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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96)年度之孫項計畫研究成果，係延續 95 年度孫項計畫「耐震與性能設計規範研
究(三)」之執行成果，並經檢討後進一步提出過渡版本之建議設計流程架構腹案，以改進
原建議「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2006 版)」之諸項缺點。同時，嘗試草擬部份過渡
版本之建議條文草案，以利下一階段檢討訂定其相對應之耐震設計參數規定，並提供作為
未來正式訂定耐震性能設計規範過渡版本草案之參考基礎。

關鍵詞：性能設計過渡版本、性能目標、耐震設計類別、性能檢核

震與性能設計規範改進先期研究(一)」之執
行成果中，所提出過渡版本之建議設計流
程架構腹案如圖一所示，其中以灰度色底
所標示之步驟，即為現行耐震設計規範所
規定之設計流程，而其餘之設計與檢核程
序，則為耐震性能設計過渡版本所新增之
建議設計流程步驟。以下將分別介紹在此
過渡版本之建議設計流程架構腹案當中所
新增之程序及其特色。

一、前言
本孫項計畫於 95 年度業已完成「建築
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2006 版)」，在
此 2006 版之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指針草案
當中，建築物性能之可接受標準，係採用
局部構件耐震性能檢核之方式，故必須分
門別類的針對各種構造類型(例如 RC、鋼
構造等)，分別訂定其局部構件檢核標準；
同時，檢核過程與項目亦相當繁瑣而不易
推廣，且其初步設計所採用之尚未充分發
展成熟的位移設計法也較不易為工程師所
接受。針對這些缺點，並配合國際最新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發展趨勢，本孫項計畫
於 96 年度提出一個為期兩年之計畫－「耐
震與性能設計規範改進先期研究」，將原
先所研提之 2006 版建築物耐震性能設計指
針草案暫時擱置，而替代提出一個從現行
耐震設計規範銜接到未來耐震性能設計規
範的過渡版本草案。預期工程師對於此過
渡版本草案之接受程度會提高許多，同時
透過此過渡版本，能順利銜接到未來之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在本 96 年度孫項計畫「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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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耐震設計類別及其限制
在進行將現行耐震設計規範改進為如
圖一所示的過渡版本建議設計流程腹案的
過程當中，其所必須進行的改進工作與步
驟分別敘述如後：首先，須先將現行耐震
設計規範修改增訂成為類似 FEMA 450 或
IBC 2006 規範的形式。這些較為先進的規
範雖然保持傳統的力法設計流程，但其與
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之差異則可用如圖二所
示的設計流程來表示，其中灰度色底所標
示者即為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之設計流程。
因此，改進之首要工作就是相當於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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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行耐震設計規範當中，直接增加「耐
震用途群組」與「耐震設計類別」及其相
關條文之規定。其方式為藉由建築物工址
所在之 SDS 或 SD1 大小以及所指定的耐震用
途群組，決定該建築物之耐震設計類別，
其相關規定如圖三所示。而相關耐震設計
類別之種類經檢討後發現，適用於台灣之
耐震設計類別可初步簡化成只需要 D、E、
F 三類即可，此乃因台灣不像美國般有低
度地震活動區域。

設之性能目標。同時，此一新增性能評估
程序之耐震性能檢核方式，亦將由原先所
採用之局部構件耐震性能檢核方式(類似
FEMA 356)，改為類似 FEMA 350 所規定
之 DCFM (Demand Capacity Factor Method)
的建物總體耐震性能檢核方式。

四、結論與展望
本孫項計畫預計於下一年度(97)延續
96 年度所提出之過渡版本建議設計流程架
構腹案，繼續蒐集相關資料並進行比較分
析。同時，將嘗試草擬部份過渡版本之建
議條文草案，以利下一階段檢討訂定其相
對應且適合本土性結構之耐震設計參數規
定。預計依照過渡版本建議設計流程架構
腹案所研擬出來之過渡版本建議條文草
案，將可提供作為未來正式訂定耐震性能
設計規範過渡版本草案之參考基礎，以順
利銜接並落實未來建物之耐震性能設計。

針對不同之設計類別，新增之規範條
文會額外賦予不同之設計限制規定。這些
限制規定包括：(1)限制結構構架系統之選
擇與高度限制範圍；(2)限制結構分析中結
構模型之模擬方式、分析程序之選擇以及
雙向載重之作用方式；(3)依設計類別而增
加設計及細部要求之額外要求規定（例如
垂直地震力、橫隔版等）。簡而言之，針
對那些耐震用途群組等級愈高，以及工址
地震危害度愈大者（相當於耐震設計類別
級別愈高者），其設計限制規定就愈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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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其中以灰度色底標示之步驟，為現行耐震規範所規定之設計流程，其餘之設計與檢
核程序，則為耐震性能設計過渡版本所新增之建議設計流程步驟
圖一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過渡版本之建議設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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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將現行耐震設計規範修先改成 FEMA 450 或 IBC 2006 規範形式之設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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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藉由建築物工址所在之 SDS 或 SD1 大小以及耐震用途群組決定耐震設計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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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按照耐震用途群組以及耐震設計類別進行設計時所預設之耐震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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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構件與設備之性能設計研究
林凡茹1 柴駿甫2

摘 要
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與規範已有顯著的進步與改革，然
國內設備與非結構構材因非屬主要抗震結構系統，且設備與非結構構材種類繁雜，其耐震
設計仍未受建築師、結構技師等重視。為使重要建築具生命安全性能外，在震後仍能保持
機能正常運作，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制定適用於台灣重要建築非結構構件與設備之耐震
性能修復準則，包括非結構耐震性能修復目標與修復流程。本研究亦探討非結構構件與設
備之耐震性能測試標準，並製作足以模擬樓板受震反應之振動台輸入震波，期能使工程業
界藉由振動台試驗實際檢核構件與設備之震後功能。

關鍵詞：非結構構件、耐震性能設計與修復、耐震性能測試、人造震波
測試準則，如 ICC-ES 機構制定之 AC 156，
進行非結構構件之振動台試驗。同時，IBC
2006 列舉部份須個別進行設計或提出耐震
性能證明之特定非結構構件，而在申請建
照之施工說明文件中，亦應隨附此些列舉
之非結構構件及錨定的品質保證與其耐震
設計文件。

一、研究背景
美國 SEAOC 以及 ATC 3-06 等早期非
結構耐震設計規範，自 1927 年迄今，均以
達到生命安全之性能水準作為設計目標。
然而，藉由 1971 年 San Fernando、1989 年
Loma Prieta 與 1994 年 Northridge 等震災經
驗得知，即使依照耐震設計規範設計的重
要建築，仍會因非結構物或設備之損害而
承擔龐大的修復費用與經濟損失。是故，
由早期的 FEMA273 非結構性能修復準則
開始，將非結構區分為不同性能層級的耐
震性能設計(PBEE)研究，已成為近期非結
構耐震設計發展的主流，如目前 ATC-58
計畫與 PEER 均正進行非結構耐震性能設
計研究，而 PEER 之 Testbed 計畫更開始著
手建立非結構構件破壞與損失的資料庫。

除了上述適用於一般重要非結構構件
之 AC 156 外，亦有針對風險度較高之特定
非結構物的耐震性能測試準則，其測試環
境要求亦較為嚴苛，如適用於核電廠 Class
1E 設備的 IEEE-344，以及測試中央機房通
訊設備之實體保護措施的 GR-63-CORE。

美國最新耐震設計規範 IBC 2006 於非
結構部分之最重大改變，在於確保重要設
施(如醫院)之機能在震後仍能正常運作，規
定重要非結構構件應經由耐震性能測試、
試驗數據或數值分析，證明其滿足耐震需
求，且設備供應廠商亦須建立設備之易損
函數(fragility function)。重要建築設備的耐
震性能測試，應依據經認可之非結構性能
1
2

圖一 美國規範非結構設計地震力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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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修復性能目標：依據非結構構件性
能水準與地震危害度水準，訂定修復性
能目標。台灣對照 FEMA 356 之地震活
動強度標準，均屬於強震區(SDS ≥ 0.5g
且 SD1 ≥ 0.2g)。

二、非結構耐震性能修復設計準則
本研究所研擬之非結構耐震性能修復
準則架構，為參酌美國目前適用之耐震性
能修復準則 FEMA356。FEMA356 為以耐
震性能分析方式，代替一般傳統的耐震修
復設計。FEMA356 之非結構耐震修復對象
與目的，為針對永久固定於建築物(或建築
機能不可或缺的部份)之舊有建築、機械及
電力構件與系統，提出耐震修復要求；若
是舊有建築之新安裝非結構構件，則可參
考新建建築物相似構件的相關要求。

2. 目視檢查與狀態評估：調查、紀錄各類
非結構構件與固定構件之位置、數量、
外觀現況以及與整體建築性能的關連。

3. 決定非結構構件的分析與修復要求：不
同性能水準與地震活動強度之非結構構
件，可依照圖三之列表決定分析程序與
修復要求。圖三表格中列為「是」者，
在非結構構件耐震修復性能水準要求
表示不符合可接受標準規定之非結構構
方面，FEMA356 研擬達到 IO(立即居住)、
件，必須進行修復評估。降低危害(HR)
LS(生命安全)、HR(降低危害)等非結構構
性能水準之規定可依據生命安全(LF)性
件性能水準之規定，但有關正常運作性能
能水準規定，然後去除其中逃生避難通
水準(Operational Performance)之要求，並未
道、消防系統等與生命安全相關項目。
在準則內詳細說明。FEMA356 提供非結構
狀態評估、修復目標以及結構體與非結構 4. 結構體與非結構構件交互作用：非結構
構件之側向勁度若超過該樓層 10%者，
構件交互作用之相關規定，並定義加速度
應納入整體建築之數值模型分析計算。
控制與位移控制之設備，說明建築構件、
機械、電力與管道(MEP)系統及其他設備的 5. 非結構構件依據控制參數分類：地震期
間承受慣性力且反應受其控制之非結構
評估要求與可接受標準。
構件，應歸類為加速度控制型構件；抵
建築耐震性能修復可分為簡易性修復
抗結構體層間位移或變形且反應受其控
與系統性修復。簡易性修復適用於低震
制之非結構構件，則應歸類為變形控制
區、修復性能目標為生命安全性能之標準
型構件。同時受到慣性載重與結構變形
建築；而位於強震區的重要建築則應採系
控制之非結構構件，亦應歸類為變形控
統性修復，包括依照評估程序進行數值模
制型構件。
擬分析。若把與非結構相關之修復設計評
估流程獨立出來，則其流程如圖二所示， 6. 進行評估程序，未達性能水準要求者應
進行修復：非結構評估程序分為兩類，
試簡述說明如下：
一類為分析(Analytical)程序，又分為力
量分析(F)以及力量與變形分析(F/D)；另
1. 訂定修復性能目標
一類則為規定(Prescriptive)程序。
2. 目視檢查與狀態評估

非結構物 : 性能水準(降低危害HR.生命安全LS.立即居住IO)要求與分析方法之應用
性能水準

3. 非結構物的分析與修復要求
非結構物種類

4. 結構體與非結構物的交互作用
5. 非結構物依據控制參數分類

立即使
用
(N-B)

地震活動強度(Seismicity)
高度與中度

評估程序

低度

生命安 降低危 生命安 降低危
全(N-C) 害(N-D) 全(N-C) 害(N-D)

• 建築之非結構物
(例)1. 外牆構件

6. 依規定進行評估程序

是

是

是

否

否

F/D

• 機械設備
• 電力與通訊設備

7. 不符性能水準之非結構物, 進行修復

• 室內傢俱與設備

圖二 非結構性能修復流程

圖三 非結構修復評估程序與要求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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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356 雖已奠定非結構性能修復
之架構，但其規定係以建築設計規範為基
礎，故大多偏向「生命安全」之性能目標；
同時，非結構物種類繁雜，目前仍缺乏非
結構性能之基礎研究。因此，未來之非結
構性能修復設計準則，應針對重要建築中
非結構物的「正常運作」性能目標提供相
關規定，補充說明如何評估構件與其錨定
是否達到預期之性能水準，並探討如何在
震後檢驗非結構物是否維持其原有機能。

試與輸入波(包括單頻或多頻)制訂原則性
的規定。圖四為上述三種非結構耐震性能
測試準則比較。
若採用我國最高之 SDS 值(花東斷層一
帶)，分別依照 AC156 與 GR-63-CORE 規
定所製定之 RRS 如圖五所示。由圖可知，
GR-63-CORE 所要求之 RRS 幾乎完全包覆
AC156 之要求，尤其對自振頻率為 2~5Hz
之設備而言，其需求放大約 2.75 倍。此外，
由於 GR-63-CORE 垂直向與水平向採用同
樣的 RRS，故其垂直向 RRS 遠大於 AC156
依規定折減後之需求。再者，GR-63-CORE
適用之對象為重量普遍較輕之通訊設備，
故對其他重型設備而言，應謹慎考量其規
定是否會造成設備過大之慣性力。

三、非結構耐震性能測試準則
ICC-ES 機構制定之 AC156，為 ASCE
7-05 所認可之非結構耐震性能測試準則之
ㄧ，適用於一般非結構構件與設備。由於 1
Hz 以下的加速度將使速度歷時震盪幅度過
大，導致大部分振動台無法執行，故新版
之 AC156 修正其適用範圍為基振頻率大於
1.3 Hz 之非結構物。AC156 適用於單軸、
雙軸與三軸向振動台試驗，非結構設計水
平總橫力規定則可引用 UBC 或 IBC 規範。

掃頻試驗
掃頻輸入峰值
正弦波掃頻範圍
掃頻速率
人造震波試驗
RRS
阻尼比
頻率範圍
平台頻率範圍
屋頂層之Aflex

1970 年代，美國貝爾實驗室為其區域
性營運公司訂定三種層級的標準環境，稱
之為 NEBS (Network Equipment-Building
System)，最高層級－NEBS Level 3 為電信
機房等級(Carrier Class)，儀器設備需完全
符合 GR-63-CORE 之規定。GR-63-CORE
為 NEBS 實體環境保護的規定，包括設備
耐震性能準則與振動台測試要求。由於
GR-63-CORE 規範對象為通訊設備，其設
備耐震試驗的形式可分為構架與機箱層級
試驗(Frame-level and Shelf-level testing)。
GR-63-CORE 包含靜態試驗與振動台試驗
等規定，其中振動台試驗分別為兩水平向
與垂直向之單軸向試驗。

AC 156

GR-63-CORE
(Zone 4)

0.1g±0.05g
1.3~33.3Hz

0.2g
1~50Hz

2 Oct. /1 min.

1 Oct. /1 min.

5%
1.3Hz~33.3Hz
1.3~8.3Hz
1.6SDS

2%
1.0Hz~50.0Hz
2~5Hz
5.0g

5%
1.0Hz~33.0Hz
-

IEEE-344
建議0.2g
建議1~33Hz以上
不超過2 Oct. /1
min.

