沖
擊首先測試壓力計的訊號反應，如圖 4 所
示 s1 受到水流沖擊之訊號反應其水流流
速為 2m/sec，此一流速接近颱風期間之大
水流速，因為水管水流並不穩定，因此其
水流反應產生上下跳動訊號，此役說明本
壓力感測元件的靈敏性。靜水壓力的測試
結果如圖 5，靜水壓力測試於穩態流速下
進行，以便探討壓力計承受靜水壓力下的
反應，如前所述，兩個壓力感測計相差 10
公分，因此其靜水壓力值亦應該相差 10
公分，圖 5 顯示其壓力差值為 10 公分，
並藉此作為感測計的校正方式。
圖 6 為上昇水流的測試，颱風期間的
洪水侵襲不單對橋樑具有嚴重的危害，當
洪水越過堤防發生溢流時，對人民生計的
影響危害更大，因此即時監測水位上昇的
速率與水位高成非常重要。圖 6 顯示其水
位上昇之即時反應。s1 感測計於第 30 秒
時首先受到水流沖擊產生訊號，而 s2 則於
第 65 秒時產生水流沖擊訊號，且其水壓差
值約為 10 公分的差距，此時的動態水壓因
為水流流速很小，其壓力值摻合於靜水壓
中，關於此一動態水壓量測將持續於後續
研究中加以分析。沖刷研究則如圖 7 所
示，s1 和 s2 埋於約 50 公分高的土堆中以
便進行沖刷試驗，於圖 7 可見到 s1 首先因
為水流沖刷土堆使 s1 直接受到水流衝
擊，s2 則接續受到水流作用，因為原先水
流高程較高，靜水壓力加上土堆壓力，因
此圖 7 起始的壓力值較高，為加快沖刷效
應水槽持續放水，水流高程降低，因此靜
水壓力亦降低，一直到水槽水流逐漸流失
為止，使以其壓力逐漸降低。

MEMS 壓力計經由 Zigbee 無線網路
於水槽測試成功顯示本文所發展之沖刷監
測系統之效用，Zigbee 無線網路亦可藉由
安裝 MEMS 加速度計，直接安裝於橋墩做
為橋梁受地震衝擊時地震反應即時量測，
以便分析地震侵襲時橋梁之健康損害情
形。

四、結論
除地震災害所造成之極大損傷外，橋
梁沖刷所造成之損害更是嚴重，河川橋梁
沖刷監測技術之研發與現地驗證有其急
迫性，台灣地區近十餘年來，西部河川的
中下游其主河道均有嚴重下降的情況，洪
水之沖刷對跨河橋梁安全因而產生莫大
的威脅，再者，參考依循之河川橋梁安全
監測技術資料又極度缺乏條件下，僅憑管
理單位依據人工經驗，目視檢查傳承從事
橋基保護，實非長久之計，傳統之沖刷監
測儀器設備與方法有無法克服之缺點，本
文 所 開 發 之 微 機 電 （ MEMS ） 無 線
（Zigbee）沖刷監測機構乃一新穎先進之
研發與設計，業經水槽試驗，驗證其優良
效果，將於現地橋梁進行安裝，以便監測
橋梁受洪水衝擊與地震侵襲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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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式半主動控制系統之研發
林沛暘1

摘 要
半主動控制器（如磁流變制震器）基本上為一被動控制器，但其系統特性可以即
時地作調整，而且調整時所需的能量很小。半主動控制系統運作的方式則是和主動控
制一樣，由感測器所量得的訊號，經由控制器的運算求得最佳的控制指令，輸入半主
動控制器來做控制。半主動控制系統的優點在於較高的控制效率，與對不同結構與外
力的可適性。系統運作時所需的能量很低，穩定性與可靠性同被動控制系統。本研究
將應用此半主動控制系統的特性，結合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進行半主動控制樓
房基底隔震系統之研究。隔震系統結合滾動單擺支承系統以及中心研製之半主動控制
磁流變減震器，以感測器所量得的訊號透過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即時計算出最
佳的控制訊號來進行控制。並以整合型計劃所提供之單層標竿鋼構樓房結構進行震動
台試驗驗證。

關鍵詞：半主動控制系統、標竿結構、隔震系統

一、前言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半主動控制基底隔
震系統的開發，以及進行實尺寸標竿鋼構
樓房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震動台試
驗。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的回復力由
滾動單擺支承系統所提供，此系統可以提
供穩定有效的隔震週期，且僅有微小的滾
動摩差阻力。隔震系統的消能機制則由半
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所提供。此複合式
系統組合可以增加隔震系統之控制範圍以
及對不同外力作用下之可適性。運用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針對隔震系統的
需求設計半主動控制邏輯迴路，可根據隔
震系統之反應來做即時控制訊號計算，控
制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達最佳化控
制。整個系統裝置於整合型計劃所提供之
單層鋼構樓房結構，於中心震動台進行試
驗，驗證整個系統於各種不同震波與震度
下之控制效果。

二、半主動控制系統設計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
1

半主動控制系統與傳統主動控制系統
最大的不同在於運用半主動控制減震器來
取代主動制動器，其優點在於大幅提升系
統穩定性與可靠度，並減低裝置與維護成
本。但由於其為半主動減震器，如本研究
所採用之磁流變減震器，傳統的主動控制
系統無法直接導入使用。必須加入半主動
減震器的非線性模型，方能將計算出的控
制力轉換成為半主動控制訊號。為簡化此
一半主動控制設計流程，本研究應用
Fuzzy-Logical 控 制 理 論 ， 以 及
Matlab-Simulink 所提供的設計環境，來進
行半主動控制系統的設計。本研究的控制
目標明確（在容許的隔震系統衝程範圍內
有效減低上部結構的加速度反應），因此
將上部結構的加速度反應以及隔震系統位
移反應作為輸入訊號，半主動控制磁流變
減震器之控制電壓為輸出訊號。進行模糊
控制理論的設計流程。圖一顯示半主動控
制 例 “S3” ， 各 輸 入 與 輸 出 訊 號 的
Membership function 以 及 設 計 完 成 之
Control surface.。應用此依設計流程可以避
免複雜的非線性磁流變減震器模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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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一控制目標明確之控制系統，直覺式
的控制器設計亦可以達到極佳的控制效
果。

b: Photo of the Magnetorheological damper

(a) Input 1: Absolute
2
acceleration. (m/s )

(b) Input 2: Relative
displacement (m)
c: Photo of the rolling pendulum system

圖二 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上圖）
與滾動單擺支承系統（下圖）照片

Data Aquisition System
(d) Control surface

為實際測試此半主動控制樓房基底隔
震系統的實際控制效果，本研究應用整合
型計劃『結構控制與系統識別──大型實
驗驗證』所提供之單層樓標竿鋼構樓房結
構進行鎮動台測試。此樓房結構長 3m 寬
2m 高 3m。底層與頂層各為 6ton（包含結
構自重與配重塊）。四組滾動單擺支承系
統分別與四支柱腳相接，一組中心研製之
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20kN/300mm）
則裝置於隔震層中。圖三顯示半主動控制
磁流變減震器（上圖）與滾動單擺支承系
統（下圖）照片。
圖三顯示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震
動台試驗配置。振動台、上部結構底層與
頂層均裝置有位移、計速度計與加速度
計。圖似顯示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震
動台試驗感應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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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竿鋼構樓房半主動控制基底
隔震系統震動台試驗

DSpace I/O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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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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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半主動控制例“S3”，各輸入與輸出訊
號的Membership function以及設計完
成之Control surface

Contril current

(c) Output: Command voltage

LVDT
LVDT

Shake Table

圖三 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震動
台試驗配置
震動台試驗時，感應器資料痛過中心
的資料擷取系統儲存。其中部分資料（結
構底層加速度與隔震層位移）則透過 BNC
線接入 dSPACE 控制系統。透過先前設計
完成之 Fuzzy-Logical control surface，即可
計算出及時的控制電壓，並輸出給慈流變
減震器作及時的控制。

於慈流便減震器依職維持高電壓狀態，因
此出力最大，隔震系統位移最小，加速度
控制效果最差。半主動控制系統融合這兩
各被動控制系統的優點，其加速度控制效
果優異，在隔震系統衝程範圍內亦可以承
受 500gals 的近域地震(１９９９集集地震
TCU075)。特別在中小震度下，半主動控
制系統更能兼顧加速度與隔震系統位移的
控制效果。證明此半主動控制系統對不同
的外力作用下有可適性，可以做最適化的
控制。

圖四 半主動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震動
台試驗感應器配置圖
本研究醫共進行四組被動控制（固定
控制電壓）以及三種半主動控制，見表一。
測 試 地 震 波 包 含 El Centro NF (1970
array#6)、El Centro FF (1940)、Kobe、以
及 1999 集集地震 TCU075、 TCU076 與另
外一俎遠域的 TCU076 紀錄。各種震波均
由 50gals 開始測試，逐步增加至隔震系統
達位移上限為止。
表一 震動台試驗例列表
Case Control Type
P-off
Passive
P-04V

Passive

P-08V

Passive

P-max

Passive

S1

Semi-active

S2

Semi-active

S3

Semi-active

Fixed Uncontrolled

Description
Power-off
Constant command Voltage --0.4Volt
Constant command Voltage --0.8Volt
Constant command Voltage --1.2Volt (max-power)
Semi-active / Control FIS =
S1.fis
Feedback: DMR
Semi-active / Control FIS =
S2.fis
Feedback: A1a, DMR
Semi-active / Control FIS =
S3.fis
Feedback: A1a, DMR
Uncontrolled / Fixed Base

圖五 被動控制（P-max, P-off）以及半主
動控制例”S3”之最大反應控制效果
比較圖

圖五顯示被動控制（P-max, P-off）以
及半主動控制例”S3”之最大反應控制效果
比較圖。由圖可見，在無控制電壓下(P-off)
隔震系統可以有極佳的加速度控制效果，
但若面對近域地震，其位移迅速超出極
限，只能承受不到 300gals 的震度。另外
一組被動控制（最大控制電壓 P-max）由

圖 六 顯 示 半 主 動 控 制 例 ”S3” 於 El
Centro earthquake excitation (normalized to
700gals)下之控制電壓歷時圖、磁流變減震
器出力歷時圖、遲滯迴圈圖。由圖可見半
主動控制系統反應快速，蝴蝶狀的遲滯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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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圖反映了此半主動控制的設計目的，在
隔震系統衝程容許範圍下盡可能地減低上
部結構的加速度反應。滾動支承系統的遲
滯迴圈圖幾乎為一條線，表示其相當於一

Fuzzy-Logical 控制設計流程便可以達到極
為優異的控制效果。振動台試驗的結果驗
證此半主動控制系統較被動式控制系統
（固定控制電壓模式）有著更優異的可適
性，可針對不同的外力作用作最佳的控制。

線性彈簧，只負責提供隔震系統回復力，
與設計目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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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外力。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的運用
簡化了整個半主動控制系統，雖然控制邏
輯的設計流程中有人為判斷，但由於基底
隔震系統的控制目標較一般減震結構直接
明確（減低上部結構加速度反應並維持隔
震系統的衝程限制），因此直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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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導向被動與半主動控制橋樑支承系統
縮尺橋樑結構震動台試驗
林沛暘1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應用智慧型磁流變減振器於功能性導向橋樑支承系統。本研究承續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近年來的磁流變減振器測試與其應用研究成果，研發、製造智
慧型磁流變減振器。運用功能性導向橋樑支承系統整合型計畫中的縮尺橋樑結構進行
應用磁流變減振器於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之研究。以震動台試驗的方式將此智慧型
磁流變減振器結合滾動單擺支承系統，應用於功能性橋樑支承系統。

關鍵詞：隔震系統、磁流變減振器、橋樑支承系統

一、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將功能性導向的
概念導入橋樑支承系統，應用被動與半主
動控制系統提升橋樑支承系統的控制效率
與對應各種外力境況之可適性。
橋樑隔震系統可以有效地減低上部結
構加速度反應，但若地表加速度過大或是
近斷層地震來臨，橋樑支承系統會產生過
大的位移造成落橋等重大危害，因此如何
控制橋樑支承系統的位移便成為一大課
題。J.N. Yang 教授曾提出以主動控制的方
式來減低位移反應，但主動控制所需能量
過大（K. Kawashima, 1991）
，可行性不高。
H. Iemura,則提出以額外的被動減振器來
來減低位移反應。
有鑑於磁流變減振器具有優異的消能
效果，本研究將結合磁流變減振器與滾動
單擺支承系統成為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
統，同時減低降低橋樑加速度反應以及兼
顧橋樑支承系統位移。由於關鍵元件磁流
變減振器的選擇有限，中心現有的 300kN
出力是合於橋樑結構，但由於其採 by-pass
形式，控制變化率不高，無法得到較高的
控制效果。因此本研究採用中心研製之
20kN/300mm 磁流變減振器。由於其線圈
1

位於活塞頭中，磁流變由活塞頭與油壓缸
間的微小間隙通過，不需要外在的 by-pass
機構，因此其出力變化率較高（約略
1.5kN~17kN）。藉以提升半主動控制系統
的控制範圍以及控制效率。
橋樑隔震系統的回復力由滾動單擺支
承系統所提供，此系統可以提供穩定有效
的隔震週期，且僅有微小的滾動摩差阻
力。隔震系統的消能機制則由半主動控制
磁流變減震器所提供。此複合式系統組合
可以增加隔震系統之控制範圍以及對不同
外 力 作 用 下 之 可 適 性 。 運 用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針對隔震系統
的需求設計半主動控制邏輯迴路，可根據
隔震系統之反應來做即時控制訊號計算，
控制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達最佳化
控制。整個系統裝置於整合型計劃所提供
之單縮尺橋樑結構，於中心震動台進行試
驗，驗證整個系統於各種不同震波與震度
下之控制效果。

二、半主動控制系統設計
---Fuzzy-Logical 控制理論
半主動控制系統與傳統主動控制系統
最大的不同在於運用半主動控制減震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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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主動制動器，其優點在於大幅提升系
統穩定性與可靠度，並減低裝置與維護成
本。但由於其為半主動減震器，如本研究
所採用之磁流變減震器，傳統的主動控制
系統無法直接導入使用。必須加入半主動
減震器的非線性模型，方能將計算出的控
制力轉換成為半主動控制訊號。為簡化此
一半主動控制設計流程，本研究應用
Fuzzy-Logical 控 制 理 論 ， 以 及
Matlab-Simulink 所提供的設計環境，來進
行半主動控制系統的設計。本研究的控制
目標明確（在容許的隔震系統衝程範圍內
有效減低上部結構的加速度反應），因此
將上部結構的加速度反應以及隔震系統位
移反應作為輸入訊號，半主動控制磁流變
減震器之控制電壓為輸出訊號。進行模糊
控制理論的設計流程。圖一顯示半主動控
制 例 “S3” ， 各 輸 入 與 輸 出 訊 號 的
Membership function 以 及 設 計 完 成 之
Control surface.。應用此依設計流程可以避
免複雜的非線性磁流變減震器模型，應用
於此一控制目標明確之控制系統，直覺式
的控制器設計亦可以達到極佳的控制效
果。