屋頂層之Arig

1.2SDS

1.6g

-

垂直向RRS

Aflex=2/3 SDS
Arig=2/3(0.4SDS)

與水平向相同

-

建議等於或大於
5%
包覆RRS上限
130%
130% (1~7Hz)
無
包覆RRS下限
90% (有條件)
100%
90% (有條件)
大於或等於RRS
大於或等於RRS
輸入波 最大加速度峰值
的ZPA值
的ZPA值
30秒，強振動區 預設震波約30 強振動區段最少
震波長度
段最少20秒
秒
15秒
TRS

阻尼比

5%

2%

圖四 AC156、GR-63-CORE 與 IEEE-344
之耐震測試要求比較
AC156 Horz.
10.0

Horz.+30%
Horz.-10%
AC156 Vert.

5

Vert.+30%
Spectral Response Acceleration (g)

Vert.-10%

IEEE Std 344 -2004 為核電廠 Class 1E
設備之耐震性能驗證準則，證明 Class 1E
設備在歷經數個特定中小型地震之後，再
遭受特定大型地震時，不論是在地震作用
期間或是震後仍能達到其性能要求。IEEE
344 並未如 AC156 或 GR-63-CORE 般，為
振動台輸入震波制定測試需求反應譜(RRS,
required response spectrum)，而是為各種測

2.363
2

GR 63Core

1.818

1.0

1.772

1.636

1.363

0.984

1.227

1.6

0.757
0.681
0.394
0.303
0.273
0.2

0.1
0.1

1

Frequency (Hz)

10

100

圖五 AC156 與 GR-63-CORE 之 RRS 比
較，採我國最高之 SDS 值：1.136(g)
7

四、人造震波製作與測試結果
本研究於今年度與實驗室承接之非結
構耐震性能測試案合作，以了解 AC156 與
GR-63-CORE 測試準則之適用性。如圖六
所示，本研究選取 921 集集地震之近斷層
地表運動歷時，保有其加速度相位頻譜，
再依據 AC156 (或 GR-63-CORE) 所規定之
RRS 修正其傅立葉震幅頻譜，使其反應與
規定之 RRS 相容，而獲得振動台試驗之人
造輸入震波。
圖八 AC156 測試之 TRS 與 RRS(X 向)

依實驗要求，GR-63-CORE 測試一案
為分別針對兩水平主軸向所進行之單軸向
振動台試驗。如圖七所示，雖然人造輸入
震波之加速度峰值高達 1.2g，但由於設備
重量僅約 80kg，故其振動台測試時之實際
測試反應譜(TRS, test response spectrum)於
1~7Hz 之間並未超過 RRS 之 130%，符合
GR-63-CORE 之規定。AC156 測試一案，
由於試體重量高達 30 噸，執行前本研究案
先以 28 噸模擬試體測試。對照 AC156 設
計人造震波的空台測試結果，重型設備對
於振動台 X 向之 TRS 影響甚鉅，反應譜加
速度於 1~5Hz 與 15~20Hz 出現高峰值，如
圖八所示。

五、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初步探討適用於台灣重要建築
非結構物之耐震性能修復設計程序，並實
際製作與國外非結構性能測試規範所規定
之 RRS 相符的人造輸入震波進行振動台試
驗，以因應未來非結構耐震性能修復設計
與耐震性能測試驗證之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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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符合 AC156 規定之人造輸入震波

圖七 GR-63-CORE 測試 TRS 與 RRS(X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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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建築耐震評估及補強之現地試驗研究
蕭輔沛1 邱聰智2 邱耀正3 黃世建4

摘 要
校舍耐震補強的工法繁多，其有效性過去多僅透過數值分析及實驗室的構件試驗，
然而實際的補強效果無法獲得足夠足夠驗證，利用實際校舍進行現地實驗係屬最直接之驗
證方式。但現地實驗除所需動用之人力龐大，亦必須克服衍生之實驗技術問題，故其執行
不易，致使世界上少有先例。2007 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與國
立成功大學合作，承蒙臺南縣政府及關廟國小之協助，得以利用待拆除之校舍進行現地試
驗，本試驗除整合成功大學土木系及建築系師生共同研究外，亦與墨西哥進行國際合作進
行後拉式預力補強工法試驗，提供國內校舍補強工法的新選擇。本文亦將針對原樣標準試
體做一簡介，其試驗成果與其他補強試體相比較，可驗證不同補強工法之差異。基於本次
現地實驗之獨特性，美國、日本及印度多位學者特來臺觀摩。另外，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
科會亦提供經費支援，使本實驗得以順利展開。由這一系列之試驗與研究成果，可提供給
工程師一套準確又實用的方法，來解決既有中小學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之需求。

關鍵詞：校舍、現地試驗、耐震補強、鋼板補強、擴柱補強、預力補強

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及初步評估表，經
由學校總務人員之簡易調查、工程專業人
員之初步評估，有效地將校舍結構之耐震
能力排序，以縮小擬解決問題之規模。對
於耐震堪虞之校舍，依嚴重程度，由工程
之專業人員，進行結構耐震之詳細評估與
補強設計，最後透過審查機制，確保評估
與補強之有效性及經濟性。

一、前言
歷年來發生的幾次強震中，每每造成
中小學校舍嚴重損毀，尤其在九二一集集
大地震中，中小學校舍損毀的情形特別嚴
重。所幸地震發生於凌晨時刻，校內均無
任何師生活動，否則後果堪憂。早期校舍
建築以採光通風為主，並未考慮耐震設
計，加上施工品質不良，耐震能力實在堪
慮，真可謂「先天不足，後天失調」。經
勘災結果統計發現，傳統校舍普遍存在許
多共同之問題，諸如分期興建、箍筋間距
過大、窗台短柱等，均造成耐震能力明顯
不足，在在顯示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實為
當前亟待解決之問題。

由於補強的工法繁多，其有效性過去
多僅透過數值分析及實驗室的構件試驗，
然而實際的補強效果無法獲得足夠驗證，
利用實際校舍進行現地實驗係屬最直接之
驗證方式，但現地實驗除所需動用之人力
龐大，亦必須克服衍生之實驗技術問題，
故其執行不易，致使世界上少有先例，國
震中心克服萬難，進行一系列之校舍現地
實驗，2005 年首度在花蓮新城國中進行校
舍現地試驗[1]，同年 7、8 月在雲林口湖國
小進行了 RC 翼牆補強試驗[2]，2006 年在
桃園瑞埔國小也進行了隔間牆增設 RC 柱

有鑒於此，國震中心與教育部攜手合
作，針對校舍結構耐震之問題，展開一系
列的研究。由於全國校舍數量龐大，欲全
面施作詳細耐震能力評估，所需之經費甚
鉅，且並不經濟，故國震中心乃研發出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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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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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結構互制效應量測。
5. 微振動量測、強迫振動測試及影像量測。

補強試驗研究[3]，均獲得了豐碩的成果。
而去年 7~9 月期間，本中心承蒙台南縣政
府及關廟國小之協助，得以利用擬拆除之
大智樓校舍進行本次現地試驗，本次實驗
之主要目的有二：

靜態推垮試驗是以低樓層且結構系統
規則的實物校舍建築為試體，與其結構的
第一模態震動反應，模擬一、二樓層側力
豎向比例施力，進行現地試驗，這樣可以
同時獲得試體的側力抵抗能力及非線性位
移能力。

1. 驗證現有評估方法及數值分析模型之可
靠性
利用現有待拆除之校舍，於暑假期間
進行測試，以觀察及確實瞭解校舍受震破
壞之機制、過程及相關細節，透過實驗數
據來檢視工程界已發展之評估方法及分析
模型之可靠度。

起初將測試試體與反力端相連的樓版
和梁切開，然後裝置 4 座油壓千斤頂於反
力端各層樓的每一梁端，測試試體斷梁處
同步加裝鋼套筒，隙縫封塞石膏，於千斤
頂背後的反力端則裝置型鋼做為反力斜
撐。本文試驗加載過程中，各試體均利用
靜態單向沿走廊方向進行側向加載，並且
由施力控制與位移同步兩個要素進行試
驗。施力控制係以油壓缸活塞的截面積比
來控制屋頂層樓版 RFL 與二層樓版 2FL 的
施力，使其為 2 比 1，模擬承受實際地震力
作用之下基本振態的側向力分佈。

2. 驗證補強方法之有效性
配合既有校舍之型態，選擇經濟有效
且合適的補強方法，本次實驗係採用擴柱
補強、構架式鋼板補強及預力鋼棒補強方
式。藉靜態側向推垮試驗，以瞭解校舍在
抵抗側向地震力的能力與其受力變形的程
度，並確認三種補強方式之成效，以作為
未來推廣之依據。

三、靜態側推試驗之試驗方法

二、整體試驗規劃

靜態側推試驗試體的試驗過程，均由
屋頂層位移量控制。從屋頂層位移量 0.25%
樓高開始，每增加 0.25%位移量記錄一次
至 2.0%，屬於裂縫描繪階段。當屋頂層位
移達規劃的目標位移量時，即停止施力交
由專案人員進入試體內查看受損跡象，並
由各組工作人員至指定位置描繪裂縫、拍
照與紀錄。試體屋頂層位移量達樓高 2.50%
時，由於試體已大量變形且柱、樑與牆等
構材嚴重損毀，基於安全考量，除保留測
力計與位移計量測外，其餘量測設備皆撤
離，屬於目視觀察階段。自屋頂層位移量
達樓高 2.50%、3.00%、3.50%、4.00%、5.00%
至 6.00%等試驗階段，皆於施力暫停之後，
相關工作人員不再進入試體內部，只從試
體外部進行觀察與拍照。由此試驗階段之
構材塑鉸產生及破壞非線性行為，可看出
試體破壞機制的發展情形及整體強度的衰
減情況，其中殘餘強度降至 80%所對應的
位移量，亦可判定它的韌性度。推垮階段
是由屋頂層位移量 6.00%樓高開始，漸次

由國震中心及國立成功大學組成現地
實驗工作團隊，於台南縣關廟國小利用待
拆除的大智樓，執行校舍耐震補強之現地
推垮試驗。大智樓為二層樓懸臂走廊之典
型 RC 加強磚造建築，單一樓層有 14 間教
室，兩側各有樓梯一座，中間有一穿堂。
本次試驗目的主要探討鋼板包覆、擴柱及
預力鋼棒等耐震補強工法之成效，因此規
劃了三座補強試體與一座標準試體進行推
垮試驗比較，每二間教室規劃為 1 座推垮
試驗試體，其餘教室作為反力端，剩餘教
室則進行柱載重重分配試驗，總計有 6 組
試驗試體。本次試驗項目包括:
1. 靜態推垮試驗:主要進行補強工法之驗
證，包括構架式鋼板補強(試體 1)、RC
擴柱補強(試體 2)、後拉式預力鋼棒補強
(試體 3)及原型標準試體等 4 座試體。
2. 垂直載重重分配試驗:主要探討動力放
大效應，包括試體 5、試體 6。
3. 門窗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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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補強試體一、二樓皆有受損，其原因應
為選對位置補強，讓最軟弱的窗台柱增強
勁度和韌度，能夠與隔間牆柱於彈塑性階
段甚至於倒塌前階段，共同承載負荷，讓
補強試體能明顯提昇耐震性能（強度、韌
度與消散能量）及耐震水準（降伏地震力、
極限地震力與韌性容量）。

施加側力，相對試體變位快速遞增，當大
部分柱體發生軸力破壞，試體即迅速地倒
塌。這種推垮而最後倒塌之試驗，可找出
倒塌前的側位移能力，可研判能否承受經
歷過最大地震之後而不倒塌。

四、構架式鋼板補強側推試驗成果

由試驗結果顯示，窗台柱 RC 擴柱補
強在力量傳遞連續且新舊結構聯結合成一
體以及施工品管良好的條件下，補強試體
之破壞機制將由原型試體的剪力破壞改善
為趨向撓剪破壞，且補強校舍試體之強度
與韌性的耐震性能皆獲明顯提昇，達法規
耐震要求以上。此外，擴柱式 RC 補強工
法之工程費低（補強及修復費約為 1/10 重
建費）、施工簡易（傳統 RC 施工）。這
些結果證明校舍老舊或單跨懸臂走廊，不
代表就是危險教室或是不易補強的教室，
老舊校舍經合宜之工法補強後仍可改善為
滿足法規耐震要求。