二、數值分析結果
為驗證此智慧型磁流變減振器的實質
應用效果，本研究採用縮尺橋樑結構為控
制結構。結合磁流變減振器與滾動單擺支
承系統組成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圖一
與二為此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裝置設計
圖。

圖二 裝置半主動控制橋樑支承系統之
縮尺橋樑結構前視圖
將整體橋樑系統簡化為上部結構（圖
二藍色部分）與下部結構（圖二紅色部分）
兩者間以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做結合
（圖九藍色部分）。結構運動方程式可以
簡化如下：
[ M ]{ X} + [C ]{ X } + [ K ]{ X } = − [ M ]{ X g } + [ B ] * [ FMR ] (2)

為研究磁流變減振器的控制效益，本
研究採用單一磁流變減振器，因此在此
[ FMR ] 分別為 1Xn 的矩陣（n 為分析總點
數）。
(a) Input 1: Absolute
2
acceleration. (m/s )

(b) Input 2: Relative
displacement (m)

(c) Output: Command voltage

(d) Control surface

圖一 半主動控制例“S3”，各輸入與輸出訊
號的 Membership function 以及設計
完成之 Contro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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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地 震 記 錄 為 El Centro
NS-dir.，此地震記錄的特色在於其頻寬甚
廣，適合用於控制系統的效能評比。圖三
顯示裝置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with MR)
與純滾動單擺支承系統(w/o MR)之橋樑上
部結構加速度(A2)、支承系統位移（D2）
與橋台位移（D1）歷時圖。加入 0.4Volt
的磁流變減振器，上部結構的加速度大幅
下 降 （ 地 表 PGA=700gal ， 上 部 結 構
PGA=116gal），支承系統的位移也被有效
地抑制（0.39mÆ0.14m），橋台的位移也
稍微減低。

主動控制系統於極限地震歷作用下可以與
最大控制電壓之被動控制系統有相同的位
移。但其上部結構佳速度減低效果較佳。

圖四 裝置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之縮
尺橋樑結構震動台試驗照片

圖 三 裝 置 複 合 控 制 橋 樑 支 承 系 統 (with
MR) 與 純 滾 動 單 擺 支 承 系 統 (w/o
MR)之橋樑上部結構加速度(A2)、支
承系統位移（D2）與橋台位移（D1）
歷時圖

三、複合控制橋梁支承系統震動台
試驗
為驗證此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的真
實性能，本研究採用整合型計劃所提供之
縮尺橋樑模型進行震動台試驗驗證。圖似
顯示裝置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之縮尺橋
樑結構震動台試驗照片。圖五顯示震動台
試驗感應器配置圖。此縮尺橋樑模型之縮
尺係數為 7.5。由於採用縮尺模型，因此
測試地震波歷時需做壓縮轉換，但由於本
研究採用滾動單擺支承墊，其周期並未因
縮尺結構而改變，因此震動台測試包含一
般地震與壓縮地震歷時。控制模式包含被
動控制系統（包含最小到最大的 6 種固定
控制電壓），以及三組半主動控制。圖六
與圖七分別顯示於輸入震波 El Centro 500
gal（時間軸未壓縮），被動（最大控制電
壓）與半主控制下之輸入加速度(A0)、橋
樑上部結構加速度(A-Dl, A-Dr)、支承系統
位移（LVDT-MR, LVDT-DP）與左右橋柱
頂移（Ａ-Pl, A-Pr）歷時圖。由圖可見半

圖五 震動台試驗感應器配置圖

圖六 被動控制下之輸入加速度(A0)、橋
樑上部結構加速度(A-Dl, A-Dr)、支
承系統位移（LVDT-MR, LVDT-DP）
與左右橋柱頂移（Ａ-Pl, A-Pr）歷時
圖---El Centro 500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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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顯示半主動控制下之橋樑上部結
構加速度(A-Dl)、支承系統位移（ＤMR）、
控制電壓(CV)與磁流變減振器出力
（LMR）歷時圖---El Centro 500 gal。其中
上部結構加速度(A-Dl)、支承系統位移（Ｄ
MR）為半主動控制系統回饋訊號，控制
電壓(CV)為即時計算出並輸出給磁流變
減振器之控制訊號。由圖可見半主動控制
系統可以有效地根據結構物的反應做即時
運算，磁流變減振器也能根據此即時計算
出的控制指令做快速的變化（見磁流變減
振器出力（LMR）歷時圖）。

四、結論
本研究以磁流變減振器結合滾動單擺
支承系統成為複合控制橋樑支承系統，藉
由滾動單擺支承系統提供適當的隔震系統
回復力，阻尼力則由具備優異消能特性的
磁流變減振器提供。降低橋樑上部結構的
加速度反應，同時兼顧支承系統的位移控
制。數值分析結果顯示，複合控制橋樑支
承系統可以有效隔絕地震力，同時避免支
承系統有過大的位移，保障橋樑的安全。
且對不同震度下均能做自適化的調整，達
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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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與虛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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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初步建立一套地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和虛擬實驗室系統。在地震工程實驗
資料模型方面，本研究根據常見的地震工程實驗資料的特性，參考美國實驗資料管理
方法，規劃一套地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並初步開發一套地震工程實驗資料管理網頁
系統，以期有效管理與保存寶貴的實驗資料。在虛擬實驗室方面，本研究以本中心實
驗室為例，一方面建立實驗室空間與設備之 3D 數位模型，建立實驗室導覽系統，另
一方面引入虛擬實境技術，以動態方式呈現振動台實驗的過程。

關鍵詞：地震工程實驗、實驗重現、資料標準模型、虛擬實驗室

一、前言

二、實驗資料標準模型

地震工程實驗是地震工程研究中，相
當重要的一環。每一個地震工程實驗的結
果與資料，不論是材料測試資料，耐震元
件性能測試結果，破壞機制觀察評估，或
是新耐震技術研發測試，對於後續的技術
研發與工程實務應用，都是相當寶貴的資
源。然而地震工程實驗過程繁瑣，實驗資
料類型複雜，要將實驗過程與結果巨細靡
遺地保存、呈現與再利用，是個相當具挑
戰性的課題。
本 計 畫 的目的在於整合資料管 理與
虛擬實境等資訊技術，建立地震工程實驗
資料管理與實驗過程重現，提高地震工程
實驗資料的利用價值。本年度(94 年)以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實
驗室為範例，初步建立(1)實驗資料標準模
型與測試系統，(2)實驗室 3D 模型與導覽
系統，(3)實驗過程與結果 3D 動態視覺化
系統。以下分節介紹。

實驗資料的管理一直是國內外地 震
工程領域專家所關心的課題。為了有效保
存實驗資料，本研究參考國內外相關發
展，以實驗資料標準化為出發點，推動實
驗資料管理的研究發展。
本研究以美國史丹佛大學所提出 的
Reference NEESgrid Data Model (Peng
and Law, 2004)為藍圖，並徵詢中心相關
實驗研究人員之建議後，建立一套地震工
程實驗資料模型。此資料模型的開發，乃
應 用 物 件 導 向 技 術 (Object-Oriented
Techiqure) (Rumbaugh and Blaha, 2004)來
進行分析與設計之技術，制定符合中心需
求的初期實驗資料模型，並以關聯式模型
(E-R model) (Chen, 1976)建立更具體的資
料關聯性，並加以實作。
參考美國 Reference NEESgrid Data
Model 的作法，本研究將實驗資料類型分
為五大基礎類別，包括實驗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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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理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技術師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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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儀器設備(Apparatus)、儀器設
備 設 定 (ApparatusSetup) 、 資 料 元 件
(DataElement) 與 其 他 複 合 類 別
(ComplexType)。圖一為五大實驗資料基
礎類別與其子類別之繼承關係。圖二為各
類別間之關係圖。圖一與圖二均採用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Rumbaugh and Blaha, 2004)軟體模型呈現
標準法來表示。
為考量與中心資訊環境的整合，本研
究將物件類別模型轉換為符合中心現況
的關聯式資料模型(如圖三)，同時評估未
來在系統轉換上可能面臨的問題。

網頁版的測試介面(如圖四)，一方面以實
際的實驗資料範例作為資料模型完整性的
驗證，一方面測試此實驗資料雛型系統之
功能性與穩定性。

圖四 資料模型測試介面

三、虛擬實驗室導覽系統
為使一般大眾能更深入了解本中心環
境及設備，期望藉由虛擬實境能提供使用
者身歷其境的導覽效果，讓使用者可以在
虛擬的世界中自由遊覽本中心的各個角
落，此外，也希望藉由互動式的導覽功能，
將本中心相關實驗設備與資訊呈現在使用
者面前，並能提供機具設備操作模擬之介
面，模擬實際機具的操作情形。未來並可
配合實驗過程動態呈現系統(見下節)將實
驗室場景與實驗結果同時展現。

圖一 五大實驗資料基礎類別

圖二 資料模型類別關聯圖

圖三 本實驗資料模型之關聯式資料模型
圖(E-R model)
依據此實驗資料模型，本研究發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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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室 3D 幾何模型建立方面，本
研究將本中心大樓切割成辦公大樓、實驗
場、地面、振動台、反力牆、強力地板等
區塊，利用 3D 建模與動畫軟體 3D Studio
MAX 6.0 (Autodesk, 2005)，建構出上述區
塊的 3D 模型。3D 模型表面則利用貼圖技
術，配合實際建物色澤表面或外觀照片來
建立。考量未來 3D 模型擴充性，幾何模
型採用區塊化的分割，增加將來擴建模型
的便利性。虛擬實境環境則採用虛擬實境
軟體 Quest3D 3.0d (Act 3D, 2005)來建
立。圖五至圖八分別展示本中心之外觀、
實驗室振動台、反力牆與天車之 3D 模型。
實驗室導覽系統可以配合導覽說明，將動

態文字以半透明的方式來呈現。此外，天
車為可動之實驗設備，可由使用者或程式
來模擬其前後左右上下之多自由度的操
控。這些多媒體與互動式的導覽功能，不
但讓使用者身歷其境，亦有助於使用者更
有效地獲取更專業而正確的資訊。

圖八 天車 3D 模型與使用者操控界面

四、實驗過程動態呈現系統

圖五 本中心外觀 3D 模型

圖六振動台 3D 模型

圖七 反力牆與強力地板 3D 模型與導覽介紹

實驗過程動態呈現系統應用虛擬實境
的技術將結構動力分析數據以 3D 動畫的
方式呈現，一方面可供結構設計人員在設
計過程中從不同角度觀看結構幾何資訊，
一方面利用此系統達到輔助結構動力分析
的功能。在結構動力教學方面，此系統亦
可以作為動態模擬的示範系統，幫助學生
瞭解動力行為複雜的空間幾何資訊。系統
設計是利用物件導向之概念，使用者可以
依照不同需求增加自行撰寫的物件函式於
系統程式碼內，並更新系統功能，使之能
夠更富有擴充性。
地震工程實驗結果通常是大量的數
據，在對應至 3D 空間的幾何概念，往往
是抽象而難以理解，不易解讀，甚至造成
其他人對於實驗數據的錯誤解釋。若能在
實驗之設計流程之中，輸入結構試體的設
計參數，實驗後亦適當地輸入實驗資料，
即可以在 3D 空間中以虛擬實境的方式呈
現，一方面提高實驗再利用時的真實感，
一方面亦減少實驗資料誤用的可能性。
本系統可讀取實驗數據之位移歷時資
料，亦可以讀取結構動力數值模擬產生的.
位移歷時資料，並將結構位移歷時資料轉
換為程序指令(script)，最後由前述的 3D
Studio MAX 軟體讀取程序指令，呈現動態
實驗過程。以下以結構隔減震控制系統之
動力分析為例，展示本系統。

127

如圖九所示，系統的視窗可分為四個
區塊呈現，分別為 A 區：設計展示區、B
區：隔減震模擬展示區、C 區：輔助資料
區與 D 區：地震資料顯示區。結構設計人
員依照如圖十之流程即可完成相關的設
定。以下是各區塊簡介：
1. 結構設計展示區：使用者完成各項設計
選單的設定時，系統將會於設計展示區
呈現在三維空間的圖像資訊，並且可利
用鍵盤或滑鼠操控進行攝影機的前後
左右移動以及改變視角方向。在動力模
擬呈現時，設計展示區會同時呈現未設
置控制系統的結構動力模擬動畫。
2. 隔減震模擬展示區：使用者若有選擇設
置隔減震控制系統，動力分析時將會於
此區域呈現動畫展示，而攝影機的鏡頭
與設計展示區同步進行，可以方便比對
兩者動態呈現的差異。
3. 輔助資料區：顯示提供使用者在結構物
設計時，所需要的相關資訊。除此之
外，在於結構動力模擬時，若於結構物
中裝設感測器，會呈現感測器資料的歷
時圖。
4. 地震資料顯示區：顯示已選取的地震加
速度歷時圖。

圖九 天車 3D 模型與使用者操控界面

圖十 實驗過程動態呈現系統操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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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展望
為了建立一套地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
和虛擬實驗室系統，本研究以本中心實驗
室為對象，分別進行以下工作：(1)擬定地
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與初步建立地震工程
資料管理網頁系統，(2)建立實驗室空間設
備 3D 數位模型與實驗室導覽系統，與(3)
利用虛擬實境技術，建立實驗過程動態呈
現系統。目前此三套子系統均可以獨立運
作，並依照實驗室實際需求，持續擴增其
架構、功能與各子系統間的整合性。
未來的地震工程實驗資料模型與虛擬
實驗室將整合。完整而有系統的實驗資
料，將配合虛擬實驗室的展示功能，呈現
地震工程實驗的過程與結果。未來此地震
工程實驗資料與虛擬實驗室的整合系統，
將提供研究人員與實務界工程師利用，藉
此大幅提高地震工程實驗資料的再利用
性，提升每一個地震工程實驗的學術價值
與實務工程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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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非線性分析數值模擬平台功能擴充與應用
林柏州1 許芳瑋 1 莊明介 1 蔡克銓2 楊元森3

摘 要
電腦數值模擬與分析已成為結構抗震領域中的重要工具，利用電腦的高速運算能
力，分析者得以快速地對複雜的高樓建築、橋樑及抗震元件等結構，作準確的分析與
模擬。本中心在結構非線性數值模擬技術方面，除了應用商業化軟體與引入 OpenSees
分析程式之外，並持續開發 PISA3D/VISA3D/GISA3D 之分析功能與提升執行速度。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執 行 重 點 為 (1) 持 續 開 發 並 應 用 現 有 之 非 線 性 結 構 分 析 環 境 ， 並 擴 充
PISA3D 為子結構擬動態試驗之分析引擎，(2)從程式基本架構層面進行改良，建立更
具擴充性的物件導向程式架構，並開發可進行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pushover)之功能，
(3)引入最新科學視算軟體技術，提升前後處理程式的 3D 繪圖效率與操作功能。