原型試體大部分破壞於一樓底層，主
因窗台短柱現象、塑鉸提前產生，造成一
樓結構不穩定而快速破壞；而補強試體一
樓各柱強度與勁度相若，中間柱與隔間柱
間之力量傳遞與分擔力量重分配，軟弱柱
現象消除，每根柱始終相互承載受力。原
型試體之最大基底剪力為 1,444 kN，而鋼
板補強後之試體為 3,054 kN，最大強度增
加了 1,610 kN，約提昇 110%之強度。比較
於 0.8 倍最大強度時，補強後試體之頂樓位
移 較 未 補 強 之 空 構 架 試 體 提 高 了 30.7
mm，約提昇 15%。當屋頂層位移比達到
5%時，原型試體之殘留強度為 834 kN，約
為最大強度之 58%；鋼板補強試體之殘留
強度為 1,959 kN，約為最大強度之 64%，
殘留強度提升了 135%。

本文所建議之擴柱式 RC 補強工法經
驗證為國內中低樓層校舍結構補強經濟有
效的可行方案之一，其補強試體設計與製
作可以提供國內中小學校舍補強之應用。
目前工程業界採用的補強工法種類繁多，
唯尚無補強設計與其施作細則之規範，對
於工程師如要進行擴柱補強設計，應可參
考本研究的設計、施作、試驗與其結果。

選用構架式鋼板補強工法，以靜態側
向推垮現地試驗，直接驗證補強的成效，
證明校舍老舊或單跨懸臂走廊，不代表就
是危險教室或是不易補強的教室。既有校
舍經此補強工法，依本文補強試體之設
計、製作與其試驗的方法試驗後，強度與
韌性的耐震性能均獲明顯提昇，最大強度
約提昇了 110%，強度明顯提升，達法規耐
震要求以上，且施工簡易，經濟性及安全
性都能達到要求，對原有校舍功能之衝擊
幾乎沒有，得以提供國內中小學需進行補
強的教室應用，使得強烈大地震再度侵襲
之後不崩塌，可充份保障師生安全。

六、預力鋼棒補強側推試驗成果
經與標準原型試體載重位移關係比
較，最大側力強度為 1,444kN，此時屋頂層
間變位角為 0.86%，而預力補強試體於屋
頂層間變位角 0.98%時，達到最大側力強
度 2,985kN，就強度補強觀點而言，預力鋼
棒補強試體強度較原形試體顯著增加 1.07
倍。

五、RC 擴柱補強側推試驗成果

本研究與墨西哥進行國際合作進行後
拉式預力補強工法現地試驗驗證，並與原
型標準試體比較，實驗結果顯示，預力鋼
棒補強對側力強度有顯著貢獻。實驗結果
顯示，採用鋼棒補強後，強度較原形試體
顯著增加 1.07 倍，可有效提升建築物之耐

原型未補強試體主要破壞發生於一
樓，尤以窗台柱於彈塑性階段即提早破
壞。若一樓柱再度受載，形成負荷重分配
機制，加速隔間牆柱破壞，這是原型未補
強試體造成耐震能力不足主因；而擴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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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能力，為強度補強之工法；此補強工發
施工方便，補強後若受震損，可快速抽換
鋼棒再次補強，為快速補強工法；鋼棒體
積不大，因此不影響教室採光及通風，可
有效降低裝修工程費用。校舍採用預力鋼
棒補強優點包括經濟有效且快速，不影響
採光通風，無需大量裝修工程，是值得提
供給工程師進行國內校舍補強工法的新選
擇。

七、結論

試體加載佈置圖

本試驗除與成功大學建築系及土木系
師生共同合作研究外，亦與墨西哥進行國
際合作進行後拉式預力補強工法試驗，提
供國內校舍補強工法的新選擇。基於本次
現地實驗之獨特性，美國、日本及印度多
位學者特來臺觀摩。另外，國家實驗研究
院及國科會亦提供經費支援，使本實驗得
以順利展開。由這一系列之試驗與研究成 (a)構架式鋼板補強構架試體(b)RC 擴柱補強構架試體
果，可提供給工程師一套準確又實用的方
法，來解決既有中小學校舍耐震評估與補
強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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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尺寸校舍與街屋組件之耐震驗證及模式建立(II)
葉勇凱1 翁樸文2 黃世建3

摘 要
鋼筋混凝土柱受剪破壞在九二一集集地震勘災紀錄中極具代表性，特別是短柱桿件
之剪力破壞，是造成結構物崩塌的主因之一。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實驗及分析方法，來探
討鋼筋混凝土(RC)短柱受剪破壞之耐震行為，並與 1/2 縮尺振動台實驗結果進行對照，以
觀察靜態實驗與動態實驗之關連性。本研究總共製作 8 種 RC 短柱試體，分別變化高寬比、
軸壓比與配筋形式，在雙曲率變形與固定軸力的狀態下，進行反覆載重試驗，以瞭解鋼筋
混凝土短柱受震後之行為，並觀察短柱在剪力破壞後之崩塌行為。本實驗結果顯示，配筋
形式改變了試體的破壞模式，而高軸壓比則加速試體的崩塌行為。最後，本研究認為在側
向載重強度完全喪失之後，RC 短柱仍有可能維持軸向載重強度。

關鍵詞：鋼筋混凝土短柱、雙曲率、剪力破壞、軸力破壞、崩塌

實驗室中依實尺寸模擬短柱桿件在雙曲率
變形控制下，進行擬靜態反覆載重之倒塌
實驗，進而瞭解短柱桿件剪力強度的形
成、裂縫的發展與崩塌行為。
低矮型鋼筋混凝土建築的倒塌導因於
承壓柱的軸力承載能力的喪失，此機制發
生於先行的剪力破壞斜裂縫處。為掌握低
矮型鋼筋混凝土建築的耐震能力，需了解
承壓柱的剪力及軸壓破壞模式，建立其與
層間變位的關係。故本試驗參考 ACI 設計
規範與國內低矮型校舍常用之建築設計方
法，規劃八座雙曲率短柱試體，材料強度
如表一，考量低矮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特
性，分別變化柱試體之高寬比、箍筋間距
與軸壓比(表二)，試體區分為 4 種類型，每
種類型 2 座試體，分別承受高軸力與低軸
力。試體詳細斷面與配筋如圖一。

一、計畫緣由及目的
1999 年台灣發生芮式規模達 7.3 的 921
集集大地震，這場堪稱二十世紀末最大的
地震，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不計
其數。由震後的勘災結果知道，大地震對
台灣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造成相當程度的
損毀，其崩塌多集中於柱桿件的破壞上，
特別是低矮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為了瞭
解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中柱桿件的特性，我
們觀察到這些低矮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
常為了採光通風等需求，建置大面積開口
窗，而窗台造成的短柱現象，大幅提高柱
的撓曲強度，使結構的破壞行為與模式主
控在這些柱的剪力破壞之上，柱發生剪力
破壞之後，伴隨而來的軸力承載能力喪
失，將導致建築物倒塌的危險。因此，短
柱桿件受剪的破壞行為模式研究，將有助
於我們瞭解建築物的整體倒塌行為。

表一 材料強度
Specimen

二、實驗規劃

4DL、4NL
4DH、4NH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短柱桿件於側力作
用下之耐震行為與短柱桿件之崩塌行為，
1
2
3

3DL、3NL
3DH、3NH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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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 ( kgf / cm 2 )

f u ( kgf / cm 2 )

#3

4570

6707

#8

4812

7004

2
f c′ ( kgf / cm )

330

表二 試體規劃表
Specimens

Aspect ratio

4DL
4DH
4NL
4NH
3DL
3DH
3NL
3NH

Parameters
Detailing
Ductile(D)

4
Nonductile(N)
Ductile(D)
3
Nonductile(N)

Axial load
0.1 fc’Ag (L)
0.3 fc’Ag (H)
0.1 fc’Ag (L)
0.3 fc’Ag (H)
0.1 fc’Ag (L)
0.3 fc’Ag (H)
0.1 fc’Ag (L)
0.3 fc’Ag (H)

試體測試佈置如圖二，利用 L 型鋼與
4 支油壓致動器作為施力系統，以達到柱的
軸向力與側向力之施加，另外，並設置 4
支鋼柱與斜撐系統，以防止試體有側向位
移發生。

圖二 試體測試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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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rift ratio (%)

(a) 4DL&4DH

圖三 加載程序

70

150

50

5

70

(b) 4NL&4NH

(c) 3DL&3DH

(d) 3NL&3NH

圖一 試體斷面配筋

施載程序採三角形位移波輸出如圖三
所示，各階段最大位移層間角依次為 0.25
％、0.5％、0.75％、1％、1.5％、2％、3
％、4％、5％、6％…，6％之後每個位移
增加位移層間角 2％，每個位移三個週期，
採用擬靜態的方式，直到柱桿件試體發生
崩塌行為。如圖四所示，其中，水平油壓
致動器 1 為位移控制，設定為試體的加載
位移；水平油壓致動器 2 為力量控制，設
定與油壓致動器 1 相同之出力值
( P2 − P1 = 0 )，使合力通過柱之反曲點位
置；垂直油壓致動器 3 為位移控制，設定
與 油 壓 致 動 器 4 維 持 相 同 位移
( Δ 3 − Δ 4 = 0 )，使 L 型鋼於加載過程中可維
持水平；垂直油壓致動器 4 為力量控制，
設定其與油壓致動器 3 為軸向力的施加
( P4 + P3 − 0.1 f c′Ag or 0.3 f c′Ag = 0 )，使試體可
14

維持雙曲率定軸力的狀態。

圖四 加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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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為試體 4DL 在變位角 3%的破壞
照片，由照片中可觀察到明顯的剪力破壞
模式。試體試驗結果之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關係曲線圖，如圖六，圖六(a)與圖六(b)為
試體高寬比為 4 的柱測試結果，圖六(c)與
圖六(d)為試體高寬比為 3 的柱測試結果，
其中 Vmn 為試體標稱撓曲強度對應之剪
力，由圖可知，試體測試至側向載重強度
喪失後仍可能保有足夠之軸向承載能力，
至崩塌破壞發生為止，且韌性試體較非韌
性試體有較好的耐震能力，可延遲試體的
崩塌時間，而軸壓力的改變對試體的載重
位移有很大的影響，高軸力增加試體的側
向強度，但在強度點後卻加速了強度的衰
減速率，進而加速崩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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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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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載重位移遲滯迴圈

四、結論
1. 本研究中所採用之油壓致動器控制系
統，其控制方法為國內首次使用，可在

圖五 試體 4DL 在變位角 3%的破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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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情況下進行實驗達到試體崩塌，
由實驗結果發現，反曲點皆位於柱高 1/2
處附近，且在軸力破壞發生前，軸力的
施加為定值，因此可達成雙曲率定軸力
之反覆載重實驗。
2. 本研究所進行的實驗試體採用直立式澆
置，反曲點並無明顯偏向柱上端，與以
往認為直立式澆置會產生浮水效應，導
致反曲點偏向上的情況不同。
3. 軸向承載能力喪失的定義，不同於過去
認為，以側力強度為零時所達之位移點
作軸力破壞點，由實驗中發現當側力強
度為零時，軸向承載力可能依舊存在，
與前人的研究有所差異。
4. 本實驗進行三迴圈的反覆載重，與以往
進行鋼筋混凝土實驗進行二個迴圈有所
不同，但由實驗觀察到第二與第三迴圈
之差異不大，軟化情況在第二與第三迴
圈間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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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短柱動態崩塌實驗
吳俊霖1、黃世建2、楊元森 1、蘇瑞翔3

摘 要
本研究係探討低軸力作用下 RC 短柱歷經純剪破壞後的全域結構行為，以高寬比
3 與 4 之短柱（包含韌性及非韌性配筋），分別組合成 1 座三柱構架及 3 座雙柱構架
試體，此可模擬剪力屋架承受地震力作用時之柱體雙曲率變形行為。並藉由動態倒塌
實驗構架系統，觀察雙柱之局部破壞情況與整體構架破壞情形，與三柱構架之軸力分
配情況，並與實尺寸單柱試體之反覆載重實驗結果進行交叉比對，以探討動態實驗與
靜態實驗中之關連性。在實驗過程中亦可觀察柱桿件剪力強度的衰減與裂縫之變化，
並藉由剪力型房屋耐震能力之分析模型，以評估柱桿件之剪力強度與位移能力。

關鍵詞：振動台、動態崩塌、鋼筋混凝土、短柱、純剪破壞

一、前言
柱桿件破壞模式之力位移曲線可大致
區分為三大類（如圖一），而近年來在振
動台試驗中，對於撓曲與撓剪破壞之行為
研究已有相當程度進展，而對於純剪破壞
領域之研究仍處在一個尚待開發的狀態，
所以規劃此研究案，希望蒐集此一方面之
動態結構行為實驗資料，進行深入的探討。
因為目前國際學界對於箍筋量嚴重不
足之老舊 RC 短柱之研究成果很有限，所
以參酌本國混凝土設計規範[1]與一般業
界老舊建築設計方法，規劃本次實驗，並
與實尺寸單柱試體之反覆載重實驗結果[2]
進行交叉比對，互為對照之用，以觀察動
態實驗與靜態實驗相互關連性，並藉由動
態倒塌實驗觀察構架系統中，雙柱之局部
破壞與整體構架破壞情形、三柱構架之軸
力分配情況；另外可觀察柱桿件剪力強度
的發展與裂縫之變化，並藉由 Hwang and
Lee[3]所提出的軟化壓拉桿模型之剪力衰
減模式，用以評估桿件的剪力強度。

1
2
3

?

圖一 柱桿件破壞模型

二、實驗規劃
為使振動台試驗之效率提升，此次測
試佈置採用 A572 材質之結構鋼梁代替混
凝土橫梁，在鋼梁上加載質量塊，每一階
段實驗結束將整組載重塊吊起，只須更換
柱試體，即可進行下一階段試驗，鋼梁亦
可重複使用，故可以減少實驗工作天時間
與鋼筋混凝土使用量。
由於實驗過程只施加 X 向單軸地震
力，為了防止受測構架在 Y 向之過度振動
造成實驗誤差與安全性考量，故加上側撐
鋼架並於側撐鋼架與載重鋼梁接觸面放置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建物組組長、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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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個萬向滾珠以減少 X 向振動時所產生
之摩擦力。

伏、剪力破壞、軸力破壞點與側向力喪失
點在圖形上加以標示，以方便在圖形上對
各桿件破壞順序之了解。

此次實驗共有四組測試，前三組採用
同樣數量載重塊，故可直接拆裝鋼梁，不
需更動質量塊數量，且防落裝置採用整組
構架落下，由底下橫梁接住上方之整組載
重鋼梁，故前三組測試佈置(如圖二)只需
更換其受測之柱桿件即可，可減少實驗工
作時間；而第四組測試，為與第一組互為
對照組，須酌量減少軸力，所以需移除 40
個質量塊，且第四組測試之防落裝置採用
承接鋼梁在上方，使用鏈條接住之方式，
於試體崩塌時吊住整組載重鋼梁，所以需
耗費一些時間更改其測試佈置。

慣性力與荷重計之剪力讀值扣除基礎
慣性力做比較，可檢視側撐鋼構架摩擦力
之影響，其結果之曲線幾乎重疊，可見得
側撐位置的萬向滾珠有效發揮功能，使摩
擦力幾乎為零；但在接近崩塌之後期，兩
條曲線開始產生差異，其可能形成原因
有：(1) 承重鋼梁歪斜，加速規量到的數
值非僅有水平分量，而水平側力與鋼梁運
動方向之加速度值不同所產生之差異；(2)
由於加速規有許多高頻雜訊，尤其在崩塌
過程高頻雜訊會更加嚴重；(3) 慣性力計
算需仰賴加速度讀值，所以當試體崩塌落
定時，加速度等於零，即慣性力等於零；
另一方面，因為試體崩塌時通常屬於大變
位角，配重鋼樑的垂直作用力會因為平衡
關係式的交互作用產生荷重計的水平讀
值。

雖然筆者在有關 P-Δ 效應對柱側向強
度 的 影 響 採 取 迥 異 於 PEER Structural
Performance Database 的觀點，並不認為移
除 P-Δ 效應的流程適用於剪力相應之側向
圖二 試體組裝完成
強度的折減。但基於與文獻比較上的需
求，仍進行 P-Δ 效應對柱桿件側向強度的
三、試驗結果
折減的參數分析，將本研究四次實驗原始
此實驗使用 921 南投集集大地震中 數值與移除 P-Δ 效應後之曲線繪製；結果
TCU082 測站所測得東西向地震波之加速 發現在撓剪柱經計算 P-Δ 效應後，曲線有
度為基準，於每次試驗使用不同放大倍率 明顯的差異；但在純剪破壞之 P-Δ 效應，
之加速度歷時，以模擬小地震發生時之構 因軸力比及側向變位角較小，幾乎不影響
其結果，尤其在第一組測試之中間柱，更
架破壞情況與大地震之崩塌情形。
可明顯觀察其兩條曲線已完全重合。
為方便軸力數值變化之觀察，故採用
最後，負勁度的形成可能源自於 P-Δ
軸壓力為正；在這四組實驗過程中，可發 效應或柱桿件產生嚴重結構性損壞（例
現構架在受加速度之動態實驗影響，而有 如：嚴重裂縫或甚至斷裂）或以上兩者效
傾覆彎矩的影響，而軸力比也會跟隨加速 應的總和。因為歷年來文獻記載有關 P-Δ
度變化之時間點相對應產生放大效果；基 效應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而完整，所以一
底剪力(Base Shear)係指試體在實驗過程 般實驗後處理流程均傾向於先將 P-Δ 效應
中，荷重計所讀得之 X 方向剪力值扣除基 於實驗數據移除後，再設法尋找適當的模
礎慣性力之數值可代表柱底所受的剪力， 型，並建立可能參數值範圍，俾便數值模
軸 力 (Axial Load) 係 指 試 體 在 實 驗 過 程 型的推廣與應用（例如：美國太平洋地震
中，荷重計所讀得之軸力值扣除基礎重量。 工程研究中心所屬的實驗資料庫），在可
而於遲滯迴圈中，主筋降伏、箍筋降 見的未來，如果將此一模型與 P-Δ 效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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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結構分析設計流程內，應該足堪新一
世代性能設計法工程實務之所需。

100

一般在實驗與分析均假設基礎與荷重
計均為剛體，但由於本實驗於測試構架柱
基礎底端設置荷重計，已屬於侵入式量測
方式，針對於柱基礎與振動台台面兩組加
速規所測得之加速度紀錄進行比較，以瞭
解荷重計對整體構架行為的影響；由構架
自振頻率分析發現微小差異，其發生原因
為基礎與荷重計並非剛體，因此建議未來
於動態分析模擬時亦須將基礎與荷重計之
勁度納入考量，才符合其實際結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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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非韌性長柱比較

四、分析與討論

五、結論

由於目前文獻記載可稽考的剪力預測
公式眾多，其所採取之力學機構觀點及預
設參數之不同均會相當程度地影響估算結
果，本研究將鋼筋及混凝土材料測試強度
結果代入前述所有剪力公式，計算其結果
可看出 Kowalski et al. [4]所得之公式計算
值其平均值相當接近 1 且變異係數相對較
低，大約在 15%左右，與實際測試值較為
接近，而 ACI 之計算值差異較大，且有低
估之現象。

1. 由本實驗資料中發現短柱剪力強度的
實驗測試值大多較剪力計算公式值還
高，此發現與廖文義等學者振動台試驗
[11]之結論吻合，顯示在柱體產生剪力
破壞時，現有文獻及規範所提供之剪力
計算公式多偏於保守。從實驗中也發
現，剪力柱無論採韌性或者非韌性配
筋，其載重位移曲線均缺乏韌性平台，
而於瞬間產生剪力破壞後，以 cyclic 或
in-cycle 的方式直接進入結構負勁度階
段，但這一階段如能適時佐以系統贅餘
度以提供荷載重分配的路徑，其力學表
現並不如以往產學界所認知的那麼
差；然而瞬間剪力破壞的後果畢竟非常
嚴重，本研究仍強烈建議應極力避免；
如實在無法避免，於設計時應搭配較高
的安全係數。
2. 本研究中，短柱剪力強度振動台實驗值
有略高於單柱反覆載重實驗值的現
象，此現象可能導因於：(1) 動態效應
strain rate 所造成的強度差異，(2) 縮尺
效應（例如：輸入地震力時間軸依比例

藉由 Cindra[5]所建立的載重位移曲
線與程式計算所有測試柱。對於韌性柱之
破壞模式、強度與位移做預估有很不錯的
效果，非韌性柱之破壞模式預估也有很不
錯的效果，但於強度預測上顯然低估，且
在位移的預估上精確度亦仍顯不足。於撓
曲破壞柱之位移公式計算，採用 Berry and
Eberhard[6]、FEMA356 與 ASCE-41[7]；
而剪力破壞柱之位移計算，其位移最大值
為降伏點，而其軸力破壞點採用 Elwood
and Moehle[8],[9]、Elwood and Zhu[10]兩
種計算公式之比較；並與 ASCE-41[7] 比
較。

縮尺 2 造成 strain rate 二度增加、以及
縮尺後鋼筋、混凝土配比等材料差異
等），(3) 每一特定變位角反覆經歷 3
個載重迴圈引致較多的強度折減。
3. 一般工程設計的概念均設法避免房屋
結構產生純剪破壞，對於剪力強度的估
算值除偏向保守外，並搭配比撓曲較高

受限於反覆載重與振動台試體尺寸的
不同，故將其力量與位移均予以無因次
化，再進行比較，發現遲滯迴圈包絡線之
衰減情況大致相似，但於振動台上之柱剪
力強度高於反覆載重實驗，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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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係數，在分析系統可靠度時，其
強度機率分配函數會比需求機率分配
函數高出許多，藉以有效降低整體破壞
機率至可接受的水準，其另一方面的寓
意即在鼓勵具結構韌性的設計（例如：
撓曲破壞）。
4. 由剪力強度主控的柱構件多發現於老
舊建築物，有些配筋甚至因為未經專業
技師設計而不符合耐震規範的要求，
2000 年 FEMA 356 和 2007 年 ASCE/SEI
41-06 對於此類型構材並無任何載重位
移曲線估算的建議，但在現實生活中，
此類極欠缺抗震能力的建築物卻又散
佈於我們所居住的社區，成為地震來襲
時的巨大隱憂。2007 年 ASCE/SEI 41-06
Supplement 1 首度點出此類老舊建築物
的耐震評估需求，但僅止於局部性定量
描述可能的推垮曲線或背骨曲線形
態 ； 而 本 研 究 依 循 ASCE/SEI 41-06
Supplement 1 的建議並佐以經驗及判
斷，嘗試建立背骨曲線計算值，俾與實
驗值比較。
5. 由本研究發現剪力公式之預測值多偏
向保守，而於韌性短柱有稍良好的預測
值，但在非韌性短柱之預測方面，明顯
過於保守；此應源於韌性配筋型式的剪
力破壞模式較能吻合文獻傳力機制的
假設，而非韌性配筋因其傳力機制的劣
化、複雜化及混凝土材料強度具高度變
異性，導致在強度預估上偏向極度保
守。
6. FEMA 356 在撓曲側向強度能夠有良好
的估算，但在提供位移或韌性預測時，
仍偏向保守，因而高估桿件初始勁度。
由此觀察可得知 FEMA 356 在分析由
撓曲主控的柱構件時：(1) 其載重位移
包絡線於小地震時，極可能高估結構受
力，卻低估位移反應；(2) 於大地震時，
可準確預估結構受力，但在位移或韌性
的估算上仍偏向極度保守，倘若依
FEMA 356 背骨曲線建立結構遲滯迴
圈，會產生大幅低估結構遲滯消能容量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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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振動台試驗
鍾立來1、吳賴雲2、張宴維3、連冠華4、楊耀昇 4

摘 要
中小學校舍於 1999 年集集大地震，損毀情形相當嚴重，全國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的
工作刻不容緩，因此提出於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強工法。本試驗共有三座試體，未補
強（標準構架）、震前補強構架及震後修復構架，其中複合柱於震後修復提供約 141.9kN
基底剪力，震後修復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與標準構架相當；複合柱於震前補強提供約
76.5kN 基底剪力，震前補強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為標準構架 1.25 倍。

關鍵詞：複合柱、校舍、耐震補強、鋼筋混凝土、隔間磚牆

確認結構受損前後增設複合柱之補強效果
與差異性。

一、前言
政府時常宣導當有天災來臨時應進入
學校避難，但中小學校舍於 1999 年集集大
地震，損毀情形相當嚴重，肇因於全國中
小學校舍施工品質不一，對於耐震並無完
整的規劃設計，常有箍筋間距過大、箍筋
彎鉤延伸長度不足等等問題，因此全國校
舍耐震評估與補強的工作刻不容緩。

二、試體與試驗簡介
本試驗採用之加載震波為 921 地震
TCU078 測站資料，單軸東西向紀錄，每次
加載震波之振幅隨次數增加，而每兩次振
動試驗之間，均會做白噪音試驗（振幅為
50gal）。本試驗共有三座試體，分別為 B2F
標準構架、B2F-AC 震後修復構架、A2F-BC
震前補強構架。其中 B2F-AC 為 B2F 標準
構架試驗後，再進行震後修復之構架。

傳統的補強方式有對結構構件以及結
構系統補強兩種，前者之補強通常需破壞
原有門窗以及窗台等，費時且經費不低
廉；針對結構系統增設剪力牆或斜撐，則
會影響使用空間。

B2F 標準構架，即鋼筋混凝土構架內
填先砌式 1B 磚牆，為一高 365cm，基底為
350cm×450cm，兩面牆四根柱的一層樓鋼
筋混凝土結構物，1B 磚牆高 280cm 寬
260cm 且兩邊各有 10cm 的鋸齒狀磚頭嵌
入混凝土柱，四根柱子皆為 30×35cm，配
筋設計為主筋採用 8 根#5 鋼筋，箍筋
#3@25cm。

因此提出於隔間磚牆增設複合柱之補
強工法，增設之複合柱分為兩部分，配以
橫向鋼筋，於兩側夾住隔間磚牆。增設之
複合柱本身除對耐震容量有所貢獻外，並
可降低隔間磚牆之有效寬度，同時增加隔
間磚牆之面外強度及承載能力。隔間磚牆
之補強工程不必拆除門窗，具有省工、省
時、省錢又環保等優點