關鍵詞：結構非線性分析、前處理與後處理、PISA3D、VISA3D、GISA3D、
擬動態試驗、側推分析、3D 電腦繪圖、物件導向技術

一、前言
數值模擬方法在地震工程研究方面扮
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不論是產業界或
學術界，都需要一套適用的非線性數值模
擬平台，以方便地更新這些先進結構系統
或耐震元件的數值分析模型，輔助工程分
析與設計或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已針對上
述需求，與國立臺灣大學合作研發非線性
結構分析程式 PISA3D[1]、視覺化繪圖後
處理程式 VISA3D[2]，以及圖形化前處理
輸入界面 GISA3D[3]。本年度的主要執行
重 點 為 繼 續 改 進 PISA3D 、 VISA3D 與
GISA3D 的軟體架構，進行物件程式庫之
擴充，以利於國內外工程界更有效地進行
非線性動力結構分析，並引進最先進的電
腦繪圖技術與軟體模組，與結構分析前後
處理程式結合。

二、增加 PISA3D 在擬動態實驗之
分析功能
1
2
3

擬動態試驗為現今的結構工程實驗室
常採用的試驗方式，試驗者只需使用靜態
試驗的設備，即可獲取如震動台試驗般可
靠的結果。本計畫 94 年度研究成果之一即
是將 PISA3D 擴充到 ISEE (Internet-based
Simulation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網
路試驗平台上[1]，使 PISA3D 具備子結構
擬動態試驗分析引擎的功能。在 ISEE 的
PNSE (Platform for Networked Structural
Experiments)平台上[4]，有限元素分析引
擎(本計畫採 PISA3D)與 CGM (Command
Generation Module) 之 關 係 詳 見 圖 一 。
CGM-Shell 負責工作為一切與 PNSE 伺服
器的網路溝通工作；PISA3D 則負責結構
分析的運算，取得實驗室裡子結構試體的
反力。綜合數值模型中，子結構以外的解
析結構反應後，可計算出各自由度應有的
下一步位移反應，完成逐步動力分析的歷
時反應。作為擬動態試驗的分析引擎，
PISA3D 除了擴充設定試體反力、取得試體
位移、開始與結束動力分析等函數界面
外，並自 PISA3D 軟體架構內的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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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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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繼承了 SpecimenBC 類別，用以代表實
驗試體元件，但此元素類別並不計算及傳
回反力，而是自實驗室取得量測得的試體
反力。
FEA-CGM

圖二 BCSection02 Section
CGM-Shell
CGM- shell

FEALIB
FEALIB
PISA3D

NSEP communication
Set restoring force
Get displacement

圖一 FEA 與 CGM 架構示意圖
本年度(民國 94 年)本中心進行的「兩
層樓實尺寸 BRB 子結構雙向受震擬動態
試驗」[4]已使用 PISA3D 作為分析引擎。
試驗過程中，反力訊息和位移指令均成功
藉由函數的呼叫傳遞。此實驗驗證了
PISA3D 與擬動態試驗控制軟體之成功整
合。

三、PISA3D 非線性分析架構更新與
程式庫之擴充
本年度在 PISA3D 方面的相當重要之
研究成果包括改良其非線性元素的軟體架
構，亦即針對軟體中的 Element 類別、
Section 類別與 Material 類別均作了修改，
賦予各類別更清楚之責任與相互關係，並
對其非線性行為的收斂性作改進。經過修
改，各類別的擴充性已大幅強化，使研究
人員能更有效率地將其研發成果、非線性
結構元素、斷面及材料特性擴充於
PISA3D 中，並可繼續使用 PISA3D 之程
式庫與所有分析功能。
除了修改分析架構之外，本研究並擴
充了 PISA3D 的 BCSection02 Section 非線
性梁柱斷面指令[2]。如圖二所示，此種斷
面最大特點在於分析者可藉由定義不同材
料特性來個別指定梁柱元素的各種塑鉸特
性。彎矩降伏塑鉸與剪力降伏塑鉸的特性
均可指定不同材料，供分析者對不同的塑
鉸降伏強度與遲滯行為作更詳盡的設定。

在非線性材料程式庫中，本計畫擴充
了 Fracture Material 此種具備韌性容量有
限特性之破裂材料[5]，可供分析者在側推
分析(Pushover analysis)中搭配不同的非線
性元素使用。如圖三所示，分析者可定義
BCDE 與 B’C’D’E’的破裂包絡面，在 C 與
C’應變之前材料為雙線性行為，超出此應
變則視為發生破裂，其韌性容量將如分析
者設定而降低。圖三並示意此材料之遲滯
行為，發生破裂後卸載再加載時材料將會
發生強度劣化行為。圖四顯示材料在未發
生破裂前為彈性卸載，發生破裂後分析者
可指定其勁度衰減的卸載參數。圖五(a)顯
示在 PISA3D 所測試的一個平面門型鋼構
架，模型樓高 3.6m，其梁柱均採用 W4×13
型鋼斷面，並搭配 Fracture Material 指定其
塑鉸特性。經 PISA3D 側推分析的結果，
在屋頂位移達 1m 時塑鉸分佈如圖五(a)，
全部側推過程的構架反應如圖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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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PISA3D 平面鋼構架側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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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限元素結構分析後處理繪圖
引擎之程式庫開發
本研究配合中心之有限元素結構分析
程式開發計畫，完成後處理繪圖部分的程
式庫開發和視覺化界面。本程式從基本架
構層面進行改良，建立更具擴充性的物件
導向程式架構，並引入最新科學視算軟體
技術，與國內逸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後處
理模組，提升後處理 3D 繪圖效率及可擴
充性。後處理模組程式包含「視覺化層」
和「繪圖技術層」。視覺化層根據結構分
析的視覺化需求，處理分析程式所提供的
資料，以供繪圖技術層使用。繪圖技術層
則提供了互動式的旋轉、放大、平移、色值對應圖(color map)、半透明設定、物件
點選(picking)、動畫錄製等所需之功能。
而在擴充性架構的設計上，繪圖技術層又
細分為以現有的 MATFOR 繪圖程式庫[6]
為核心，對基礎繪圖單元進行繪圖的「基
礎繪圖層」，具備模組化 C++ class 的「結
構表現層」與「元素表現層」，以及以程
式開發環境 Borland C++ Builder 發展使用
者人機介面的「應用程式層」[7]。

圖七 載重分布圖

圖八 桿件斷面圖

本程式提供 2D/3D 結構外型圖、靜/動
態變形圖、靜/動態模態變形圖、塑角分佈
圖、變形與塑角分佈複合圖(如圖六)、載
重分佈圖(如圖七)、桿件斷面圖(如圖八)、
桿件的應力/應變/受力顏色分佈圖(如圖九)
與分析資料查詢功能(如圖十)。

圖九 受力顏色分布圖

圖十 分析資料查詢

五、有限元素結構分析程式圖形界
面之研發

圖六 變形與塑角圖

本計畫開發出支援 PISA3D 的視覺化
後處理程式 VISA3D，除能充分節省使用
者於分析結果判讀的耗時，更能於模型建
構之際，提供使用者進行模型校閱之用。
而繼 VISA3D 之後所開發的視覺化前處理
器 GISA3D[3] ，如圖十一所示，可提供甚
為直觀的模型建構環境，透過滑鼠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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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的基本操作，使用者可望以更有效率
的方式進行模型定義與維護的相關工作。
參照 Smalltalk-80 為使用者圖形界面所
立下 Model-View-Controller 架構典範(簡
稱 MVC 架構) [8]，GISA3D 藉由 Borland
C++ Builder 的視覺化元件程式庫 VCL
(Visual Component Library )，完成 View
與 Controller 部分，並透過 OpenGL 的繪
圖函式庫來增益 VCL 元件之視窗類別
TForm 於 3D 繪圖方面的能力，而 MVC
架構之互動機制中的 Model 即是為圖形界
面所包覆之資料模型。GISA3D 研發之際
預見了來日需求的增加，特別是 Model 部
分，故此導入物件導向的設計思維與實作
技術，除了追求當下的執行效率更能兼顧
日後系統的維護成本。
GISA3D 開發的過程中，適逢本中心的
「兩層樓實尺寸 BRB 子結構雙向受震擬
動態試驗」的進行[4]。該實驗採用 GISA3D
既有架構，搭載實驗數據擷取的相關模組
後，成功地在本中心 PNSE 網路實驗平台
中提供試體反應即時展示功能。如圖十二
所示，在功能上不僅增益使用者對於擬動
態試驗的進程掌握與結果認知，對於
GISA3D 的架構，也是再一次的印證其物
件導向設計的成效。
誠如上開所言，GISA3D 的既有架構採
用 OpenGL 作為 3D 繪圖底層。本計畫另
嚐試以 MATFOR 為基礎，取代原先之
OpenGL，並與現有架構進行整併。如此，
GISA3D 即可跳脫舊有藩籬，實現三維空
間中新增、選取、移除結構元素及節點等
等操作方式，提供使用者更多卓越的功能。
1.Main Title Bar

3.Tool Bars

2.Menu Bar

5.User-defined View Plane
6.System Units

4.Status Bar

7.Mouse Pointer Position

圖十一 GISA3D 使用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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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擬動態試驗繪圖模組

六、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持續開發適於工程界與學術界
使用的非線性結構分析平台，並利用其物
件導向的軟體架構，整合軟體於實驗室的
分析需求，以及提供清晰的非線性程式庫
擴充界面，達到既有軟體元件有效率的再
運用。本研究完成的架構與功能增修，將
有利於未來在此軟體上繼續擴充非線性元
素、材料與開發多樣化的數值方法程式
庫。在與國內軟體業界的合作之下，本程
式引進先進的 3D 繪圖技術，提升後處理
功能與速度性能。未來並將持續規劃更完
整與更有效率的圖形介面。

參考文獻
1. 林柏州與蔡克銓, “物件導向非線性靜動態三維
結構分析程式之研發,” 台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報告, CEER-R92-04, 2003
2. 許芳瑋與蔡克銓, “物件導向非線性靜動態三維
結構分析之視覺化後處理程式之研發,” 台大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報告, CEER-R92-05, 2003。
3. 蔡 克 銓 與 莊 明 介 , “結 構 分 析 程 式 物 件 導 向
使 用 者 圖 形 介 面 之 研 發 ,”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心報 告 , NCREE-05-012, 2005。
4. Wang, K.J., Tsai, C.Y., Tsai, K.C., Lin, B.Z.,
Weng, Y.T., Lin, M.L., Cheng, W.C., Lin, J.L.
and Chuang, M.C., “3D Substructural Hybrid
Tests of a Full Scale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d
Frame”, Proceedings of ANCER 2005 Annual
Meeting, Jeju, South Korea, Nov. 10-13, 2005
5. Lin, B.Z and Tsai, K.C., “PISA3D R2.0 User’s
Manual”,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January, 2006.
6. AnCAD, Inc., MATFOR 4.0 in C++ User’s Guide,
AnCAD, Inc., Taiwan, 2005.
7. 逸奇科技公司, “NCREE 有限元素結構分析後處
理繪圖引擎之程式庫開發,” 技術報告, 2005.
8. Lalonde, W. R. and Pugh, Inside Smalltalk,
Prentice-Hall, 1990.

地震工程知識資料庫之建置與應用(II)
耐震設計及強地動知識庫之建置與應用
謝尚賢1 鄭維中2 周光武 2 古鈞元3 林顯堂4

摘 要
本研究之長期目標為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知識管理的導入與實現，以期能促進
中心知識產出之有效應用及推廣。為達此目標，本研究利用具快速且及時資訊傳播能
力的網路技術，建置中心知識網站及知識應用系統。而為配合當前中心研究發展進程，
本研究目前先選定耐震設計進行知識網站及知識社群的建置。再者，本研究為配合中
心研究於地震監測資料的應用需求，研發台灣區結構物強震監測資料系查詢系統，作
為強地動主題知識網站之應用系統。

關鍵詞：知識管理、知識入口網站、主題知識網站、知識社群、耐震設計、
結構物強震監測

一、前言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簡稱 NCREE）自成立以來，
在大型結構實驗的進行與實驗技術的創
新、地震工程的學術研究，以及結構耐
震、補強與地震災害的模擬與評估等方
面，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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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識將可獲得更廣泛的應用，進
而衍生出更有價值的地震工程新知識來
造福國際社會。因此，如何有效管理
NCREE 的知識產出，推廣並促進 NCREE
知識的應用是本研究之重要目標。
擁有快速並及時的知識傳播能力，網
際網路無疑地是目前知識管理的最佳幫
手。因此，本研究以開發具網路介面的知
識管理平台為一重要工作。而為了與知識
用戶有效互動，目前 NCREE 知識管理平
台則提供 NCREE 知識入口網站，主題知
識應用網站及其所屬知識討論社群(如圖
一)，以期能達成無論是顯性或隱性知識皆
1
2
3
4

能有效分享給 NCREE 的知識用戶，而
NCREE 知識管理平台亦能成為地震工程
知識最佳的學習及發展平台。
由於地震工程領域涵蓋相當多樣的
知識，本研究則依循 NCREE 重大發展方
向並配合其目前重點研究工作，針對耐震
設計主題進行知識文件蒐集、知識資料庫
建置以及主題知識網站的建置。再者，考
慮結構強震監測資料對於地震工程研究
的重要性，且為了使研究人員能夠充分掌
握全台各地接受氣象局監測的建物與橋
梁之受震反應資料，本研究與氣象局合作
並建置台灣地區結構強震資料庫查詢系
統，使結構物地震監測資料的分享更為有
效。
以下則分項簡述本研究 94 年度的成
果，包括設立 NCREE Internet 知識入口網
站、建置耐震設計主題知識網站及知識社
群、以及建置強地動主題之結構物強震監
測資料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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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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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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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EE Internet 入口網站

主題知識網
耐震設計主題
強地動主題
NCREE 教育訓練主題

知識庫

社群

知識地圖
耐震評估主題

NCREE 實驗技術主題

NCREE Intranet 入口網站

NCREE 行政資訊系統

NCREE 研究社群

圖二 NCREE Internet 知識入口網站

圖一 目前 NCREE 知識管理平台功能

二、NCREE Internet 知識入口網站
之初步建置
入口網站建置目標在於提供用戶單一
介面，用以有效存取企業或組織所有該用
戶需要的資訊及應用系統。因此，入口網
站的設計需以減少資訊取得的複雜度及簡
化應用系統之使用為原則。
一般而言，為達此一目標，知識入口
網站需具備網站資訊搜尋、資訊出版、資
訊訂閱(資訊協同分享及傳播工具)、資訊
組織分類(如知識主題分類)、資訊及應用
系統整合、資訊個人化以及資訊有效導引
等特色[1]。本研究已初步建置 NCREE
Internet 知識入口網站（如圖二）。知識用
戶目前可由此入口獲得所有 NCREE 出版
品及所收藏文獻的資訊(如圖三)。此外，
入口網站亦提供電子報訂閱機制，強化
NCREE 資訊及知識的有效傳播。