圖一、圖二所示為 B2F-AC 震後修復
構架，即 B2F 標準構架試驗後增設複合柱
補強之鋼筋混凝土構架，此試體於修復前
已進行完 TCU078EW 的 120gal、600gal、

本研究將於振動台試驗探討隔間磚牆增
設複合柱之動力行為（慣性力）及進一步
1
2
3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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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gal、1800gal、Sine wave 600gal 實驗。
圖三、圖四所示為增設之複合柱，分
為兩部分，配以橫向鋼筋，於兩側夾住隔
間磚牆，複合柱斷面為 30cm×51cm，配筋
設 計 為 主 筋 採 用 6 根 #5 鋼 筋 ， 箍 筋
#3@15cm，但因確保試驗後期複合柱主筋
不發生嚴重挫屈曲，一樓地板起算 55cm 高
度以下以及樓板往下 55cm 高度內皆縮短
箍筋間距，採用 10cm。

圖四 複合柱

圖一

圖五所示為 A2F-BC 震前補強構架，
鋼筋混凝土構架內填後砌式 1B 磚牆增設
複合柱補強，與上述試體不同的地方為其
為後砌式磚牆，且只有一面牆。

B2F-AC 立面圖

且由圖五可看到試體內外部狀態，外部
加裝突出於振動台面之木板，防止磚塊掉
落至振動台下撞壞設備；內部為防止試體
崩塌，設置了一防塌裝置，確保試驗人員
及吊運試體之安全。

圖二 B2F-AC 平面圖

圖五 A2F-BC 內外部設置情況
量測設備於各層各向配置有加速規、位
移計、應變計之外，更於試體中兩根柱之
柱頭及柱腳各安裝一個角度計，複合柱面
內外之柱頭及柱腳各安裝一個角度計；磚
牆北面及南面上亦配置加速規、位移計。
還有每次加載後人工拍攝相片及四台 DV
全程錄影。

圖三 複合柱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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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皆有一明顯垂直裂縫，而其中 A2F-BC
構架扭轉效應最為嚴重，以致磚牆倒塌。

三、試驗結果
B2F-AC 震後修復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
約等同於標準構架(表一、圖六、圖七)，但
最大基底剪力對應之位移卻由 46.1mm 增
加到 113.3mm，有 2.5 倍之多；0.8 倍最大
基底剪力所對應之位移也從 89.8mm 增加
到 151.8mm，也增加了 1.7 倍，因此得知
複合柱提供了一定的強度及韌性。A2F-BC
震前補強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比標準構架
多了約 76kN(表一、圖六、圖八)；0.8 倍最
大基底剪力所對應之位移與標準構架相比
則變化不大，因此試體並非對稱結構，加
載後期有明顯的扭轉產生。

表一

試驗結果對照表(圖九)

B2F

B2F-AC

A2F-BC

Vmax

300.4kN

299.6kN

376.5kN

Vmax-D

46.1mm

113.3mm

49.4mm

V0.8

240.3KN

239.7KN

301.2kN

D0.8

89.8mm

151.8mm

83.5mm

Vr

157.7kN

112.6KN

103.8KN

Dr

127.6mm 161.8mm 117.7mm

四、結論
B2F 標 準 構 架 之 最 大 基 底 剪 力 為
300.4kN，對應之屋頂位移為 46.1mm；
B2F-AC 震後修復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為
299.6kN ， 對 應 之 屋 頂 位 移 113.3mm ；
A2F-BC 震前補強構架之最大基底剪力為
376.5kN，對應之屋頂位移為 49.4mm。且
三座試體在最終加載下，都未完全倒塌(表
一、圖九)。

圖六 B2F 基底剪力-位移曲線圖

在一般柱構件部分，下端之主筋拉斷及
混凝土嚴重剝落，雖柱構件為非韌性配
筋，但細長比高，即上下端皆為撓曲破壞。
在複合柱部分，複合柱破壞集中於上
端，上端之主筋拉斷及混凝土嚴重剝落。
複合柱下端則類似鉸接形式，無明顯破
壞。因上端受到 40cm 厚樓板有效束制，加
上下端僅主筋深入基礎板 20 公分作 90 度
彎鉤，導致束制效果不佳。
磚牆部分，B2F 標準構架及 B2F-AC 震後
修復構架為先砌式磚牆，與邊界梁柱連接
良好，故僅在上下端有一明顯之水平裂
縫；A2F-BC 震前補強構架為後砌式磚牆，
故除了上下端有一明顯之水平裂縫外，與
柱端之邊界也有垂直裂縫。由於 B2F-AC
震後修復構架及 A2F-BC 震前補強構架僅
在一側增設複合柱，導致兩側勁度不一，
以致有扭轉效應，隨著振動台加速度增
大，扭轉效應越明顯，造成複合柱與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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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B2F-AC 基底剪力-位移曲線圖

圖八 A2F-BC 基底剪力-位移曲線圖

圖九 試體基底剪力-位移包絡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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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紀錄於建築物數值模擬之應用
葉勇凱1 黃昭勳2 彭偉倫3

摘 要
本研究根據國內幾棟中低層 RC 建築物在各個不同地震中，所量測到之強震紀錄輸
入於以套裝軟體 ETABS 所建立建築物之數值模型，並進行動態歷時分析，目的在求取建
築物振動模態相關動力特性。以分析求得之建築物頂層加速度與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實測
值進行比對，並修正建築物之梁柱勁度，用最小平方差找出最佳數學模型，最後，藉由修
正建築物之梁柱勁度，找出最佳之阻尼比與振動週期，經輸入不同的地震歷時紀錄，可看
出受損前後梁柱勁度、阻尼比與振動週期之變化，以作為工程師在進行結構設計時的參考。

關鍵詞：強震紀錄、動態歷時分析、最小平方差、ETABS 分析

硬地層及不同材料之若干建築物設置強震
監測系統，並將測得之強震資料轉換成
ASCII 格式以便於利用。本研究取得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辦公大樓、中興大學
土木環工大樓、台東縣消防局及世賢國小
之建築及結構設計圖，根據中央氣象局在
77 地震、921 地震、1022 地震、614 地震
及 0401 地震中量測到之強震紀錄，應用數
值模擬軟體 ETABS 進行動態歷時分析，以
求取各樓層之反應，並調整材料參數與數
學模型，使分析所得之樓層反應更能接近
在地震作用時建築物真實之反應，藉以校
準結構物的數值模型，使結構物分析得到
的動態特性，如基本振動週期及阻尼比，
可以更精確，以提供給工程師在進行結構
設計時，能正確估計設計地震力。

一、前言
台灣地區位處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
海板塊之交界處，大小地震發生頻仍，近
年來，如西元 1998 年嘉義瑞里地震、1999
年南投集集大地震、以及 2002 年的 331 地
震等，皆造成許多結構物的損壞、人員傷
亡及財物的損失。主要原因為早期的建築
設計規範不符需求，欠缺對於地震力的考
量，在民國 63 年 2 月 15 日內政部大幅修
正建築技術規則後，才開始考慮地震力，
而民國 86 年後，將建築技術規則與規範分
立，並納入了韌性設計的觀念，地震力的
考量逐成為建築設計不可或缺的要項。設
計地震力的大小，除了與建築物所在的地
盤有關之外，最主要的參數為建築物之基
本振動週期。
台灣地震繁多，當地震發生時，建築
物因地震所引起的振動，就像在大自然中
實際進行建築物之耐震試驗，其結果是無
法由人工試驗所能得到的，如果能由儀器
來記錄地震中的行為，並用來校正分析模
型，才能使分析所得之動態特性更為精
確。故民國 82 年起，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在
全台灣各地區分別選擇不同高度、不同軟
1
2
3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方法係利用套裝軟體
ETABS 建立結構物之數值模型，以實際地
震在結構物之基底的地震歷時紀錄作為輸
入地震，以進行動態歷時分析，以分析所
得之頂樓加速度歷時與該位置之地震加速
度歷時之差異程度以平方差表示，如式(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副教授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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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為結構物之輸入地震。

∑ [CHA(t ) − CH A(t )]

結構物於地震中的反應與梁柱之勁度
有很大的關係，若分析模型之勁度能接近
正確之勁度，可以使得分析更能接近真實
之反應，本研究調整分析模型內梁柱之勁
度及阻尼比，為了簡化分析，牆之勁度不
予調整，梁之勁度歸為一類，柱之勁度歸
為一類給予調整，阻尼比先固定假設為
5%，調整梁柱之彈性模數，定義修正後與
原始梁彈性模數之比值為 α b ；修正後與原
始柱彈性模數之比值為 α c ，找出此序列最
小平方差之值及所對應之梁柱勁度，再固
定最佳之梁柱勁度，調整阻尼比，找出此
序列最小平方差之值及所對應之阻尼比，
可求得一組最接近結構物真實之梁柱彈性
模數與阻尼比，此結構物數值模型可分析
得最接近真實反應的第一模態基本振動週
期與阻尼比。

2

ε =
2

i

i

(1)

i

∑ [CHA(t )]

2

i

i

其中 CHA(ti ) 及 CH A(ti ) 分 別 為 結 構 物 於
頂樓各個強震儀位置與方向的實測與分析
之加速度時間 ti 之歷時函數。調整數值模
型之梁柱勁度及阻尼比，使平方差 ε 2 能找
到最小值，最小平方差對應的梁柱勁度及
阻尼比，使分析的第一模態動力特性最接
近真實結構反應。修正梁柱勁度及阻尼比
的方式能使分析之樓層反應更接近實際地
震紀錄，如圖一是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
屋頂 CH18 在 921 地震下，梁柱勁度及阻
尼比未修正的分析與紀錄比較圖，平方差
為 0.865，兩者有明顯的相位差與振幅差
異；圖二是梁柱勁度及阻尼比修正後的分
析與紀錄比較圖，平方差降為 0.472，相位
差與振幅差異已大幅縮小。
Acceleration (cm/sec2)

800

於建立數值模型中，本研究亦探討基
地位於一樓底板與地下一樓底板，即考慮
地下室結構與否，對於結構動態特性的影
響。於計入地下室結構的數值模型，探討
土壤反力彈簧對於結構動態特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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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採用之地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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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地震:發生於 1999 年 7 月 7 號下午 1
點 53 分，緯度 23.3，經度 120.7，其震央
發生在嘉義縣，震源深度為 13.8 公里，芮
氏規模 5.1，屬於小地震，沒有災情傳出，
作為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未受破壞之比
較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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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未修正前分析值與紀錄值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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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震:發生於 1999 年 9 月 21 號凌
晨 1 點 47 分，緯度 23.9，經度 120.8，其
震央發生在日月潭西方 9 公里，震源深度
為 8 公里，芮氏規模 7.3，死亡人數到達 2413
人，建築物損毀嚴重，為二十世紀台灣島
內規模最大地震，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
在此次地震受到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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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修正後分析值與紀錄值之比較
建築物在地震中的反應，其基底之運
動可視為剛體運動， x、y 兩個水平平移運
動分量及 z 方向的扭轉運動分量，並且作
用於基底平面的形心上，將基底強震儀紀
錄轉換至形心剛體運動的加速度歷時，作

1022 地震:發生於 1999 年 10 月 22 號
上午 10 點 19 分，緯度 23.5，經度 120.4，
其震央發生在嘉義市西偏北 2.5 公里，震源
深度為 12.1 公里，芮氏規模 6.4，房屋全毀
26

有 7 間，在嘉義地區造成了重大災情，作
為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震損後之比較地
震。

板、以及 3 樓與 6 樓之天花板（建築物頂
層）等位置共計設有 30 個加速度量測裝置。

考慮地下室的模型比不考慮地下室的
614 地震:發生於 2001 年 6 月 14 號上 模型有較低的最小平方差之值，其值皆小
午 10 點 35 分，緯度 24.45，經度 121.93， 於 0.4。數值模型中有無考慮土壤彈簧皆對
其震央發生在宜蘭南澳地震站東方 19.6 分析結果影響不大。表一為各地震紀錄國
公里，震源深度為 10.4 公里，芮氏規模 震中心辦公大樓之分析結果，有地下室結
構的第一模態振動週期平均約在 0.29 秒。
6.2，造成台北市許多老屋倒塌。
0401 地震:發生在 2006 年 4 月 1 號下
午 6 點 2 分，緯度 22.9，經度 121.1，其震
央發生於台東縣卑南地震站東方 5.5 公里
處，震源深度為 10 公里，芮氏規模 6.4，
台東縣消防局在此地震受到嚴重損壞。

五、台東縣消防局
結構物為一地上三層、地下一層之 RC
結構 (見圖四)。其中地下室樓地板、一樓
樓地板上及樓地板下、以及 2 樓與頂樓之
樓地板下等位置共計設有 22 個加速度量測
裝置。

圖三 國震中心辦公大樓立面圖

圖四 台東消防局立面圖

表一 國震中心辦公大樓分析結果

表二 台東消防局分析結果

614

614

1022

1022

921

921

(B1)

(1F)

(B1)

(1F)

(B1)

(1F)

地震

921

1022

0401(餘震)

PGA

31.9

31.9

16.0

16.0

267.

272.