三、耐震設計主題知識網站及知識社
群
本研究與國立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研
究中心所執行的內政部營建署「建構營建
產業知識地圖分類架構及知識交流標準」
計畫合作，針對耐震設計及防災教育兩主
題進行主題知識地圖及知識網站的建置。
其中，為推廣與應用耐震設計知識庫，本
研究延續 93 年度之工作，持續收集耐震設
計相關之知識文件以充實知識庫之內容
（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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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NCREE 出版品及文獻列表網頁

此外，耐震設計規範之內容與解說綜
合了與耐震設計相關之知識，是結構工程
與地震工程領域相當寶貴的知識結晶，因
此本研究已於前年度擬定耐震設計規範之
XML Schema，本年度即據此 XML Schema
格式，實際建置於民國九十四年七月一日
正式公告施行之修訂版『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說』[2]之 XML 文件。再依規範
及 解 說 之 不 同 應 用 情 境 ， 以 XSLT
（eXtensible Style Language Transform）[3]
技術讓使用者透過不同的網頁呈現方式來
查詢與應用規範及解說之內容（如圖四及
圖五）。此外，本研究亦建構了一個方便
領域專家學者及工程師們討論耐震設計規
範及其相關議題之社群平台（如圖六），
希望能透過對規範及解說條文之方便查詢

與參照，提供使用者良好的討論環境，並
期望能藉由對規範應用上之各類問題所累
積之討論，回饋做為未來修訂規範時參考
之知識。
表一 耐震設計知識庫知識文件統計
知識節點名稱
規範
強地動特性
土壤液化
隔減震技術
結構分析
工程案例
耐震能力評估
維護補強與監測
工程品管

總計

圖四

93 年
度筆數
50
3
26
190
33
1
4
1
0
308

本年度新
增筆數
18
5
--2
-9
-19
53

總計
筆數
68
8
26
190
35
1
13
1
19
361

依設計流程呈現規範條文及解說

圖六

耐震設計知識社群討論平台

四、強地動知識主題—結構物強震
監測資料查詢系統之建置
強地動為地震工程領域之重要研究課
題。因此，本研究與中央氣象局合作，針
對其結構物強震監測資料的實際管理需求
以及 NCREE 研究人員對監測資料之應用
需求進行相關資料庫及資料查詢管理系統
之建置，以期能藉由結構物強震監測資
料、地震事件與地表強震紀錄、監測系統
資訊以及結構物特性等關聯資料的整合，
提供結構物強震監測資料管理與地震工程
研究一個系統化的查詢系統。
圖七為查詢系統之入口網站。透過此
一網站，使用者可藉由描述地震事件(如圖
八)或選定測站的方式(如圖九)查詢到所
需的中央氣象局地震結構物監測資料及相
關分析，包括原始加速度歷時、基線校正
後的加速度、速度及位移歷時，以及監測
資料的傅立葉分析結果，如圖十所示。而
透過測站查詢，亦可獲得氣象局地震監測
站的詳細資訊包括測站照片、監測主機設
定及監測感應器配置等，如圖十一所示。

五、結論
圖五 依查詢結果呈現規範條文及解說

如 前 所 述 ， 本 研 究 已 完 成 NCREE
Internet 知識入口網站及台灣地區結構物
強震監測資料庫查詢系統之初步建置。此
外，本研究延續前年度耐震設計知識庫之
建置工作，持續收集耐震設計相關知識文
件並完成『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
XML 化與初步應用網站之建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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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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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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
為制定防震設計規範之依據，使有效減低災害。然而使用強震儀記錄資料之目的而言，
若能更進一步考慮各測站之地質及地層特性，則資料之可利用性大為提高。因此自民
國八十九年起，中央氣象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合作執行「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
程地質資料庫之建立」計畫，對自由場強震測站之場址地質狀況進行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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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之西半部平原及麓山帶區，共完成 26 處測站之地質鑽探調查與懸盪式波速井測。

關鍵詞：地質調查、強震儀測站、地盤波速、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一、前言

TAP011

本調查計畫之目的在(1)瞭解各測站
之地層地質概況，以增加強震儀資料可利
用性；(2)瞭解測站土層之動態波速性質，
包括剪力波及壓力波；(3)瞭解各強震儀所
在之基礎結構、地表及附近地形、地物情
況，以資研究之用。為達上述目的，本調
查計畫進行之工作項目包括：(1)既有資料
蒐集與參閱；(2)現場鑽探及取樣作業；(3)
測站描述及 GPS 定位；(4)波速井測；(5)
實驗室試驗及(6)報告、分析及建議等工
作。

TCU136

二、工作項目
本年度實際完成之測站鑽孔分佈如
下︰台北縣市 4 孔，桃園縣 1 孔，新竹縣
市 6 孔，苗栗縣 1 孔，台中縣市 5 孔，彰
化縣 7 孔，雲林縣 1 孔，台南縣 1 孔，合
計共完成 26 個測站之地質鑽探調查及懸
盪式井測波速測量，其分佈如圖一所示紅
色點位，另調查測站名稱及站碼則詳列於
表一。
1
2

圖一

94 年度鑽探調查測站分佈圖

2.1 現場鑽探及取樣作業
本年度各測站鑽孔深度皆為 35 公
尺，於鑽探結束後在各鑽孔埋設 2.5 英吋
封底 PVC 管並於管內灌滿水，管壁與孔壁
間則以水泥與皂土(Bentonite)灌漿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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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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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Suspension
P-S Velocity Logging System)量測之用。灌
漿回填後間隔一段時日，俟受擾動之地層
重新趨於穩定後再進行井測，以得到較穩
定之波速結果。

TCU112

洛津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14

北斗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18

永樂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21

合興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31

建功國小

後龍溪沖積層

所有現場鑽探作業及取樣工作均依照
神岡國小
大肚山台地堆積層
TCU136
美 國 材 料 試 驗 協 會 標 準 規 範 (ASTM) 進
行。所有鑽孔於地表下 2 公尺內以乾鑽施
草湖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40
作(部分測站為混凝土或瀝青等舖面除
水尾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TCU141
外)，2 公尺以下之土層則採用沖鑽式(濕鑽)
新竹縣消防局
新竹平原沖積層
TCU153
施鑽，於砂礫石層、卵礫石層及岩層則採
用旋鑽式施鑽；另外，位於黎明國小及石
榴國小二個測站，則採用旋轉式鑽堡機進 2.2 測站描述
行。鑽探過程中每隔 1.5 公尺(卵礫石層為
測站描述之內容包括：
3~5 公尺)或土層變化處進行標準貫入試驗
(Standard Penetration Test，簡稱 S.P.T)， 1. 測站基礎結構：所有測站均拍照記錄，
並調查描繪測站與鄰近結構物間之關
記錄其打擊值(N 值)，並取得擾動土樣(劈
係，包括裝設位置附近是否有結構物或
管試體)進行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分析。
基礎、水溝，裝設地點是否為擋土牆結
表一 94 年度鑽探調查測站清單與地質
構，或是否與鄰近結構物相連等資料。
分區
2. 測站附近地表：裝設位置附近是否有地
站碼
站名
地質分區
表裂縫、沉陷或地層滑動之現象，另外
石榴國小
濁水溪沖積層
CHY083
記錄周遭地形與測站是否有遭人為破
新化
台地堆積層
CHY089
壞。
TAP011

三光國小

台北盆地沖積層

TAP013

長春國小

台北盆地沖積層

TAP014

民生國小

台北盆地沖積層

3. 測站描述示意圖：紀錄測站位置周遭之
地形地物，並繪製測站與周遭結構之平
面與剖面示意圖，如圖二所示。

TAP067

指南宮

第三紀沉積岩層

4. 測站座標 GPS 定位。

TCU016

北門國小

新竹平原沖積層

TCU022

雙溪國小

更新世沉積岩層

TCU026

芎林國小

更新世沉積岩層

TCU050

西屯國小

台中盆地沖積層

TCU056

黎明國小

台中盆地沖積層

TCU062

崇光國小

台中盆地沖積層

TCU081

新竹氣象站

新竹平原沖積層

TCU083

中央大學

更新世台地堆積層

TCU096

新竹師院

新竹平原沖積層

TCU104

公明國小

大肚山台地堆積層

TCU106

彰化師大

現代沖積層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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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平面與剖面示意圖

2.3

波速井測

三、工作成果

一般進行土壤速度井測法，依震源與
受波器之相對位置，可區分為孔間速度井
測法(Crosshole Velocity Logging)、上井法
速度井測（Uphole Velocity Logging）以及
下 井 法 速 度 井 測 （ Downhole Velocity
Logging），這些井測方式基本上震源與受
波器兩者是各自獨立的單元。
本研究利用懸盪式速度井測資料擷取
系統量測地盤波速，此系統將震源與受波
器結合為一體，使震源與受波器間的距離
不會因量測深度的深淺而有所改變。在不
同的量測深度時，震源與受波器距離始終
固定不變，如此震源能量將可透過地層充
分地傳至受波器，不會因距離過大而消散
不易辨識，故其量測所得之訊號解析度較
傳統量測方式清晰。圖三所示為該系統試
驗所得訊號深度序列圖(Depth Sequence)。
0

near

CHY028(雲 林 縣 山 峰 國 小 )

-10

0

near

CHY028(雲 林 縣 山 峰 國 小 )

Depth (m)

Depth (m)

3.1

TAP011 三光國小、TAP013 長春國小
及 TAP014 民生國小測站位在台北盆地內
之沖積層上，鑽探深度內為以泥沙為主之
全新世沉積層。TAP067 指南宮則位在台
北盆地東南側外緣，屬於西部麓山帶地質
區，為第三紀中新世沉積岩組成。
3.2

桃園縣僅有 TCU083 中央大學一站，
位於更新世台地紅土礫石層口。

3.3
-30

0

5

Travel time (ms)

圖三
2.4

10

桃竹苗縣市測站

苗栗縣之 TCU131 建功國小測站則位
於後龍溪沖積層上。

-20

-30

台北縣市測站

新竹縣市之測除 TCU022 雙溪國小與
TCU026 芎林國小位於更新世頭嵙山層
上，其餘 TCU016 北門國小、TCU081 新
竹、TCU096 新竹師院與 TCU153 新竹縣
消防局等四站皆位於新竹平原沖積礫石層
之上。

-10

-20

本年度調查 26 個測站，皆位在西部濱
海平原沖積層、台地堆積層及西部麓山帶
地質區，詳細各測站地質分區如表一所
示。而經由各測站之地質鑽探資料及附近
地質資料得知，各測站的地質概況分述如
下：

0

1

2

Travel time (ms)

3

懸盪式速度井測近端 S 波與 P 波深
度系列圖

台中縣市共有 5 個測站，TCU104 公
明國小與 TCU136 神岡國小係位於大肚山
台 地 堆 積 層 上 ； TCU050 西 屯 國 小 、
TCU056 黎明國小及 TCU062 崇光國小則
位於台中盆地沖積層上。
3.4

實驗室試驗

為瞭解各測站的土壤指數性質與力學
特性，所有於鑽探作業所取得的銅圈土樣
在現場經妥善包裝後，均送回大地工程實
驗室進行各項試驗，包括了顆粒分析(土壤
粒徑曲線)、含水量、單位密度、比重、阿
太堡液塑限等試驗，用以測定土壤之物理
性質，以便將土壤依統一土壤分類法
(ASTM D2487-98)做合適之分類。

台中縣市測站

彰化縣之測站

彰化縣內共有七個測站，皆位於現代
沖積層上。
3.5

雲林縣與台南縣之測站

雲林縣僅 CHY083 石榴國小一個測
站，位於現代沖積層上。台南縣之 CHY089
新化測站位於階地堆積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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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展望
本年度 26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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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力波速大於
360m/sec 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盤），介
於 180m/sec 到 360m/sec 之間者為第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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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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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年度鑽探調查測站地盤分類

站碼

地盤分類

站碼

地盤分類

CHY083

一

TCU083

一

CHY089

一

TCU096

一

TAP011

二

TCU104

一

TAP013

二

TCU106

一

TAP014

二

TCU112

二

TAP067

一

TCU114

二

TCU016

一

TCU118

二

TCU022

一

TCU121

二

TCU026

一

TCU131

一

TCU050

一

TCU136

一

TCU056

一

TCU140

二

TCU062

一

TCU141

二

TCU081

一

TCU153

一

圖四

已調查完成測站分佈圖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年起開始測站調
查及資料建置之工作，迄今已完成 286 個
測站之調查工作，其分佈情形如圖四所
示。其中，八十九年調查重點以速報站為
主，總數量為 60 座；九十年則針對宜蘭
圖五 網站首頁(http://geo.ncr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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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測站調查工作；
九十一年至九十四年則進行全台各地共 參考文獻
161 座測站之調查。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強震儀測
同時，為增加資料之可讀性與應用 站地質鑽探調查工程紀實報告書」，民國
性，本計畫持續將包含速度深度等相關資 九十四年十月。
料系統化，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建構資料
庫。並適時地將成果公告於網頁上，網址
為http://geo.ncree.org.tw（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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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輸入地震歷時研究
簡文郁1

張毓文2

柴駿甫 1

摘 要
為提供實務與研究單位進行設計與分析時結構地震歷時反應分析所需的輸入地
動歷時，本研究研擬一套系統程序以篩選妥適的強地動歷時紀錄，經由地震危害度參
數拆解分析，以確定工址最具潛勢的控制地震的規模與震源距離，最篩選地震歷時紀
錄資料庫的主要依據；並研擬目前已發展成熟之方法程序，使能快速正確地建立與設
計反應譜擬合的強地動加速度歷時紀錄，作為選定工址之結構設計與分析研究使用。

關鍵詞：地震危害度參數拆解、控制地震、反應譜擬合地震歷時

一、前言
內政部於 94 年 7 月頒行『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說』，其中對於隔、制震等
特定結構或系統須使用地震歷時分析進行
設計檢核者，其所需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
之地震紀錄規定於第 3.6 節。規範規定設
計分析的輸入地震紀錄，應採用能確切反
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量地震)之地震
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
錄來進行模擬與調整得到與設計反應譜相
符之紀錄，而地震紀錄模擬之方法，應為
具有可信理論之方法。此一規定明白指出
設計用地震紀錄必須考慮工址的地震潛
勢，因此為工址相依（site dependent）。
前述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地震紀錄的研擬
程序中的初始地震歷時，若能採用真實的
地震紀錄，並在修改過程中儘可能保持其
相位角，則地震歷時在頻率內涵與包絡線
的非穩態特性通常可以被適度的保留，而
得到較佳的模擬結果。
對於大型或重大工程建設，其設計地
震之要求常較為嚴謹，為能達到規範條文
之要求，詳盡考量地震規模、斷層距離與
震源效應之影響。其初始地震歷時之選擇
可經由地震危害度分析與參數拆解之程
序，研究其最具危害潛勢之震源，再據以
1
2

篩選適當的實測地震紀錄。但對於一般性
的工程無法要求進行相同的複雜程序，實
務上急須一套簡化程序來決定耐震設計分
析用輸入地震歷時。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研擬一套系統
程序以篩選妥適的強地動歷時紀錄，提供
實務與研究單位進行設計與分析時做為輸
入地動歷時。

二、控制地震規模與震源距離
設計地震篩選條件之擬定必須考慮地
震危害潛勢，為能確實反映不同工址的地
震危害度的影響，必須根據工址地震危害
度參數拆解分析得到對應設計回歸期的控
制地震，以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而言，必須
由地震危害度參數拆解分析，計算工址
475 年回歸期及 2500 年回歸期的控制地震
(以地震規模及距離 (M c , Rc ) 來表示)。得到
工址的控制地震後即可根據其(1)地震規
模及距離、(2)設計反應譜及(3)地盤種類等
因素，建立設計地震篩選條件。
美國核能委員會(USNRC)1997 年出
版的核能法規 NRC/RG1.165 提出一個決
定最具威脅潛勢的模擬(控制)地震的程
序，透過對均布危害度反應譜的參數拆解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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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將最具威脅潛勢的控制地震算出，以
此為控制地震。將台灣地區以 025 度為單
位的網格化，進行前述控制地震分析，計
算出控制地震的地震規模與震源距離
(M c , Rc ) ，如圖一所示為對應 475 年設計
回歸期的控制地震參數分布圖。結果顯
示，北部地區(台北)的設計地震的規模
(Ms>7.3)較大且距離較遠(Rc>60km)，充分
反映出其地震危害潛勢來源為遠距離的大
規模地震，義及本區主要受到花蓮、宜蘭
地區地震(隱沒帶地震) 的影響。而西、南
部的控制地震規模約在 6.6 至 7.0，距離約
小於 30 公里，均為近震源地震控制。
26N
Magnitude (MS) of Controlling Earthquake
based on 475 Yrs. Return Period

25N

Ms6.7

Ms7.3

Latitude, N

24N

Ms6.9

23N

圖一之控制地震分析過程中考量地震
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之影響，已能
適度反映建築耐震設計規範條文之要求，
因此可用來做為篩選地震歷時的參考條
件，建立可供耐震設計使用之耐震設計地
震歷時資料庫。然而考量實際之地震紀錄
並不充分，尤其缺乏大規模、近震源的地
震紀錄，因此，建議選擇大規模、近距離
之地震紀錄。由中央氣象局之地震目錄篩
選出符合的大規模地震共 12 個，如表一所
列，做為基本地震資料。由於地震動的強
度亦會影響地盤效應，配合設計 PGA 值，
選用大震度的地震來建立資料庫。本研究
最終建立的設計用地震歷時資料庫，根據
兩個條件：(1) 表一所列地震中 PGA 大於
100 gal 的地震歷時；(2)所有 PGA 大於 200
gal 的地震歷時，包含 SMA-1 的地震紀
錄，共約 200 筆地震歷時。
實務應用時，即可根據工址位置及地
盤條件等因子，依序選出最適地震歷時。
這些設計輸入用的地震歷時可以適當地反
映工址的地震危害度，為特定工址輸入地
震(site-specific-design earthquake)。

Ms7.1

Ms6.7
Ms6.9

Ms6.7

22N

三、地震歷時資料庫

控制地震規模
21N
119E

120E

121E

122E

表一 分析所篩選之強震地震紀錄

123E

Longitude, E

26N

Epicenter
Origin Time
(UT)
Lon. (N) Lat. (E)

Source Distance of Controlling Earthquake
based on 475 Yrs. Return Period

25N

Latitude, N

24N

23N

22N

控制地震震源距離
21N
119E

120E

121E

122E

123E

Longitude, E

圖一 台灣地區 475 年回歸期控制地震
之規模與震源距離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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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km)

ML

1999/09/20 23˚51.12΄ 120˚48.96΄

8.0

7.1

2000/06/10 23˚54.06΄ 121˚06.6΄

16.2

6.7

2000/07/28 23˚24.66΄

7.3

6.1

2001/06/13 24˚22.87΄ 122˚36.4΄

64.4

6.3

2001/06/14 24˚25.13΄ 121˚55.7΄

17.3

6.3

2001/12/18 23˚52.02΄ 122˚39.1΄

12.0

6.7

2002/03/31 24˚08.39΄ 122˚11.5΄

13.8

6.8

2002/05/15 24˚39.06΄ 121˚52.3΄

8.5

6.2

2002/05/28 23˚54.78΄ 122˚23.8΄

15.2

6.2

2002/08/28 22˚15.65΄ 121˚22.3΄

12.0

6.0

2002/09/16 25˚06.09΄ 122˚23.3΄

175.7

6.8

2003/06/10 23˚30.22΄ 121˚42.0΄

32.3

6.5

120˚56΄

五、案例分析

以台北盆地內所有測站地震紀錄之
PGV 與 PGA 比值之關係繪出如圖三所
示，圖中並將兩個大規模的淺震源地震
(921 地震及 331 地震)的資料分別以不同
符號表示；以不同的資料及函數型式近似
回歸的結果亦繪於圖中。圖中有數筆資料
的 PGA 值介於 150gal 至 200gal 之間，與
475 年耐震設計之 PGA 值接近，因此，圖
中之回歸分析近似式應具有代表性。

以台北市信義區工址為例，在過去的
研究中發現，台北盆地效應受遠域地震之
影響甚劇，多使得盆地內結構物因大量的
長週期波能量的聚集，而有災損，台北盆
地內的耐震設計規範亦特別考慮此一現
象，其中長週期設計地震 Sa1 則採用較高
的地震需求規定。根據建築耐震設計規範
本區為台北四區，但由實測地震資料分析
發現，長週期之地震反應譜很容易超越台
北四區的設計反應譜，換言之，建築耐震
設計規範對本區之規定可能不夠保守，因
此，本文將本案例之目標反應譜設定為台
北三區。
由第三節所建立的地震資料庫中，根
據工址、測站位置、地震動強度及兩個轉
角週期與地震延時長度等符合度指標，可
篩選數個地震歷時，以其中 2002/03/31 發
生在花蓮規模 6.8 的地震，在 TAP022 的
地震歷時為原始地震紀錄，進行與設計反
應譜擬合的人造地震分析，以時間域分析
143

Acceleration, (Gal)

時間域分析法根據原始地震紀錄反應
譜與目標反應譜之誤差，在時間域原地震
紀錄發生反應極值(即反應譜值)之時間點
附近加減一個微小地震紀錄改變量。對每
個既定頻率均進行微小地震紀錄改變量之
修正。逐次迭代修正致人造地震之反應譜
與目標(耐震設計)反應譜一致，而得到人
造地震加速度歷時。

分析人造地震之速度歷時，發現其速
度之歷時與原始地震紀錄之速度歷時，不
論歷時之型式或峰值(PGV)均有極大之差
異。人造地震與原始地震之速度值之比，
很容易高達 2 倍，此一現象亦發生於
SIMQUAKE 程式等頻率域分析方法。此
結果可能造成結構歷時分析時，與速度相
關或敏感的分析變得不可靠，值得注意。

300

TAP022,2002/03/31,NS,Original

200
100
0

-100
-200
-300

Acceleration, (Gal)

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因其反
應譜與目標(耐震設計)反應譜相符，常作
為結構耐震設計檢核使用，非常適合作為
各種結構歷時分析之輸入地震。工程上製
作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可以採
用頻率域或時間域分析。如 SIMQUAKE
程式即屬於頻率域分析方法，主要根據頻
率域之反應譜值誤差量比例修正其對應頻
率之富氏譜振幅值，逐次迭代修正致人造
地震之反應譜與目標(耐震設計)反應譜一
致，而得到人造地震加速度歷時。

法經數次迭代修改後，使其反應譜與目標
反應譜的差異度符合規範要求，如圖二所
示。其地震加速度歷時的形狀與原始地震
歷時十分相似，並且仍然保佑地震歷時的
頻率內涵與包絡線的非穩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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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應譜擬合地震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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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與設計反應譜擬合之人造地震
加速度歷時與反應譜比較

10

基於以上之地震資料比較與回歸分析
結果，本研究建議台北盆地內之設計 PGV
值由設計 PGA 值或設計 EPA 值計算，其
關係式如下式：

可以採用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加速度
歷時作為輸入地震。

為能符合規範要求，確實反映不同工
址的地震危害度的影響，本研究根據工址
地震危害度參數拆解分析，得到對應設計
PGV = 9.5 ⋅ Ln( PGA) − 16.0 ; PGA ≤ 161 cm / sec 2
回歸期的控制地震參數分布圖，並據以建
= 0.2 ⋅ PGA ;
PGA > 161 cm / sec 2
立可供耐震設計輸入用的地震歷時資料
(1)
庫。工程實務應用可根據工址、測站位置、
其中 PGV 與 PGA 之單位分別為( cm / sec ) 地震動強度及兩個轉角週期與地震延時長
與 ( cm / sec 2 )。
度等符合度指標，依序選出最適地震歷
本研究尚未就人造地震歷時之速度的 時。這些設計輸入用的地震歷時可以適當
不合理部分提出解決方法。建議參考式(1) 地反映工址的地震危害度，為特定工址輸
之關係式，進一步確定人造地震的適用 入地震(site-specific-design earthquake)。人
性，若其 PGV 超過式(1)則予已移除不用。 造地震歷時之速度可能產生不合理，較真
實地震紀錄大，未免發生後續分析困擾，
若 PGV 超過式(1)則予已移除不用。

六、結論與展望

進行地震歷時分析時需選擇適當的加
速度歷時作為輸入地震，可以採用著名之
實測地震歷時，例如 1940 ELCENTRO 地
震 、 1952 年 TAFT 地 震 、 1968 年
HACHINOHE 地震、921 集集地震等；也
Data From Eq. 1999/921
Data From Eq. 2002/331
Data From Other Eqs.
ENV: V = 9.5 * Ln(a) - 16.0
Fit : V = 0.2187 * A (Eq. 921)
Fit : V = 0.2014 * A (Eq. 331)
Newmark and Hall, 1973
Fit : V = 0.1576 * A (Other 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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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北盆地內測站實測地震紀錄
PGV 與 PGA 之關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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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狀岩盤之近斷層地表運動特性研究
柴駿甫1、鄧崇任2、徐文信3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模擬層狀岩盤工址之近斷層設計地震力，藉由非對稱形式之擬動力破
裂模型，考量斷層面之破裂與癒合行為，求得斷層錯動過程之空間-時間滑移函數。本
研究將斷層面上產生錯動滑移之各個破裂點視為三維無限域內部之雙力偶點波源，並
求得相對應之波場勢位能積分表示式。考慮層狀岩盤之場址效應時，則將上述三維無
限域內部引發之波場視為層狀半無限域之入射波場，並結合層狀介質之波傳散射理
論，進一步分析此代表性速度脈衝於層狀岩盤內的波傳行為，探討場址效應對近斷層
地表運動特性之影響，以及對結構物之衝擊。

關鍵詞：近斷層地震、擬動力破裂模型、層狀岩盤工址

異邊界積分方程進行繁複耗時的震源時間
函數計算，卻仍能保有動力破裂的特性，
具有脈衝產生機制中所需之癒合相及其癒
合速度等重要參數。同時，將斷層面上產
生錯動滑移之各個破裂點視為雙力偶點波
源，則可藉由破裂面之錯動滑移量以及單
位點作用力之格林函數解，求得近斷層波
場勢位能之積分表示式。

一、前言
內陸淺層大規模斷層錯動所引發之地
震，其地表運動之最大特徵為在速度訊號
中會有速度脈衝之產生，而對中、長週期
之結構物產生嚴重之破壞。另一方面，若
近斷層工址為波速結構具明顯分界之層狀
地盤，則其場址效應會將脈衝峰值放大並
延長作用時間，故將造成更大之危害。如
何有效模擬層狀地盤工址之近斷層設計地
震力，已為近年來國內外建築物耐震設計
研究之重大研究課題之一。因此，為能評
估內陸淺層大規模斷層錯動引發之地震對
結構物所造成之衝擊，本研究依據合理之
力學模型產生具有代表性速度脈衝且反映
地盤場址效應之地表運動，可用以檢核結
構物之耐震設計是否滿足近斷層地震之特
殊需求，此點對一些座落於斷層附近之層
狀地盤工址的重要結構物而言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為能探討層狀岩盤之場址
效應對近斷層地震之影響及其對結構物之
衝擊，本研究依地盤波速結構將其簡化為
軟岩與堅硬岩盤所形成之層狀半無限域，
定義堅硬岩盤為震源層，且將上述斷層破
裂引致之無限域波場視為此震源層之散射
波源。藉由譜積分之形式，可將散射波源
表示為堅硬岩盤內之上傳波，並求得其震
源係數；軟岩層內之位移場亦可藉由譜積
分之積分式表示為上傳波與下傳波之組
合，而其波傳係數可藉由地表曳力為零以
及交界面位移與曳力連續之邊界條件，以
堅硬岩盤內之上傳波震源係數表示。求得
軟岩層之波傳係數，則可進一步求得相對
應之地表運動歷時及結構反應譜，反映近
斷層地震之場址效應。

本研究衡量諸多速度脈衝的產生機制
之後，考慮以非對稱形式之擬動力破裂模
式取代自相似破裂模型進行分析(Chai, et
al., 2004)；亦即，我們所採用的震源時間
函數雖然是直接給定的，可不必藉由超奇
1
2
3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研 究員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研 究員
台 灣大學 土木 系博士 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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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斷層地震地表位移分析
2.1 入射波場勢位能解
如圖一所示，考慮一個位於三維層狀
半無限域之堅硬岩盤內部，且水平傾角為δ
之斷層面Σ，定義 x=(x,y,z)為層狀半無限域
之整體座標系統，其中 z=0 之平面為軟岩
層與堅硬岩盤之交界面， z = − h 之平面為
自由表面(軟岩層之厚度為 h)，而 y-軸則和
斷層所在平面與自由表面之交線平行。另
一方面，定義ξ=(ξ,η)為建構於斷層面上表
示破裂點位置向量的局部座標系統，其座
標原點與起始破裂點重合，ζ-軸與斷層面
之單位法向量 n 平行，ξ-軸平行錯動方向
並與主破裂延展方向一致，且ξ-軸與 y′-軸
(與 y-軸平行)之夾角為α。同時，藉由定義
之水平傾角δ 與滑移夾角 α，斷層面上各
破裂點之位置向量 x0=(x0,y0,z0) 可由斷層
面上之局部座標系統 ξ = (ξ ,η ) 表示為

x0 = x A + ξ sin α cos δ − η cos α cos δ
y0 = y A + ξ cos α + η sin α
(1)
z 0 = z A − ξ sin α sin δ + η cos α sin δ
其中，xA=(xA,yA,zA)代表起始破裂點之位置
向量。
Free surface
x
Interface

Hypocenter

4π 2
1
χ0 = 2
4π
1
ψ0 = 2
4π

∞ ∞

∫

~ ν ( z − z0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A
dk x dk y
∫ 0e