PGA

21.9

4.9

16.0

αb

0.60

0.50

1.00

0.65

0.80

0.50

αb

1.10

0.95

0.90

αc

0.70

0.60

0.90

0.60

0.85

0.55

αc

1.20

0.95

0.95

ε2

0.347 0.451 0.395 0.508 0.350 0.443

ε2

0.310

0.538

0.743

阻尼比

0.030

0.025

0.190

週期

0.275

0.267

0.264

地震

阻尼比 0.050 0.080 0.050 0.070 0.090 0.090
週期

0.316 0.233 0.274 0.235 0.285 0.232

註:B1 是指有含地下室之模型，1F 是指未含地下室
之模型，PGA 單位為 gal，週期單位為秒。

註: PGA 單位為 gal，週期單位為秒。

台東消防局在 2006 年 4 月 1 號地震中
有所損毀，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
勘察結果得知，其主結構破壞的部份有器
材室及一樓夾層處，而磚牆破壞部份在器
材室旁、中央樓梯間及外牆。

四、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辦公大樓
結構分析
結構物為一地上六層、地下一層之 RC
結構 (見圖三)。其中地下室樓地板、天花

台東消防局在 0401 地震後，有些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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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資料異常，導致分析的最小平方差高達
0.743，如表二所示，最好的分析結果為 921
地震，結構的第一模態振動週期為 0.275
秒，阻尼比為 0.03。

七、嘉義市世賢國小
結構為標準國小教室，RC 柱樑結構系
統。在長軸走廊方向因為窗台關係造成很
多短柱。三座樓梯挑出建築主體外，在平
面上成為附屬小結構。地下一層，地上五
層，其中地下室樓地板、一樓樓地板、3
樓樓地板、5 樓與頂樓之樓地板等位置共計
設有 29 個加速度量測裝置。如表四所示，
分析得到的週期約 0.29 秒。

六、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
結構為 RC 樑、柱立體構架系統，中
央樓梯及電梯間有部份 RC 牆，前後各具
中庭。地下一層，地上長方向中 1/3 部份為
3 層，餘為 7 層。7 層部份長邊地下室與地
面分離，間隔約 1.5 公尺(見圖五)。其中地
下室樓地板、一樓樓地板及天花板、以及 4
樓與 7 樓之樓地板等位置共計設有 29 個加
速度量測裝置。

表四 嘉義市世賢國小教室分析結果
地震

921

1022

PGA

189

252

αb

1.90

1.50

αc

2.00

1.75

ε2

0.670

0.628

阻尼比

0.120

0.130

週期

0.285

0.293

註: PGA 單位為 gal，週期單位為秒。

圖五 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立面圖

八、結論與展望

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在 1999 年 9 月
21 號地震中有所損毀，故分別在 921 大地
震前後取兩個地震歷時紀錄來作分析，比
較其分析結果。由表三所示，以 921 前 43
秒的分析誤差最小，最小平方差為 0.472，
週期為 0.388 秒，阻尼比為 0.035。1022
地震時，結構體已有損傷，分析誤差較大，
週期有增大現象。

調整建築物之梁柱勁度尋找最小平方
差，其所得結果比未作修正更接近實際的
加速度歷時反應，因平方差值越小代表分
析值越能接近實測值，所以其所對應建築
物之振動週期也更接近建築物真實之反
應。建築物在受損後因結構特性改變，導
致最小平方差之值誤差增大，而阻尼比與
振動週期亦明顯上升。

表三 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樓分析結果
地震

77

921

921

(前 43 秒)

(前 55 秒)

1022

PGA

3.52

270

270

18.7

αb

0.95

0.25

0.25

0.20

αc

0.95

0.70

0.50

0.55

ε2

0.598

0.472

0.716

0.722

阻尼比

0.030

0.035

0.110

0.060

週期

0.324

0.388

0.446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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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PGA 單位為 gal，週期單位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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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韌性低矮 RC 校舍易損性與震損評估之研究
簡文郁1

張毓文2

連冠華 3

摘 要
本研究進行典型(非韌性設計之 RC 低矮型)校舍之耐震容量曲線與校舍易損性分析，
以建立典型校舍之震害損失評估模式所需之參數，補足 TELES 分析系統的校舍震害損失
評估模組。完成典型校舍之容量曲線與易損性曲線及其控制參數，可整合於 TELES 中，
完成校舍震害評估之模組與功能。研究成果亦將提供校舍耐震能力詳細評估與補強及校舍
結構性能設計法研擬的參考。本研究依據大型結構試驗之結果、損壞觀察與損傷函數或指
標之分析，建議低矮型非韌性設計之 RC 校舍之損傷界限或損壞狀態分級量表，並決定其
與結構反應相關之易損性。並將前述定義之校舍損傷界限，應用於台灣地區近十年內所發
生的五次災害地震中校舍之損害統計分析，建立 PGA 值與校舍各種損傷狀態之超越機率
曲線(易損性曲線)。

關鍵詞：典型校舍、容量曲線、結構損傷指標、易損性曲線、震害評估

關分析程序與參數之研究，以建立典型校
舍震害評估模式並擬定相關之分析參數。
提供 TELES 分析系統參考使用，並作為校
舍耐震性能提升計畫參考。也爲後續的校
舍耐震性能設計法與性能目標的相關研究
提供參考。

一、前言
隨著經濟與地震工程研究的發展，結
構耐震設計開始走向性能設計法；ATC-40
[1996]提出容量譜法，以簡化的非線性靜力
分析程序評估結構耐震能力；震害評估技
術發展也多採用類似的程序[葉錦勳，
2003]。綜觀耐震工程研究與實務，不論是
新建結構設計、既有結構補強或震損評
估，均有朝向以性能為導向的地震工程
(PBEE)的發展趨勢。概言之，PBEE 以簡
化之地震需求譜來表示設計地震及其危害
等級或程度(代表外力)；以容量曲線(譜)來
表示結構在地震作用下的行為表現(代表
結構強度或能耐)；以易損性曲線來表示結
構的(抗)損傷程度與機率(代表結構受震反
應的損傷程度)。在地震需求、結構能耐與
損傷程度三者交互分析即可評估在特定地
震作用下結構的反應或損傷程度及機率，
或在某結構損傷限度下反推其能抵抗之地
震大小。

二、研究步驟及成果
本計畫依據大型校舍結構構架試驗
(包含試驗是及現地試驗)之成果，針對我國
為數眾多且耐震性能普遍不足的典型校
舍，進行震損評估模式及相關參數研擬研
究。研究之步驟如下：
1. 校舍結構試驗資料蒐集與分析；
2. 損傷指標(函數)分析與比較；
3. 損傷狀態之定量化分析、驗證與校舍受
震反應(層間變位比)之易損性；
4. 校舍容量曲線簡易分析比較驗證；
5. 校舍震損調查資料統計分析與校舍對
應 PGA 之易損性曲線建立。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對我國國中小
學典型校舍之耐震能力及震害評估進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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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
台灣大學土木所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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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校舍之結構系統特性，使得其震
損多數均集中發生於底層(一樓)，因此，本
研究相關之損傷狀態、損傷指標及易損性
之分析，均以底層之層間變位與基底剪力
等相關參數為主要參數(變數)。完成之工作
項目及成果如下：

斷面與材料設計強度等，均取自台南巿後
甲國中德育樓；僅在樓高及跨徑微調使能
符合試驗室的反力牆與強力地板之孔位。
試體設計只取沿走廊方向二層三跨為一個
獨立教室單元的構架，試體為無韌性設計
或細節之 RC 結構。試驗以反覆側推的位
移控制進行，以二樓頂之側向位移為控
制，而樓層外力則以規範規定的倒三角形
分布施力，每個目標位移均進行 2-3 次反
覆側推，以模擬地震作用之主要低周次疲
勞(low cycle fatigue)破壞之歷程。

1. 典型校舍之損傷模型與損傷狀態之量
化定義：根據校舍試驗結果分析、比
較，驗證校舍損傷指標，並由損壞情形
歸納，量化定義損傷狀態，建議各種損
傷狀態之損傷指標值，以供數值模擬分
析之參考。成果同時提供一個可供
PBEE 使用的易損性定義的參考。

根據試驗結果，一樓之遲滯迴圈與對
應之損傷指標、殘留位移等關係如圖一所
2. 建立典型校舍容量曲線之簡易分析模 示，ㄧ樓之層間變位比(story drift ratio)達到
2%時，構架之抗剪強度有明顯的下降現
式：以理想化彈性完全塑性模型為主，
建立典型校舍之簡易容量曲線模型及 象；此時中間兩支柱因窗台束制而發生短
參數，以試驗所得之遲滯迴圈校核結 柱效應的剪力破壞，與實際震害調查之多
數校舍破壞情形完全ㄧ致，顯示本試驗能
果。無相關試驗可供分析之校舍類別，
真實反映既有校舍的真實受震反應與破
將可於後續透過 RC 斷面尺寸與配筋等
數值模擬評估其容量曲線並加以校準。 壞，為一具有代表性之試驗數據。雖然試
驗進行至頂樓位移比達 2%時停止，但此時
3. 建立典型校舍易損性曲線：由歷年之地 一樓之層間變位比已達 3% (圖一)。
震資害調查報告分析典型校舍結構的
由試體之破壞狀態觀察可發現，在頂
震損分級與震損比例，以統計分析校舍
樓位移比小於 1%以前，試體之破壞狀況仍
之易損性曲線。
然輕微，雖然由試驗之遲滯迴圈(圖一)可以
看出其勁度已逐漸衰減，每次目標位移的
三、校舍構架之結構損傷準則與驗證 第二週次的勁度均較第一週次的勁度降
本研究對結構試驗的數據，採用 PA 結 低；反映在強度上之現象為第二週次的強
構損傷準則(Park & Ang's damage criteria 度約比第一週次降低 11%，但其後續強度
[Park and Ang, 1985])進行損傷指標的分 仍逐步增加。在完成頂樓位移比 1%的兩個
析，驗證損傷界限的決定條件及結構容量 週次後，窗台柱雖已產生細微雙向的剪力
曲線。若將分析結果運用於校舍模型結構 裂縫，逐漸形成網狀，但裂縫寬度仍小。
的地震反應動力歷時分析，可由統計理論 殘留之頂樓位移比約 0.2%(一樓之殘留層
建立校舍模型結構的易損性曲線，作為本 間位移比約 0.25%)；此時之破壞狀態可定
研究相關分析之校準。在損傷界限及結構 為輕微破壞之上限或輕微破壞與中度破壞
容量曲線的分析研究上，並採用理想化彈 之界限。頂樓位移比大於 1%以後至 1.5%
塑性模型(EPP model)推算其崩塌地表加速 之間，窗台柱開始產生較嚴重之破壞現
度，作為強度韌性法進行結構耐震能力詳 象，網狀之剪力裂縫迅速發展，貫穿柱核
心混凝土，保護層嚴重剝離、掉落，主筋
細評估的驗證與修正建議。
與箍筋均外露；整體結構柱之抗剪強度與
採用「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評估與補
勁度均迅速衰減，頂樓位移比 1.5%的兩個
強之驗證與施行」[黃世建等，2006]之試驗
週次試驗終了之破壞狀態觀察，已可將結
成果，進行 RC 校舍損傷指標與損傷狀態
構視為嚴重損壞，頂樓位移比 1.5%應可做
量化分析研究。該計畫試體設計之尺寸、
為中度破壞與嚴重破壞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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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典型校舍之足尺結構模型反覆側推試驗之力與位移關係曲線、損傷指標與最大位
移及永久位移之關係比較
此 EPP 模型之包絡線的等值 EPP 模型曲
線，EPP 模型之彈性段仍然通過其前述的
初 始 降 服 點 ( Fy ,D y ) ， 其 極 限 位 移

四、典型校舍損傷狀態分級
從事試驗研究之學者多將結構之破壞
點定義在結構之強度下降至最大強度的
80%時；另將初始降服點定在強度為最大
強度 70%時。由試驗觀察，此定義之結構
破壞時之一樓層間變位比約為 1.5%(一樓
之層間變位達 Du = 51.56mm )，其頂層位
移 1%至 1.5%之間(約 1.25%)(圖一)。採用
D PA 函數， β 值定為 0.2，分析其損傷指
標。並由定義之結構破壞點，反推其單調
側推之極限韌性比(結構韌性容量)
μ u ,mon = 4.64 。然而，由試驗照片觀察，此

D u = 101.7mm 。經分析，其等值 EPP 模型
之理想降服剪力為 365.2kN，降服及極限
位移分別為 13.55mm 及 101.7mm。若以一
樓之樓層變位比為位移參數，由理想 EPP
模型評估計算，相當於本結構擁有高達 7.5
的韌性比。因其為反覆載重之情形，若結
構極限韌性比定義在單調側推之情況，則
其韌性比可能大於 10。如此大之韌性比為
層間變位之定義，屬於結構局部破壞位置
之定義，在實務應用時，仍需進一步分析
其對耐震需求定義之影響。

時之結構仍屬輕微破壞。因此，採用強度
折減為 80%定義之結構破壞，太過保守。

建議將建物損害狀態分成輕微、中
度、嚴重及完全損壞 ( 或崩塌 ) 等四個層
級，來進行低矮型 RC 典型校舍之易損性
分析，校舍損壞狀態之說明如表一所述。
損壞定義主要依據柱子的破壞程度區分。

由試驗結果觀察，將結構受反覆側推
之破壞點定義在頂層位移 2%，即本試驗
終了時，應仍有足夠之保守性。圖二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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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在震後的永久變形也是判斷損壞的一
個重要指標，因此，也依據校舍震後之殘
留層間變位比補充說明。在震害調查時經
常可以發現部分校舍一樓之殘留層間變位
達到 10 公分以上，窗台柱均嚴重受損其垂
直承載能力幾乎已消失，然而校舍結構物
(尤其是三層樓以下之校舍)仍保有相當好
的穩定性，而無立即倒塌之虞，這樣的狀
況在 1998 年瑞里地震及 1999 集集地震等
烈震中都有不少案例。若以層高 3.0-3.5 米
估算，則其殘留層間變位比已超過 3%左
右，可以印証表一定義之校舍損壞狀態界
限仍屬合理且應有足夠之保守性。