− ∞− ∞
∞ ∞

~

∫ ∫B

0

ν ′ ( z − z 0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e

dk x dk y

− ∞− ∞
∞ ∞

∫

~ ν ′( z − z0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C
dk x dk y
∫ 0e

− ∞− ∞

(2)

~
~
~
其中，震源係數 A0 、 B0 與 C0 定義為
~
⎤
⎡
k 2 +ν 2
1 ⎧⎪
+ cos 2δ ⋅ 2ik x ⎥
A0 = − 2 ⋅ ⎨sin α ⎢sin 2δ ⋅ x
ν
2k s ⎪⎩
⎦
⎣
2k x k y
⎡
⎤ ⎫⎪
+ cos α ⎢sin δ ⋅
+ cos δ ⋅ 2ik y ⎥ ⎬
ν
⎣
⎦ ⎪⎭
2
2
~
⎡
k +k
ik Λ ⎤
1 ⎧⎪
B0 = 2 ⋅ ⎨sin α ⎢sin 2δ ⋅ x 2
+ cos 2δ ⋅ 2x ⎥
2k s ⎪⎩
k
k ν′⎦
⎣
2k x k y
ik y Λ ⎤ ⎪⎫
⎡
+ cos α ⎢sin δ ⋅
+ cos δ ⋅ 2 ⎥ ⎬
2
k
k ν ′ ⎦ ⎪⎭
⎣
~
⎡
⎤
⎛ kxky ⎞
1 ⎧⎪
⎟⎟ + cos 2δ ⋅ (− ik y )⎥
C 0 = 2 ⋅ ⎨sin α ⎢sin 2δ ⋅ ⎜⎜ −
2k ⎪⎩
⎝ ν′ ⎠
⎣⎢
⎦⎥

(

⎛ k x2 − k y2
⋅⎜
⎜ ν′
⎝

)

⎤⎫
⎞
⎟ + cos δ ⋅ ik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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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參數ν 與ν ′ 分別定義為

ξ
α

y′
x0(x0,y0,z0)
ζ
η
Fault plane ∑

xp(xp,yp,zp)

φ0 =

1

⎡
+ cos α ⎢sin δ
⎢⎣

y

δ

中µ為剪切模數，而 D0 為該作用點之滑移
錯動量。藉由單位點作用力於三維無限域
引致之純量勢位能解，且基於上傳波(z<z0)
之考量，可求得破裂點 x0=(x0,y0,z0)產生單
位滑移量時於觀察點 x=(x,y,z)所引致之純
量勢位能φ 0、χ 0 與ψ 0，並藉由頻率域之譜
積分形式表示為

ν = k x2 + k y2 − k p2 ;ν ′ = k x2 + k y2 − k s2 (4)

z

圖一 整體座標系統、局部座標系統
與相關參數示意圖

而 kp=ω/Cp 與 ks=ω/Cs 分別為縱波與橫波波
數，Cp 與 Cs 則為堅硬岩盤之縱波波速與橫
波波速。
2.2 層狀半無限域之地表位移解

斷層面上任一破裂點 x0=(x0,y0,z0)產生
之錯動，相當於一組淨力矩為零且分別平
行於滑移方向與斷層法向量之雙力偶點波
源，個別力偶產生之力矩值為 M=µD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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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軟岩層與堅硬岩盤形成之層狀半
無限域，並定義破裂點位於堅硬岩盤，則
可將上述斷層破裂引致之無限域波場視為
此震源層之散射波源。同時，可於頻率域

為 x=(x,y,-h)，即可求得破裂點 x0=(x0,y0,z0)
產生單位滑移量時於地表觀察點 x=(x,y,-h)
~
所引致之位移場 uG0 。

將軟岩層內之波場以其純量勢位能之譜積
分式，表示為上傳波與下傳波之組合：
φUL =

1

∞

∫ ∫

∞

~ ν z −ik ( x − x )−ik ( y − y )
AUL e L x 0 y 0 dk x dk y

4π
1 −∞ −∞ ~ ν ′ z −ik ( x − x )−ik ( y − y )
χ = 2 ∫ ∫ BUL e L x 0 y 0 dk x dk y (5)
4π −∞ −∞
1 −∞ −∞ ~ ν ′ z −ik ( x − x )−ik ( y − y )
L
ψ U = 2 ∫ ∫ CUL e L x 0 y 0 dk x dk y
4π −∞ −∞
1 ∞ ∞ ~ −ν ( z + h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dk x dk y
φ DL = 2 ∫ ∫ ADL e L
4π −∞ −∞
1 −∞ −∞ ~ −ν ′ ( z + h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dk x dk y
χ DL = 2 ∫ ∫ BDL e L
4π −∞ −∞
1 −∞ −∞ ~ −ν ′ ( z + h )−ik x ( x − x0 )−ik y ( y − y0 )
ψ DL = 2 ∫ ∫ C DL e L
dk x dk y
4π −∞ −∞
2

−∞ −∞

考慮整個斷層面之貢獻時，可將地表
位移之頻率域解表示為

L
U

uG (x ) = ∫ D (x 0 ) ⋅ uG0 (x; x 0 )dξdη (10)
Σ

其中， D (x 0 ) 為斷層面之滑移函數 D(ξ,η;t)
於頻率域之傅立葉轉換函數，而滑移函數
D(ξ,η;t) 可由非對稱形式之擬動力破裂模
型定義(Chai, et al., 2004)。最後，將頻率域
之位移解轉換至時間域，即可獲得近斷層
地表位移歷時。有關震源係數向量、自由
表面反射矩陣以及交界面反射與穿透矩陣
之詳細推導及各矩陣元素之表示式，請參
閱本研究之研究報告(柴駿甫等，2005)。

各參數之上標 L 代表軟岩層，下標 U 或 D
則分別代表上傳波或下傳波。定義堅硬岩
盤內之入射波震源係數向量、軟岩層內上
傳波與下傳波之波傳係數向量分別為
~
~ ~ ~
A 0 = [ A0 , B0 , C 0 ]T
~
~ ~ ~
A UL = [ AUL , BUL , CUL ]T
(6)
~L
~L ~L ~L T
A D = [ AD , BD , C D ]

三、數值模擬

則利用自由表面 ( z = − h ) 垂直應力為零之
邊界條件，可求得
~
~
A DL = R LU A UL
(7)
其中， R LU 為軟岩層內上傳波於自由表面
之反射矩陣。另一方面，藉由軟岩層與堅
硬岩盤交界面 (z=0) 之位移與曳力連續的
邊界條件，可求得
~
~
~
A UL = TU A 0 + R LD A DL
(8)
其中，TU 為堅硬岩盤內之入射上傳波於交
界面之穿透矩陣， R LD 為軟岩層內下傳波
於交界面之反射矩陣。結合(7)、(8)兩式，
可求解得軟岩層內上傳波與下傳波之波傳
係數向量，並以堅硬岩盤內之入射波震源
係數向量表示為
~
~
−1
A UL = I − R LD R LU TU A 0
(9)
~
~
−1
A DL = R LU I − R LD R LU TU A 0

[

[

]

]

一旦求解得軟岩層內之波場勢位能後，可
求得相對應之位移向量，再令觀察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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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一個埋置於堅硬岩盤內部且水平
傾角δ =40°之逆衝斷層(滑移夾角α=π/2)，
其起始破裂點之震源深度為 13.0 km。定義
軟岩層之厚度 h=1.0 km，且整體座標系統
之原點與震央位於同一鉛垂線上，故起始
破裂點之位置向量為 xA=(0,0,12) km。假設
堅硬岩盤之縱波與橫波波速分別為 Cp=5.6
km/s 與 Cs=3.2 km/s，而軟岩層之縱波與
橫波波速則分別為 5.0 km/s 與 3.0 km/s。
本研究針對位於 x-軸且震央距分別為 x=12,
14, 16, 18 與 20 km 之地表觀察點進行分
析，配合震源深度與水平傾角得知，x=16
km 之觀察點恰由上盤跨越至下盤區域。
圖二之紅線為各觀察點在考慮軟岩層
(h=1 km)狀況下之近斷層地表運動歷時比
較圖，隨著震央距之增加，可觀察得震波
之初達時間延後，以及代表性速度脈衝之
振幅衰減與作用延時增長的變化關係。同
時，圖中的藍線代表完全為堅硬岩盤之半
無限域分析結果，對照紅線與藍線得知，
速度脈衝到達的時間將因軟岩層的存在而
延後，且其作用延時與地表運動振幅將因
而增長變大，反映軟岩層之場址效應。

圖三為位於 x-軸各觀察點之近斷層水
平向結構譜加速度、譜速度與譜位移分布
圖，由於受到近斷層地表脈衝作用之影
響，加速度反應譜之峰值平台將延伸至週
期超過 1 秒之後，且速度反應譜之峰值則
大約發生在結構週期為 1 秒之處，與脈衝
作用延時相當。將軟岩層地表之結構反應
譜與完全為堅硬岩盤之結構反應譜相比，
可求得各觀察點之譜加速度、譜速度與譜
位移之放大係數，譜加速度與譜速度放大
係數隨震央距之變化關係如圖四所示。可
發現與脈衝延時相當之週期區段有較大之
放大係數，且放大係數深受近斷層指向效
應之影響，其隨震央距之變化關係與速度
脈衝之衍生與消長趨勢一致。

圖二 位於 x-軸各觀察點之近斷層
地表運動歷時圖

的特殊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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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位於 x-軸各觀察點之近斷層結構
譜加速度、譜速度與譜位移

四、結論
本研究旨在模擬近斷層代表性速度脈
衝於層狀岩盤內之波傳行為，探討層狀地
盤之場址效應對近斷層地震之影響，以及
對結構物之衝擊。藉由本研究研發之數值
方法，可針對近斷層之層狀地盤工址進行
近斷層地震之境況模擬，產生具有代表性
速度脈衝且反映地盤場址效應之近斷層地
表運動歷時；此可供作結構動力分析時之
基底輸入運動，使工程師於完成結構耐震
設計後，得依工程之重要性進一步檢核評
估該建物是否滿足近斷層之層狀地盤工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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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位於 x-軸各觀察點之近斷層譜
加速度與譜速度放大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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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主要在針對嘉義、台南、新竹與苗栗地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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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力波傳遞法，施加人工震源，結合表面波頻譜分析法與衝擊反應法進行現地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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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力波傳遞法可有效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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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力波傳遞、微地動陣列、表面波頻譜分析法、衝擊反應法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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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劃採用結
合表面波頻譜分析法(SASW method)[2,3]
與 衝 擊 反 應 法 (Impulse Response
Method)[4]之 應 力 波 傳 遞 法 (Stress Wave
Propagation Method)[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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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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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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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嘉義、台南、新竹與苗栗地區 30 個地震
測站(示於表一)進行調查，由於場地限
制，共有 13 個測站未施作微地動試驗。

二、應力波傳遞法
本研究將現行之表面波頻譜分析法
與衝擊反應法結合(如圖一所示)，使用衝
擊 錘 (PCB086C50) 與 加 速 規
(PCB353B12&WILCOXON731A) 。 表 面
波頻譜分析需要兩個垂直向加速規分別放
置，而衝擊反應法則需要一個衝擊錘與兩
個結合在一起的加速規，垂直與水平方向
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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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軍事工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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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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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反應法之震源至接收器的距離
為 0.5m，震源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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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計算震源與將加速度接收器轉換為速度
之間在各頻率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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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演算法以隨機方式產生第一代
世代個體，並將變數形成二進位制之「基
因鏈」。計算每一個體（速度模型）之表
垂直向接收器主要獲得縱波在土層 現（頻散曲線），並據此賦予每一個體之
內垂直來回傳遞之振動特性，而水平向接 存活機率。根據存活機率，隨機選取兩個
收器則獲得橫波在土層內垂直來回傳遞之 體，進行基因交換形成子世代。針對子世
振動特性。每一種土層構造其縱向與橫向 代隨機產生基因突變，再隨機產生基因潛
波傳之頻率特性皆不同，故可計算出縱波 移。GA 逆推測試過程，一共執行 4 次。
與橫波之 Mobility 圖，示於圖三與圖四。 每次以每世代 20 個體進行 100 世代演化。
應力波傳遞法採用正算程序將表面
波法與衝擊反應法結合，首先以頻散曲線
為基準，經由試誤法找出橫波波速，再根
據 Mobility 圖檢視土層厚度與縱波波速。

四、試驗結果

嘉義、台南、新竹與苗栗地區 30 個地
震測站以應力波傳遞法與微地動陣列法進
行土層波速構造調查後，由於場地限制，
共有 13 個測站未施作微地動試驗。其試驗
三、微地動陣列法
結果以雲林地區 CHY012 新塭國小為例，
其試驗架構如圖五所示，在安置地震 應力波傳遞法之表面波頻譜分析法所得之
儀感應器時，將十組地震儀以三個同心圓 頻散曲線，示於圖二，衝擊反應法所得之
陣列方式擺設，在每個同心圓上之地震 縱波與橫波 Mobility 圖，示於圖三與圖
儀，相隔之角度（地震儀-圓心-地震儀） 四；而微地動陣列法所得之頻散曲線，如
約為 120 度。而每個同心圓之半徑大約呈 圖六所示。
2 的倍數增加，其最大半徑為 32,或 64m。
兩種方法所得之土層波速構造與國家
記錄時間至少為 1 小時。經由頻率-波數分 地震中心之 P-S Logging 結果，示於圖
析法（Frequency-wavenumber method，簡 七。結果顯示，應力波傳遞法可有效獲得
稱 F-K）求得表面波頻散曲線，如圖六所 10 至 20 米以內之土層波速構造，而微地
示 ， 再 利 用 基 因 演 算 法 （ Genetic 動陣列法則可有效獲得 10 至 20 米以上之
Algorithms，簡稱 GA）逆推土層之剪力波 土層波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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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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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本計劃共對嘉義、台南、新竹與苗栗
地區 30 個地震測站以應力波傳遞法與微地
動陣列法進行土層波速構造調查，由於場
地限制，共有 13 個測站未施作微地動試
驗。實驗結果顯示，應力波傳遞法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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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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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測站施測位置

測站編號

測站名稱

應力波 微地動

CHY007

三江國小

ˇ

ˇ

CHY008

雙溪國小

ˇ

ˇ

CHY012

新塭國小

ˇ

ˇ

CHY013

信義國小

ˇ

ˇ

CHY037

民雄國小

ˇ

ˇ

CHY021

新市國小

ˇ

ˇ

CHY049

後壁國小

ˇ

X

CHY053

重溪國小

ˇ

ˇ

CHY058

渡拔國小

ˇ

ˇ

CHY059

後港國小頂山

ˇ

ˇ

CHY077

子龍國小

ˇ

ˇ

CHY090

大豐國小

ˇ

ˇ

CHY106

柳林國小

ˇ

ˇ

TCU015

茄苳國小

ˇ

ˇ

TCU016

北門國小

ˇ

ˇ

TCU017

新竹園區高中

ˇ

ˇ

TCU022

雙溪國小

ˇ

ˇ

TCU028

北埔國小

ˇ

X

TCU029

西湖國小

ˇ

X

TCU030

明德國小

ˇ

X

TCU033

竹南國小

ˇ

X

TCU035

後龍國小

ˇ

X

TCU036

坪頂國小

ˇ

X

TCU042

大同國小

ˇ

X

TCU043

信德國小

ˇ

X

TCU044

僑成國小

ˇ

X

TCU045

獅潭國小

ˇ

X

TCU046

福德國小

ˇ

X

TCU047

大河國小

ˇ

X

TCU096

新竹師院

ˇ

ˇ

圖一

圖五

應力波傳遞法試驗架構

微地動陣列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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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012 測站之橫波 Mobility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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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012 測站之土層波速構造