Interstorey Shear, [kN]

500

0.0

0.5

Interstorey Drift Ratio [%]
1.0

1.5

2.0

2.5

3.0

五、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完成損傷指標與損傷狀態之量
化研究，並由震害調查資料分析低矮 RC
校舍之易損性，除了驗證 PA 結構損傷準
則適用於典型 RC 校舍結構，並將成果用
於校舍耐震能力評估之驗證，由結果建議
目前工程界普遍使用的強度韌性法的改進
模式，可使實務應用更合理。本研究亦將
建立之損傷狀態及指標定義用於近年五次
災害地震之校舍損害調查資料之分析，以
驗證非韌性設計低矮 RC 校舍之易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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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PP 模型 2 之ㄧ樓層剪力與位移包
絡線及簡化 EPP 模型關係圖
表一

低矮型 RC 校舍損壞狀態分級表

損害
分級
結構
無損

損傷
指標

損害情形描述

備註

<0.2

僅隔間磚牆等非結構元件出現小裂
縫。

輕微

0.2
-0.4

結構元件出現小裂縫。如梁、隔間柱
及窗台柱上下端。

中度

0.4
-0.6

嚴重

0.6
-0.9

全損
崩塌

>0.9

隔間柱出現撓剪裂縫，柱頭箍筋鬆
脫，保護層剝落(離)。窗台柱中間端，
出現剪力裂縫。非結構元件明顯損壞。
隔間柱及窗台柱核心混凝土碎裂，箍
筋嚴重鬆脫，主筋挫屈。
柱核心混凝土嚴重碎裂脫離，部份或
全部校舍崩塌或接近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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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柱等主要結構元件無損，或僅有毛細
裂縫(無須修護)。
結構元件之小裂縫寬度在 0.3mm 以
下，且無任何裂縫延伸超過 1/2 構材面
寬。構材受力已達降伏。
結構元件之裂縫寬度 0.3-1.0 mm。殘留
層間變位（位移）比小於 1%。
結構元件之裂縫寬度超過 1.0 mm。殘
留層間變位（位移）比在 1%-3%。
結構柱喪失承載能力。殘留層間變位
（位移）比超過 3%。

低矮型 RC 建築耐震性能需求分析(一)
翁元滔1 黃世建2

摘 要
本研究擬針對台灣主要的建物構造：低矮 RC 建物族群，進行詳細評估模型開發，
並藉由歷年所得既有之結構實驗結果，解析不同地震危害等級下此類構造之損傷與破壞模
式與性能需求。其次，藉由非線性分析軟體模擬各個非韌性 RC 柱反覆載重實驗結果，以
求取構件勁度、強度及其衰減後之性能需求，同時亦將其損傷狀態加以量化，並探究其適
切性，以適度量化與評估結構勁度、強度衰減行為與殘餘強度等主要性能表現。本研究於
96 年度針對本中心 95 年所執行非韌性 RC 構件試驗成果，其中分為一般柱及含窗台柱兩
種類型，進行分析比對與模型建立，藉由試驗數據與錄像資料解析在特定地震危害水準下
所對應之損傷狀態，作為工程師未來進行耐震評估時之構件性能基準重要參考。

關鍵詞：現地試驗、損傷指標、非韌性構件、反覆靜力側推分析

一、前言

二、試驗資料

目前台灣存在著許多既有的老舊建築
物，而當初在設計這些老舊建築物時並無
韌性設計之觀念，大多成為強梁弱柱的配
置，導致整個結構系統遭遇強震時易產生
剪力破壞。且早期對耐震的觀念較為不
足，所以會有非韌性配筋的狀況，如柱箍
筋間距過大、箍筋彎鉤為 90 度彎鉤、接頭
未配置箍筋等，易造成結構物於地震時倒
塌。目前有許多人對此課題進行相關研
究，例如林炳昌等人[1]對於 RC 梁柱構材
之非線性變形能力作過探討。王仁佐等人
[2]作過關於在地震力作用下 RC 結構崩塌
分析的研究。為探討此種類型的 RC 構件
之耐震性能表現，並將其損傷狀態加以量
化，故本文針對非韌性 RC 柱構件試驗加
以模擬此類構件之損傷狀態，並整理影像
資料與之對應，目的在於將其損傷狀態加
以量化及具像化，以提供工程師進行耐震
性能評估時，能更有效地掌握老舊建築物
之耐震性能。

本文採用楊智斌碩士論文[3]中的五
座實尺寸之鋼筋混凝土試體受反覆靜態推
垮實驗。此實驗是為了模擬花蓮縣新城國
中實尺寸之柱桿件所設置的，規劃了 C1、
C2、C3 三個試體(參見圖 1、表 1)，再依
據不同之側撐條件規劃了 C1W、C2W 之
含窗台的試體(參見圖 2、表 2)，共計五座。
試體之柱桿件斷面與配筋完全比照花蓮縣
新城國中之形式，而其試驗加載方式是以
試體層間變位角當作系統之位移控制參
數，施載程序採反覆位移位歷時，每一階
段最大層間變位角依次為 0.25%、0.5%、
0.75%、1%、2%、3%、4%、%、8%，每
次位移取兩個週期(如圖三)。且為符合實
際結構物受側向力時，柱的變形為雙曲率
變形，試驗配置將試體束制為柱頂無轉角
之雙曲率變形。

1
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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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所對應的剪力強度則是假設反曲點在一
半柱高度而得，並與楊智斌論文[3]推估值
和實驗值相比，結果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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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8

8

28

28

表一.試體強度比較

28

28

8

156

C1
C2
C3
C1W
C2W

8

50

80

Vn=2Mn/H
(tonf)
11.9
9.12
7.74
15.2
12.9

Mn
(ton-m)
18.6
14.1
12.7
18.9
16.4

V(tonf)
[3]
12.8
9.69
7.87
15.5
13.0

Vtest
(tonf)
11.9
8.90
6.80
16.4
13.1

在 PISA3D 中三參數衰減材料必須輸
入 RC 之彈性段之斜率 E1 與塑性段之斜率
E2 值，本文中採取之計算方式為：

圖 1.柱(C1、C2、C3)試體尺寸[3]

E1 = M y IΚ y

(1)

其中 M y ：斷面降伏彎矩、 I ：斷面慣性
矩、 Κ y ：斷面降伏曲率。
而 RC 塑性段之斜率 E2 由於過去的經
驗多介於 0.03~0.05E1 ，故在此本文使用
0.04E1 當作其第二段之斜率。

四、分析結果

圖二 含牆柱(WC1、WC2)試體尺寸[3]

本文使用 PISA3D 模擬楊智斌碩士論文
[3]中的五座實尺寸之鋼筋混凝土試體。C1
～C3 模擬示意如圖四，在此必須注意因試
驗設置為模擬雙曲率柱的行為，故柱頂變
形為符合試驗必須設置成無轉角的情況。
試驗所得柱剪力與柱頂位移關係曲線及分
析模擬結果比較如圖五至圖七，發現除了
C3 柱於強度模擬上較不佳外，其餘皆可以
得到良好的模擬，而由表一可得於 C3 柱中
本文之強度預測與楊智斌[3]所推估之數值
是相近的，但卻比實驗值高估不少，乃因
其計算強度時設反曲點在一半柱高不符合
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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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試體加載歷時圖

三、RC 柱構件強度與勁度計算

而在 C1W、C2W 含牆柱方面，本文比
較不含牆體之短柱(如圖 8.a)與加上牆體之
較接近實驗情況(如圖 8.b)的模擬，由圖九
與圖十可得其用短柱模擬已經可以得到不
差的狀況，但若使用加上牆體元素則更較
接近實驗情況，其強度與勁度模擬亦可得
到更佳的結果。

目前計算鋼筋混凝土斷面彎矩強度有
許多方法，可以從鋼筋混凝土學理方面計
算，也可以使用常見之 BIAX 程式加以計
算。而本研究採用多倫多大學所研發之 RC
梁柱非線性斷面分析 Response-2000 計算
鋼筋混凝土柱之斷面彎矩曲率曲線，而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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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C1W 試體實驗與分析所得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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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C2W 試體實驗與分析所得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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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指標值 DI=0.44
圖十四 C1 試體損傷狀態(側向轉角達 8%)

五、結論與展望
本文經由模擬之結果發現，使用結構
非線性分析軟體 PISA3D 可適切模擬鋼筋
混凝土構架行為。而在經由試誤法本文建
議 PISA3D 中勁度衰減參數 S1、強度劣化
參數 S2 與握裹滑移參數 S3，在混凝土柱於
非韌性配筋的情況下可以分別採用 1.2、
0.98 與 0.9，並可據以計算其相對應之損
傷指標值及照片記錄(如圖十一至圖十
四 )。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單體非韌性 RC
柱構件試驗去精確模擬柱的非線性行為，
提供工程師對於結構非線性行為可以有更
清楚的瞭解，並且在將來可以更準確的模
擬低矮形 RC 建築物耐震行為。

損傷指標值 DI=0.10
圖十一 C1 試體損傷狀態(側向轉角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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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建築直榫木接頭補強之力學行為
林敏郎1 廖偉發2 黃世建3 林至聰4 蔡明哲5

摘 要
直榫木接頭是台灣傳統木建築結構中常見的接頭型式，本研究進行直榫木接頭之力
學試驗，以了解其受力行為反應，本研究針對直榫木接頭之結構弱點，基於降低對接頭外
觀形貌影響的前提下，提出可行之補強方案，並經由接頭試驗以探討不同方案之補強效
果。相較於未進行補強之標準試體，所有補強試體之彎矩強度及旋轉勁度均有提升，顯示
研究所提出的補強方案均有不同程度的補強效果，且於試驗後均可將試體拆解並將補強材
料取下，具有「可逆」之特性。

關鍵詞：木構造、榫卯接頭、彎矩強度、旋轉勁度、修復、補強
柱形狀的直榫接頭，榫長皆為 10cm、(2)
榫長 15cm 及榫長 50cm 的直榫等接頭進行
力學行為試驗，可知其接頭強度非常弱，
且隨著轉角加大，接頭慢慢被拔出，幾乎
無抗拉拔之能力。因此本年度針對直榫接
頭提出補強方案並進行實尺寸榫卯接頭試
驗，以探討與驗證補強方案之成效。

一、前言
根據九二一地震勘災報告顯示，許多
傳統建築在地震中因損毀而拆除，在受損
的古蹟及歷史建築物中，約有 70%的比例
為木構架，而在震後受損後的木構架中，
局部崩塌與整體崩塌的比例佔了 48%。在
針對破壞的原因進行分析後發現，產生崩
塌的原因主要是在於側向勁度太低導致位
移過大，再加上結構本身自重所產生的二
次彎矩 。 在台灣法訂古蹟中，有六成以上
的主體屬木構架，這些木構架最大的特點
在於採用榫卯方式進行構件接合，榫卯接
頭是傳統木構架的特色，卻也關係著整棟
木構架建築物的存亡，然而國內古蹟建築
物之修復，大多注重於建築物外觀的裝飾
及彩繪，往往忽略了對於耐震能力提升之
考量。台灣大木構架榫卯接頭之運用，以
單槽口搭接榫為最多，其次則是燕尾榫
[1]，由此可知直榫類型接頭乃是台灣傳統
建築中最常用的榫卯類型，因此本研究針
對直榫接頭進行力學行為與補強研究。

表一 小試材之物理性質
樹種 比重 含水率(%)
杉木 0.35

二、研究方法與內容
實驗以台灣省產約 30 年生、30cm 徑
級的人工林杉木(Cunninghamia lancelata)
為材料，將木材多餘部分裁切成無缺點小
試材試驗之尺寸(3×3×3cm3)，共 26 組小試
材，測得木材之物理性質，如表一所示。
本研究內容可分為三部份:
(1) 直榫接頭力學行為試驗：一般古
蹟常用之圓柱圓樑試體，榫長為 5cm、

本研究於去年[2]已針對:(1)不同的樑
1
2
3
4
5

14.26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森林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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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20cm、25cm 及 30cm 之直榫接頭
力學行為試驗，探討其受力後之破壞模式
及力學行為，與去年之研究結果共同分
析，提出適用於實尺寸直榫接頭彎矩強度
與旋轉勁度之迴歸趨勢線，並由實驗觀察
直榫接頭的轉動情形，模擬接頭的受力情
況，提出直榫接頭的力學模型，預測不同
榫長的彎矩強度。
(2) 直榫接頭修復試驗：將已進行
「直榫接頭力學行為試驗」之試體進行修
復後，再進行試驗，由於研究的對象為傳
統古蹟歷史建築，因此對文資法中木構造
補強修復之規範進行討論，提出較為適合
的修復補強方案，並利用本研究所提出的
補強方案進行直榫修復實驗；L05(榫長
5cm)及 L10(榫長 10cm)試體利用螺栓補
強，L20(榫長 20cm)試體利用自攻螺絲補
強，L25(榫長 25cm)試體利用鋼索補強，
L30(榫長 30cm)試體利用不銹鋼棒補強，
以上之補強方案雖需於木材表面鑽孔或刮
刨，但均易利用木塊及補土的方式將表面
修補。經由試驗結果以探討提出的補強方
案之效果。
(3) 直榫接頭補強試驗：為榫長皆為
15cm 之圓柱圓樑試體，進行直榫接頭補強
試驗，根據「直榫接頭修復試驗」結果，
進行補強方案修訂：(a)、插銷補強，將不
銹鋼棒直徑加大、(b)、圍束補強，補強材
料除了鋼索，並增加原生材料藤箍，使補
強方案更符合文資法規定、(c)、螺栓補
強，利用一般墊片及本研究所提出之錐形
墊片及矩形鐵塊材料增加承壓面積，改善
木材局部沉陷之情形、(d)、利用鐵件的高
強度來提高直榫接頭的彎矩強度與旋轉勁
度。本方案主要用以了解榫卯接頭適當補
強後可能發展之極限強度與行為，用以比
較其餘補強方案之補強效果。