震源參數與微地動地盤特性研究(微震監測)
溫國樑1 張道明2 張毓文3 謝宏灝 3 簡文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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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標為確認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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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在新竹科學園區利用密集的微地動量測，
來確認場址振動主頻；第二是在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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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新竹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測點為 259 點，並且採購完成 9 具寬頻地震儀，
即將佈設微震觀測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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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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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年度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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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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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鄰近的新竹及新城斷層附近選擇適當位
置，佈設寬頻地震儀建立微震監測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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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
由於科學園區以半導體廠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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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年度之工
作地點為新竹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
總計測點為 259 點，平均測點距離為 100
公尺（竹科園區內）及 200 公尺（竹科園
區周遭）。各測點之位置與附近交通幹線
分佈圖可見圖一，而微地動測點之高程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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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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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圖可見圖二。竹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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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竹
科 微 地 動 第 一 基 頻 (Pre-Dominate
Frequency)分佈圖可見圖三。由圖三可以推
論，新竹科學園區下方之地層呈現南北走
向的摺曲，而摺曲的峰－峰約為 2 公里。
此一現象與附近地表丘陵起伏狀況相類
似。而新竹科學園區微地動主頻（Dominate
Frequency）分佈圖可見圖四。由此圖可以
看出新竹科學園區東北北方向（頭前溪南
岸）的地層從地表至基盤之間並無明顯的
界面存在（此處之界面為能有效捕獲地表
傳下之震波能量），而新竹科學園區西南
南方向（國道一號及國道三號新竹系統交
流道；双溪、寶山）靠近地表則有一層明
顯的界面能有效捕獲地表傳下之震波能
量。
檢視中央地質調查所 1/50000 地質圖
新竹圖幅（1988，圖幅 6），得知新竹科學
園區東北北方向為更新世店子湖層（紅
土、礫石、砂和砂及粉砂之透鏡體），而
新竹科學園區西南南方向為更新世頭嵙山
層（砂岩、泥岩、頁岩）。上述之微地動
特性正是反應此區地層特性之變化。目前
高密度的微地動量測配合井下速度量測結
果，已能與地表沈積物厚度等特性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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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竹科微地動測點分布圖及交通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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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竹科微地動測點分布圖及高程圖

圖三、竹科微地動第一基頻分佈圖

圖四、竹科微地動主頻分佈圖

三、新竹科學園區微震監測網設置
地震在即將發生前，通常都會有一些
物理的或化學的前兆，故本計畫結合地球
物理和地球化學的方法，同時來監測這種
地質災害的前兆，必能收集到更為可靠的
資料，期望未來可作為發生地震災害的預
警工具之一。
就監測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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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區僅有二個測站，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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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今年度針對新城斷層之地震活動進行評
估及監測。本年度採購 9 具高靈敏度的寬
頻地震儀（英國 Guralp 儀器公司製造的
6TD 寬頻地震儀），配合國震中心現有同
型寬頻地震儀 1 具，形成在新城斷層周邊
區域的小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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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選定之微震監測網測站分
佈位置可見圖五。

藉由斷層的復發週期、斷層長度及曾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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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靜 待 期 Te
（elapse time）根據歷史相關地震紀錄計算
之。各活動斷層參數之詳細說明參考中心
成果報告（NCREE-05-032）。
所謂地震發生機率，指的是計算某地
區在一定時間內發生下一次地震的難易程
度。假設園區內各活動斷層特徵地震 Em 之
平均再現期為對數常態分佈，將 P(Te Em ) 定
義為考慮大於等於地震規模 Em 的回歸週期
Tr 所建立的機率密度函數，在未來 Tp 年內
發生地震規模大於等於 Em 之發生機率為
P (Te + Tp Em ) ，故未來發生規模 Em 的機率
為
P(Tp Em , Te ) = 1 −

圖五、竹科微震監測網測站分佈圖

四、新竹科學園區之地震潛勢
地震潛勢分析部分旨在針對新竹科學
園區鄰近之活動斷層，考慮其活動斷層參
數，以發生機率模型評估未來特定時間內
活動斷層特徵地震可能的發生機率。
新竹科學園區鄰近之第一類斷層包括
新城、獅潭、神卓山、屯子腳等斷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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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yr)
1000
300

(1)

表二、各活動斷層未來之發生機率

Te(yr)
ML
300
6.3-6.8
71

1 − P(Te Em )

假設 COV(σ/μ)值為 0.5，相關斷層
之機率分佈模型如圖六所示，當
Te=300yr，以面積比例計算，未來 Tp=50yr
之發生機率為 1.33%。獅潭、神卓山及屯
子腳等活動斷層系統過去 1935 年曾發生災
害性地震，自今已經過 71yr，則未來 50yr
之可能之發生機率為 4.26%。靜待時間所
佔的機率面積大小對於特定規模在未來 Tp
年內的發生機率影響甚大，當靜待期 Te 越
接近平均的再現期時，則代表在未來的任
一時間點發生地震的可能性越大。針對新
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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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各斷層之活動參數
斷層名稱
新城斷層
獅潭、屯
子腳、神
卓山斷層

1 − P(Te + Tp Em )

斷層名稱
新城斷層
獅潭斷層
神卓山斷層
屯子腳斷層

6.4-6.9

表中之 ML 為活動斷層之特徵地震，經
槽溝開挖等實際調查資料顯示，造成地表
錯動或破裂的活動斷層特徵地震所呈現出
地震規模與再現期 Tr 視為可預期的現象
（magnitude and time predictable），本研究

發生機率（％）
10yr 30yr
50yr
0.21 0.71
1.33
0.31

1.64

4.26

將各斷層特徵地震發生時的震度分佈
以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系統（張毓文
等，2004）進行計算，其地震潛勢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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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Map）繪於圖六。針對最具潛勢地
震做 PGA 潛勢分佈評估，分析時乃考慮新
城斷層及獅潭斷層之斷層距，規模分別為
ML6.5 及 ML6.8。
T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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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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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科學園區鄰近活動斷層之機率分佈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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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圖六、科學園區內各活動斷層潛勢地震之
震度分佈圖（Shak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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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新竹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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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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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斷層所能
提供之地震參數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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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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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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里亞1 林世榮2 洪瑋立3 楊燦堯4 溫國樑5

摘 要
利用土壤氣調查新竹地區新城斷層帶附近結果顯示，斷層帶附近有明顯之異常高
之氦氣及氡氣通量，而在園區內選定一條剖面定期採樣分析結果亦顯示，園區內特定
位置上有較高的土壤逸氣通量，因此在 2005 年 9 月初選定一合適地點設置一座土壤氣
體觀測站，透過自動化連續觀測資料，將有助於瞭解鄰近之地震斷層活動與土壤氣體
成分變化之關係。

關鍵詞：土壤氣、氦氣分析儀、氡氣分析儀、四極桿質譜儀

一、前言
利用土壤氣調查斷層跡或進一步用於
觀測地震斷層活動，國內外已有許多實際
應用案例（楊燦堯等，2004；傅慶州等，
2004；Fu et al., 2005; King, 1986; Sugisaki,
1978; Walia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5），本計畫於 2005 年前半年利用土壤
氣調查新竹地區新城斷層附近土壤逸氣分
佈情況，下半年則在園區內選擇一合適地
點設置地球化學氣體觀測站，自動化連續
分析土壤氣體成分之變化，以期建立土壤
氣成分變化與地震活動關係之資料庫。

二、土壤氣地球化學探勘原理
一般來說，空氣成分與源自地殼深處
的氣體成分截然不同，而地殼深部氣體會
藉由擴散作用逸散至地表，與土壤中之空
氣達成平衡，致使土壤氣體與空氣組成有
些微差異。若是地表底下有深的斷層或破
碎帶，可成為一個通道，使地殼深處之氣
體可以沿此路徑向上遷移，而使得地表土
壤氣體產生異常的濃度變化（Etiope and
Martinelli, 2002；Yang et al., 2003）。利用
1
2
3
4
5

此原理針對盲斷層或人為活動而消失斷層
跡之斷層，假設其上覆著相似孔隙度與厚
度的土壤層，藉著氣體在斷層帶兩側逸氣
量不同，偵檢地表各氣體的濃度來判斷斷
層的走向和位置。據此，便可以判斷該處
有無斷層或破裂帶通過，此法便成為一簡
易有效的地球化學探勘方法。

三、探勘方法
土壤氣採樣方法是將一支長約 110 公
分，直徑約 1.5 公分的中空鐵管，接上拋
棄式鑽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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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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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抽入採樣袋中。
將採集的氣袋分別使用攜帶式氣相層
析儀（Gas Chromatography）、氡氣分析
儀與氦氣偵測儀（Helium detector）進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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唄
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所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國 立中央 大學 地球所 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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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分別分析土壤氣體中 He、CO2、CH4、
N2、Ar、O2 及 Rn 等含量，並討論彼此間
的相互關係。一般來說，上述各項氣體之
濃度在大氣中皆有固定之含量，因此在採
樣同時必須同時採集當地地表之空氣（背
景值）與所採集之土壤氣體樣品作比較，
以判斷樣品中之氣體濃度是否有異常值。

圖一

二），尤其在新城斷層通過園區附近有明
顯異常高之氦氣濃度。
至於土壤氣體各成分間關係中，氦氣
與氮氣具有較高的相關性，顯示氮氣可能
為該地區之載流氣體（carrier gas）
，如圖三。
在完成初步調查階段後，隨即在園區
內選定一條橫跨新城斷層之剖面，設置臨
時之固定採樣點，如圖四，不定期前往採
樣，其結果如圖五，在斷層帶附近有較高
之氦氣濃度。

(A)採樣工具示意圖
圖二

(B)野外現地採樣圖

新城斷層附近 He 氣濃度異常分佈
圖。其中紅色方格為氦氣濃度大於
5.40ppm

圖三 氦氣與氮氣成分關係圖

四、調查結果
在新城斷層附近所採集 118 個土壤氣
樣品，主要分布於新竹科學園區以及從竹
科向東延伸到關西的地區。受限於地形河
流以及已開發地區的限制，採樣點集中於
山區沒有河流經過的地方。在關西芎林一
帶的採樣點的間距大約為三百公尺，而新
竹科學園區內部為求更高的精確度，其採
樣點間距大約為 30 公尺。分析結果顯示，
這些表現出極高的氦氣濃度異常地點，與 圖四
地調所公布之新城斷層帶位置相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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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斷層通過竹科內所設置剖面
位置圖

圖五

竹科內一橫跨新城斷層剖面所分
析出氦氣變化與時間關係圖

圖六

(A)土壤氣體觀測站外觀

五、監測站設置
為達成持續分析土壤氣體成分之變
化，於園區內選擇一合適地點設置一座觀
測站，裡面放置氡氣分析儀、四極桿質譜
儀、地震儀及一台個人電腦，透過網路即
時將資料傳回台北辦公室中，其外觀及內
部配置圖如圖六所示。
地底下之土壤氣透過之前預先埋設
2m 長水管，先通過乾燥劑去除水氣後，
再通過氡氣分析儀及四極桿質譜儀分析。
截至 2005 年 12 月底，由氡氣分析儀所收
集到之氡氣、溫濕度及二氧化碳成分隨時
間變化如下圖七，期間僅發生過兩三起地
震事件。在 11 月 30 日凌晨 6:41，宜蘭外
海發生規模 5.7 級之地震，觀測站所記錄
到之震度為 2 級，然而在地震發生前 12
小時，氡氣成分似乎有明顯變化（圖八），
而在地震發生後 12 小時，亦產生一同樣變
化之趨勢，此變化與該次地震事件是否有
關，仍需更多資料以進一步確認。

(B)土壤氣體觀測站內部儀器配置圖

另外由四極桿質譜儀所分析到之氮氣
(N2) 、 氧 氣 (O2) 、 氬 氣 (Ar) 、 二 氧 化 碳
(CO2)、氫氣(H2)之成分變化如圖九，目前
儀器所分析出來之資料約一個月餘，期間
有幾次停機測試及校正而導致資料不連
續，未來需維持分析資料的連續不中斷。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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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2/31 期間，土壤氣內中氡氣
成分變化與時間之關係

響仍需進一步確認，待長期觀測資料建立
完成後，將有助於瞭解氣體成分變化與地
震活動之關連性。

參考文獻

圖八

11/28~12/02 期間，土壤氣中氡氣成
分變化與時間之關係

圖九

12/1~12/31 期間，土壤氣體主要成
分與時間之關係（體積百分比）

六、結語
由初期調查階段結果顯示，氦氣與氮
氣具有較高的相關性，顯示氮氣可能為氦
氣之載流氣體（carrier gas）。
目前本觀測站可 24 小時連續分析土
壤內氣體成分變化，不過觀測站開始運作
時間為 2005 年 10 月，與地震發生事件的
比對資料仍嫌不足。而 11 月 30 日凌晨於
宜蘭外海規模 5.5 之地震對本觀測站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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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台大型砂土試體受震反應與液化之探討
翁作新1 陳家漢2

摘 要
為探討二維地震力作用下之砂土受震反應，因而發展出大型雙軸向多層式剪力試驗
盒，並使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振動台進行大尺寸物理模型試驗，以模擬實際地震
力作用下砂土的受震反應行為。振動台砂土受震試驗依序進行一維及二維多向兩種振動
模式，輸入振動力則包含規則反覆載重以及實際地震紀錄，除了在不同高度之內外框架
上安裝位移計與加速度計外，也在試體中不同深度與位置上裝設水壓計與加速度計，同
時在試體表面上也裝設沈陷盤，以觀察振動時試驗砂土表面即時沈陷量之變化。根據試
驗結果可知在相同的加速度作用下，二維振動試驗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較一維振動試
驗為高，且隨著振動頻率越高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力也越高。另外，由沈陷量結果可
得知砂土試體在未發生液化時其表面之沈陷量相當小，且液化土層之體積應變與相對密
度間則呈現一良好關係。

關鍵詞：雙軸向剪力盒、孔隙水壓、體積應變、振動台、土壤液化

一、前言

二、砂土試體準備

目前土壤動態試驗方法多將土壤之
受震反應行為簡化為單向受剪振動問
題，而現地土層所受之二維乃至於三維振
動對於土壤動態反應行為之探討，不論是
小元素試體或是大尺寸試體之試驗仍相
當有限[1,2,3,4,5] 。因元素試體尺寸小，
以及試驗盒之邊界效應，常導致試體內應
力及應變分佈無法反應現場土體之真實
行為，而所施加之應力作用情況亦與現場
地震作用時之實際狀況有所出入，使得試
驗結果的應用受到限制。而大尺寸試體除
了可得較合於現地土層受震狀況外，而且
(1)邊界效應比較小；(2)量測儀器比較容
易安裝；(3)儀器相對於試體而言比較小，
故對土壤行為的影響也小；(4)由不同位置
之量測數據，可得在受震時試體中不同深
度與不同時間量測值之分佈與變化。因此
本研究使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研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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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擬單向及雙向地震力作用下
土壤之受震反應。

目前試驗用砂為較容易大量取得而
且均勻之進口越南石英砂，其粒徑分佈曲
線及基本物理性質如下圖一與表一所
示。將來預計以台灣西部海岸沖填新生地
區之砂土，如麥寮砂，作為試驗砂，以了
解此類沖填地區土壤之受震反應，提供在
此類地盤上的都會區及工業區開發之耐
震設計與地震防災之參考。
100

Percent finer (%)

80
60
40
20
0
10

1
0.1
Grain size (mm)

0.01

圖一 越南石英砂之粒徑分部曲線

1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2

161

表一 越南石英砂之基本物理性質

為配合本試驗盒之砂土試體準備工
作，發展一大型砂土霣落器採用濕沈降法
(wet sedimentation)進行試體準備[6,7]。當
試體準備完成之後，進行試體水平向之壓
力波波速量測以檢驗試體之飽和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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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振動；進行至預定試體密度後，加上載
重版模擬較深層土層之應力狀況以探討
其受震反應與液化等問題。每次振動試驗
中皆量測不同深度內外框 X、Y 向的加速
度與位移，以及試體之水壓力、加速度及
砂面即時沈陷量。振動停止後，仍繼續量
測水壓計之記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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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砂土沈陷量與試
體密度的變化。今年完成二次振動台砂土
試體振動試驗（目前共完成九次），所得
試驗數據數量非常龐大，需要相當時間與
人力加以整理分析。

三、振動台試驗

四、試驗結果

飽和砂土受到震動時，超額孔隙水壓
激發的狀況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土層受
震之運動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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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度計與暨南
大學張文忠老師所研發之液化感測子
（LTS）[8]。同時亦在試體表面上裝設沈
陷盤，以觀察振動時試驗砂土表面沈陷量
之變化。圖二為砂土試體上加載質量之試
驗情況。

水壓力變化
圖三為砂土試體在一維與二維振動
作用下，最大加速度為0.035g，延時5秒
時，砂面下深度是441mm處水壓力所變化
歷時圖。由圖中觀察可知此兩次試驗皆未
發生液化，且在相同的條件下，二維振動
作用下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較一維振
動試驗為高。根據許多試驗結果分析得到
在試體未發生液化時，相同的條件下，二
維振動作用下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約
為一維振動作用的2.5~3.5倍左右，由此也
可以了解在相同相對密度、振動頻率及振
動延時情況下，一維與二維振動作用所激
發的超額孔隙水壓存在某一比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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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載重版加載於砂土試體之
振動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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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一維與二維振動下孔隙水壓力變化

試驗之輸入振動模式為先進行一維
振動後，再是二維振動；先施加 5~30 秒
之正弦波，並變化其頻率，然後施加代表
性地震記錄；先以小振幅振動，再加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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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是在一維正弦波振動作用下
（Amax = 0.075g），變化不同的振動頻率
（1Hz、2Hz和4Hz），所得到砂試體表面
下401mm處所量得之孔隙水壓力變化情

Excess pore pressure head (mm)

形。試驗之順序為先進行2Hz的振動，再
是1Hz振動，最後是4Hz的振動。結果顯
示振動頻率愈高所激發之超額孔隙水壓
也愈高，而且愈深的砂土層，所激發的超
額孔隙水壓也愈高。
1D shaking, A max = 0.0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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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試驗過程中試體內部超額孔隙壓力
水頭分布情形

-100
Time (s)

圖四 試驗中不同振動頻率下之孔隙水壓
變化，Dr ≈ 52%-66%

沈陷與液化層之體積應變
圖六為試體在一維與二維振動作用
下，頻率為 2Hz 之反覆振動與地震歷時記
錄振動所得之沈陷量與砂土相對密度關
係圖。圖中包括三類沈陷資料點：(1)為均
勻反覆振動而引起之液化者，(2)為地震歷
時紀錄振動而引起液化者及(3)為該次振
動試驗未引起液化者。根據試驗結果發
現，砂土試體在未發生液化時沈陷量相當
小（小於 2mm）。

根據試體內部不同深度之水壓量測
的結果發現淺層砂土比深層砂土容易發
生液化。由許多的試驗結果皆發現大部分
淺層的砂土層已經液化，但是較深層的土
層卻尚未到液化的狀態。圖五是分別在一
維與二維振動作用下（Amax = 0.075g），
試驗過程中沿著試體深度之超額孔隙壓
力水頭分布情形。從圖中可發現在一維振
動作用下，液化只發生在試體中較淺層的
部份；而在二維振動作用時，液化土層則
延伸到760mm的深度。由此也可知道二維
振動作用將會比一維振動作用時使水平土
層產生更深的液化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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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試體相對密度與其受振後沈陷
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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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化土層內，然而液化深度外之未
液化土層也會有些微的沈陷，故以總
沈陷量扣除未液化土層之沈陷量即可
求得液化土層之沈陷量。同時根據水壓
計及框架加速度量測結果判定液化土層
之厚度，依此方式來計算液化土層之體積
應變。由分析結果顯示在不同延時的振動
作用下，液化土層的體積應變會隨著試體
的相對密度增加而減小，且與振幅、頻率
與振動方向皆無關，其關係如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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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不同振動延時下液化後液化土層體
積應變與相對密度之關係圖

五、結論
根據目前之分析結果可歸納以下幾
點結論：
1. 在相同的加速度作用下，二維振動時
所引致之超額孔隙水壓較一維振動時
高。
2. 隨著振動頻率越高所激發之超額孔隙
水壓力也越高。
3. 淺層砂土較深層砂土容易液化而且其
孔隙水壓消散時間也較長。
4. 砂土層受振動而未發生液化時之沈陷
量相當小，只有在發生液化時才有顯
著之沈陷量。
5. 液化砂土層之體積應變會隨相對密度
增加而逐漸遞減，表示愈緊密之砂土
層受振動產生之體積應變會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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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無線感應器於結構物健康診斷與結構控制
盧恭君1 羅俊雄2 林沛暘3

摘 要
無線感應器具有較低的設置成本與資料自動處理的功能，目前已經被推廣應用在
結構物健康診斷系統上。為了印證無線系統 WiMMS(wireless modular monitoring system) 在
實體結構物應用上的性能，於是就將該系統安置在震動台上的半尺寸三層樓結構物上。整個系統由
六個無線感應單元組成，這個測試可以確 認無線系統的可靠度與適用性。最後將會初步的應

用無線技術結合 MR-Damper 在結構物控制上。

關鍵詞：無線感測技術、結構健康診斷、結構控制

一、簡介
本計畫目標在於將昂貴且不易維護的
有線量測系統以較便宜且容易安裝維護的
無線感應嵌入式系統取代。近幾年國際上
對於無線感應技術應用於結構物健康診斷
一直有強烈的關注且不斷成長當中。關於
無線感應系統的優點有下列幾點：一套移
動式的監控系統，同時也提供多種組合的
搭配形式與運算能力。近年來在 Staser and
Kiremidjian[1]的 文 章 中 有 提 到 關 於 應 用
無線傳輸在結構物健康診斷的資料收集，
Lynch 等人也致力於植入損壞識別的演算
法於無線感應單元中。隨著感應器、微處
理器以及無線技術快速的發展，結合以上
各種技術的優點應用在結構工程領域上是
可行的。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應用
WiMMS 系統於結構物健康診斷上。其中
包含大型震動台試驗與現地試驗，藉此驗
證此無線感應系統的可靠度與應用的可行
性。同時本研究也首次嘗試應用 WiMMS
系統來進行結構物之半主動控制震動台試
驗。

無線感應器包括三大構造：感應介
面、運算核心、無線傳輸系統。感應介面
主要的功能是將感應器所收集到的類比的
訊號轉換成數位的形式。接著這數位的訊
號將以序列傳輸的方式傳送至運算核心，
同時外接的記憶體模組也連結著運算核心
用以儲存本地的資料內容或分析結果。關
於 WiMMS 系統就如圖一所示，無線感應
器也同時呈現在這張圖上。關於無線傳輸
系統的部份是採用 Maxstream 9XCite 無
線數據機，其戶外傳輸的有效距離為 300
公尺；室內有效距離為 100 公尺。硬體設
計的重點在於如何即時且精確的運算收集
到的資料。構造圖如圖二所示。

三、應用 WiMMS 於結構物振動
量測
為了印證整體無線系統在實體結構
物上運作性能，我們將採用全尺寸三層樓
鋼構樓房結構來進行震動台試驗。此結構
的樓板尺寸為 3m×2m、樓層高度為 3m，
結構物總高度 18m，結構物總重為 19 噸。

二、WiMMS 硬體介紹
1
2
3

結構物每樓層安裝的感應器為 Crossbow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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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L02 MEMS 加速度計(+/-1.0g)。系統裝

A2

A1

A3

置如圖三所示。試驗所輸入的地震力包括

WSU6

1940 年 El Centro 與 1999 年多筆集集震
歷時。無線感應系統與傳統的有線式量測

A8

A4
A5

系統均同時裝置於試驗結構上，用以比較

WSU5

無線感測系統的穩定度以及準確性。圖四
呈現出有線與無線系統所收集到的第三層

A12

A7
A6

樓加速度歷時訊號比較結果。由圖可見兩

WSU4

筆紀錄結果非常一致。
WSU2

S44

S43

S41

S42

A10

A9

A11
WSU1

WSU3

圖三 無線感應系統震動台測試裝置圖

Data acquisition subsystem
- 4-channels @ 16-bit A/D conversion
Computational core
- 8-bit ATMega128 microcontroller
- 128 kB SRAM (data storage)
- 128 kB flash ROM (program storag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channel
- Maxstream 9XCite radio
- Highly reliable spread spectrum radio
Completed Unit
- Form factor: 10 cm x 6 cm x 2 cm
- Power consumption: 80 mA at 7.5V

圖四 有線與無線系統所收集到的第三層
樓加速度歷時訊號

圖一 模組化無線感應系統(WiMMS)硬體
系統簡介

ATmega128

16bit A/D
Converter

圖二 無線感應系統(WiMMS)硬體作業流
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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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地試驗方面，本研究已經完成應
用無線感應系統於斜索橋的微振量測。由
於無線感應單元內類比數位轉換晶片僅接
受 0~5V 的類比訊號，因此任何要與此無
線系統聯結的感應器必須符合這訊號範圍
的限制。然而，我們所採用的微振儀（東
京測震），其輸出的訊號為 ± 10 伏特，無
法與無線系統結合。因此必須另行設計依
相對應之訊號轉換器，將感應器輸出的訊
號( ± 10V)轉換為無線系統可以接受的訊
號範圍(0~5V)。圖五為轉換器的電路設計
圖。圖六則為有線系統與無線系統在集鹿
橋所收集到的電壓訊號比較圖。

進行無線式結構半主動控制。無線感應器
裝置在各層樓的樓板上，每個感應器分別
接一個速度計，用來量測結構物各層樓的
反應，並無線傳輸到裝置於結構物底層的
控制單元上。並運用震動台進行動態地震
歷時試驗。本試驗所採用的輸入地震力為
1940 年的 El Centro NS 地震紀錄。圖七
圖五 訊號轉換器的電路設計圖及成品

表示整體控制系統運作流程簡圖。在此，

照片

結 構 控 制 需 要 兩 個 重 要 的 儀 器 ： (1)
VCCS：將電壓訊號轉換至電流訊號。(2)
Action Board：將輸出的數位控制電壓轉換

Wire
Ch1

成類比電壓。裝置在底層的無線感應單元
預先植入控制演算方法，用以將無線收到
的結構反應資料轉換成為磁流變減振器所
需要的控制電壓訊號，如圖八所示。所植
入的控制演算法包括兩部分的轉換：一、

Wireless
U1Ch3

計算所需的控制力大小；二、將前段所得
的控制力轉換成所對應的控制電壓大小。
最後計算出的控制訊號則傳至控制單元，
轉換成為類比訊號後再傳送給 VCCS 來控
制磁流變減振器。
Wireless
Sensing Unit
Structural
Model
Desktop- Real time
response data
monitoring
Power
Supply
24V power input

圖六 集鹿斜索橋的微震量測照片（上），

Receiver Unit
+
Action Board
(embedded with
control algorithm)

MR-Damper

Current to
MR-damper

Commend Input

VCCS

0 ~ 1.2 Volt

圖七 整體控制系統運作流程簡圖

有線系統與無線系統在集鹿橋所收
集到的電壓訊號比較圖（下）

Wireless Sensing Unit
Measured
Velocity Signals

四、應用 WiMMS 於結構物控制
本研究將磁流變減振器（MR damper）

VCCS

Calculate the
control force
Convert
the control force
to commend voltage

Action Board

(DA converter)
16 bit to 0.1~1.2V

裝置於試驗結構中的 一樓位置，運用無
線感應系統收集結構物反應，並即時計算
出主動控制訊號來控制此磁流變減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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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控制核心計算流程

圖九為此控制單元的成品照片。本研
究採用兩種不同的控制演算方法。一為直
接速度回饋，二為加速度回饋。以直接速
度回饋的方式是將收集各層樓的速度反
應，直接乘上主動控制控制增益矩陣，求
得控制力。再以 clipped-optimal 的方式求
得所對應的控制電壓訊號。使用加速度回
饋時，其第一步驟略有不同，需先藉由卡
式過慮法重建結構全狀態反應，再乘上全
狀態主動控制控制增益矩陣，求得控制
力。圖十為 El Centro （100gals）地震力
下，結構未控制與控制後，三樓對地位移
歷時比較圖。

結構控制方面，本研究將控制計算流程植
入無線感應系統的晶片中，此無線控制系
統亦通過震動台試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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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控制單元照片

圖十 未控制與控制後三樓對地位移歷時
比較圖

五、結論
本研究針對模組化無線感應系統於大
型結構震動台試驗量測、現地結構微振量
測與結構控制進行了一系列的初步驗證。
實驗結果顯示，此無線感應系統可以廣泛
地運用於結構震動量測。藉由本研究所開
發的訊號轉換器，種不同的感應器均可以
與無線感應系統連結，進行無線量測。在
168

4. Lynch, J.P., Law, K.H., Straser, E.G.,
Kiremidjian, A.S., and Kenny, T.W.,
“The Development of a Wireless
Modular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for
Civil Structures,”, Proc. Of the
MCEER Mitigation of Earthq. Disaster
by Advanced Tech. (MEDAT-2)
Workshop, Las Vegas, NV, Nov. 30,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