反覆載重歷時圖如圖三所示，試驗由
0.25%梁長 (75cm)之側向位移(1.875mm)
開始進行測試，之後將力量往相反方向施
載到達-0.25%時為一個循環的反覆載重，
每個位移量共進行 2 次循環，逐步增加位
移量直到 15%；之後再進行各一個周次的
12%、10%與 8%位移階段，以探討餘震下
接頭之殘餘強度。在反覆載重試驗完畢
後，再進行位移量至 30%的推跨試驗，以
探討接頭之強度發展包絡與可能之破壞模
式。

Tiltmeter

圖一 試體規劃

Dial
Gauge

圖二 實驗儀器配置及裝置

Drift Angle (%)

30

試體規劃如圖一所示。試驗方式與儀
器配置如下圖二所示，柱下方有 2 個位移
計，柱身配置 2 個角度計，梁身配置 1 個
角度計。試驗時，柱身水平放置於鋼床夾
具上，梁身垂直於木柱，油壓致動器掛置
於反力牆以對木梁施加反覆漸增荷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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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反覆載重歷時圖

試驗為反覆載重試驗，採位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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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試驗後觀察榫卯接頭的變形，可看
出榫頭上下兩端因承壓變形，因此由實驗
觀察模擬榫卯接頭的轉動，如圖五(a)所
示，由圖中可看出樑轉動後，榫頭上下兩
端的承壓區，因此假設榫頭受力後的應力
分佈圖，如圖五(b)所示為降伏前之應力分
佈狀況，如圖五(c)所示為降伏後之應力分
佈狀況。圖六為模擬曲線與試驗反應曲線
比較圖，模擬曲線與試驗反應曲線接近，
且在最大彎矩強度之預測誤差在合理範圍
內，可知本研究所提出之理論力學模型，
可用於預測直榫接頭之彎矩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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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為直榫接頭力學試驗之試體反應
迴歸分析結果，彎矩與旋轉勁度之迴歸公
式亦列於圖四，與試驗結果比較誤差約為
10%，此迴歸趨勢線可用於評估傳統直榫
木接頭之彎矩強度與旋轉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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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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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模擬曲線與實驗曲線之比較
Test IV:Increase in moment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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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IV:Rotational stiffness(kN-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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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彎矩與旋轉勁度迴歸趨勢線

b

5.6
7.1

10
5

2.3

2

0
4.1

11.6

0

10.7

Original specimen

20

Rotational stiffness(Test
III)

a

圖七 直榫接頭修復試驗之反應比較圖
(c)
圖七顯示直榫接頭修復試驗結果，修
復試體之彎矩強度與旋轉勁度均有提升，
可知本研究所提出之補強方案對彎矩強度
與旋轉勁度均有明顯的提升。

圖五 榫卯接頭之轉動情形及應力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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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試驗觀察與殘餘強度分析顯
示，因受力時榫卯接頭產生承壓變形，而
當再次受較小位移載重時，其強度將大幅
下降。位移時之彎矩強度僅為第一次承受

直榫接頭補強試驗之結果如圖八所
示，與標準試體 L15-BM 比較彎矩強度與
旋轉勁度，本研究所提出的補強方案，以
鐵件所發展之強度與勁度最高，插銷補強
方面，用一根插銷補強之強度最高；三根
插銷補強之勁度最高。圍束補強方面，由
於藤箍之勁度不如鋼索高，且藤箍無法如
鋼索將樑柱接頭牢牢綑緊，所以鋼索補強
之強度與勁度皆優於藤箍補強。螺栓補強
方面，本研究所提出之錐形墊片及矩形鐵
塊均可改善墊片沉陷之狀況，並使強度與
勁度提升。

(3)、比較直榫接頭力學試驗及直榫接
頭修復試驗結果，顯示直榫木接頭經過
15%之側向位移載重後，應用本研究所提
出的補強方案對試體進行修復，試體之強
度與勁度跟原試體比較，均可獲得明顯的
提升。
(4)、由榫卯接頭補強試驗觀察，採用
兩根插銷及三根插銷補強試體，其彎矩強
均比採用一根插銷之補強試體低，且其撕
裂破情形均較其嚴重，顯示補強之設計應
該恰當，同時須考量柱樑的容許強度。

Test V:Increase in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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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榫卯接頭補強試驗觀察，採用
藤箍補強，雖為其原生材料，但由於藤箍
之勁度不如鋼索高，且藤箍無法如鋼索將
樑柱接頭牢牢綑緊，所以鋼索補強之彎矩
強度優於藤箍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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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用本研究所提出的螺栓補強發
現一般墊片均會造成木材承壓變形而沉
陷，以致螺栓無法發揮其設計抗拉能力，
而利用本研究所提出的錐型墊片及矩形鐵
塊將可有效改善木材局部沉陷之現象。

Test V:Increase in rotational stiffness(kN-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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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榫卯接頭理論力學模型所模擬
之曲線與試驗反應曲線吻合，證實本研究
所提出之榫卯接頭力學模型可以預測榫卯
接頭之受力變形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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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直榫接頭補強試驗之反應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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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結構考慮支承磨擦滑動之擬動態與振動台實驗研究
劉光晏1 張國鎮2 陳威逸3

摘 要
本文旨在討論橋梁支承於地震下的磨擦滑動行為，透過縮尺橋梁靜動態實驗與分析
結果探討其成效。本研究首先完成含橡膠支承之縮尺單跨橋梁擬動態與振動台實驗，根據
實驗結果證實橋梁結構之力量傳遞路徑與力平衡無異，並探討兩種實驗方式對描述橋梁動
態行為的差異性。此外，本研究中採用非線性分析工具進行模擬，經與實驗結果比對可獲
致良好結果。有關磨擦係數與混凝土楊氏係數影響則進行參數分析，進一步量化支承滑動
與橋柱勁度的影響。本研究亦完成含橡膠支承縮尺雙跨橋梁之振動台實驗。實驗結果顯
示，橡膠支承發生滑動後可降低橋面版加速度及橋柱剪力，有助於降低下部結構震害受損
機會。因此，本研究建立合適的分析模型，能有效預測橋面版之最大位移與最大加速度反
應，掌握落橋及橋柱損壞時機。

關鍵詞：功能性支承系統、橡膠支承、磨擦係數、擬動態實驗、振動台實
驗
於 0.15。因此，針對規範所建議的磨擦係
數值有必要進行更深入的研究，透過擬動
態實驗與振動台實驗，瞭解動態行為下結
構之力量傳遞路徑及防落位移需求。

一、前言
根據「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全面勘災報
告－橋梁震害報告－」報告[1]顯示，支承
的完整性與下部結構安全性息息相關。目
前國內橋梁常用的橡膠支承墊，其水平向
勁度及磨擦係數為結構安全最主要參數，
前者與橋柱強度需求有關；後者則牽涉防
落位移需求。有鑑於台灣橋梁損壞模式與
美日橋梁震害之異同，文獻[2,3]以 921 地
震受損橋梁進行境況模擬，詳細探究支承
系統與防止落橋裝置對整體橋梁地震反應
的影響，並檢討不同耐震補強策略的適用
條件，以及橡膠支承磨擦滑動後，橋面版
落橋與橋柱之位移需求及橋柱受力關係。

二、單跨縮尺橋梁之擬動態與振動台
實驗
2.1 實驗規劃與試體簡介
本實驗目的在於探討橋梁結構當支乘
產生磨擦滑動時，採用靜態的擬動態實驗
預測動態的振動台，所得結構反應之可行
性。振動台實驗結果可參閱文獻[7]。
試體係根據公路總局橋梁標準圖進行
1：7.5 縮尺設計，如圖 1 所示。橋梁原型
選定一跨度為 30m，橋面淨寬為 9m 之 PCI
簡支梁橋，下部結構為懸臂式橋墩，橋柱
高 11m，帽梁尺寸為 8.5×2m。單跨上部結
構淨重 516tonf，一座懸臂式橋墩淨重為
144.89tonf。

前述研究中以結構分析為主。由於橡
膠支承墊之磨擦係數受正向力與速度關係
密切。根據 1995 年頒佈的「公路橋梁耐震
設計規範」[4]，合成橡膠支承墊的磨擦係
數為 0.15；而由「橋梁功能性支承系統耐
震性能設計與補強方法之研究」整合型計
畫[5～7]，發現橡膠支承的磨擦係數將會高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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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橋梁力平衡圖(左)擬動態實驗 (右)振動台實驗
圖 1 單跨橋梁之擬動態實驗配置圖

橋柱原型為鋼筋混凝土柱，為避免混
凝土在實驗中產生裂縫，造成勁度的折
減，因此改採用鋼管混凝土柱；橋柱之鋼
管外直徑為 21.63cm，鋼管厚 0.8cm，中空
鋼管內填充混凝土，柱高依縮尺比例設計
成 1.47 公尺，帽梁尺寸則為 1.13×0.27m。
上部結構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跨度為
4.4m，橋面淨寬為 1.75m。除了上部鋼筋
混凝土構造本身的重量外，因為縮尺因素
所造成的重量不足，則由外加鋼板的方式
來提供；在上部結構放置 3 片的載重鋼板，
量得的上部結構總重約為 10.365tonf。實驗
中 所 使 用 的 橡 膠 支 承 墊 尺 寸 為 15 × 15 ×
2.8cm，分為純橡膠支承墊（簡稱 RB），
與單側披覆鐵氟龍支承墊（簡稱
PTFE-RB）。支承墊直接放置帽梁上且不
作任何固定。根據支承墊的配置型式，可
分 為 上 部 結 構 兩 端 皆 為 RB ； 與 一 端
PTFE-RB、一端 RB 兩種狀況；另外，依
止震鋼棒的設置與否分成未加止震鋼棒與
有加止震鋼棒兩種。

1
Fr = K bδ b = K cδ c
2
= M 1a1 + M 2 a2 = K cδ c

V pseudo =

(1)

Vshaking

(2)

其中， Fr 為水平向油壓製動器力量；
K b 、 K c 、 δ b 、 δ c 分別代表支承勁度、橋柱
勁度、支承位移與橋柱位移；M 1 、 M 2 、 a1 、
a2 分別代表大梁質量、帽梁質量、大梁加
速度與帽梁加速度。 K b 與 K c 經實驗結果，
由橋柱與支承墊之遲滯迴圈作線性回歸得
初始彈性勁度。
以 EL-Centro 500gal 配置 RB 為例，
本實驗中支承滑動，圖 3、圖 4 所示分別
為方程式 (1) 與方程式 (2) 計算兩種實驗所
得剪力，發現力量歷時皆非常相近。為比
較支承滑動對力量平衡之影響，選擇
EL-Centro 700gal，如圖 5 與圖 6 所示，仍
可觀察到類似結果，代表上述計算方法是
合理的，無論橋梁是否發生滑動現象，橋
梁整體力量傳遞路徑仍保持靜力與動力平
衡。
EL500 RB w/o Bar - Total Force Comparison in Pseudo Dynamic Test

40

S2+S5
Fr

擬動態實驗中，將橋梁試體當作是一
單自由度的結構，給定單自由度的重量為
10.365tonf，並假設固有阻尼比為 0.05。本
實驗地表輸入歷時為 EL-Centro 地震，測試
的最大地表加速度分成 200gal、500 gal 和
700gal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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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擬動態實驗力量比較﹙EL500 RB w/o Bar﹚
EL500 RB w/o Bar - Total Force Comparison in Shaking Tabl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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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1)與方程式(2)分別為擬動態
實驗與振動台實驗單側結構的力量傳遞路
徑，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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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700 PTFE w/o Bar - Total Force Comparison in Pseudo Dynamic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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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磨擦係數估算示意圖

EL700 PTFE w/o Bar - Total Force Comparison in Shaking Table Test

60

6
Time (sec)

圖 5 擬動態實驗力量比較﹙EL700 PTFE w/o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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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振動台實驗力量比較﹙EL700 PTFE w/o Bar﹚ 圖 8 橋面版加速度歷時比較圖﹙EL700 PTFE w/o
Bar﹚
2.3 支承磨擦係數

圖 7 所示剪力再除以支承之正向力即
可得到支承滑動時的磨擦係數。兩種實驗
中，支承皆屬於雙面滑動且上下磨擦界面
不相同的情況：支承上端為混凝土界面、
下端為鋼板界面。因此，估算出來的磨擦
係數只能代表是支承在這兩種磨擦界面之
等效磨擦係數。實驗結果顯示，擬動態實
驗 中 ， RB 支 承 的 磨 擦 係 數 為 0.2 ， 而
PTFE-RB 支承的磨擦係數則為 0.15；振動
台實驗中，RB 支承與 PTFE 支承的動態磨
擦係數分別為 0.4 與 0.25。

EL700 PTFE w/o Bar - Displacement Comparisons of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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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橋面版位移歷時比較圖﹙EL700 PTFE w/o Bar﹚

2.5 分析結果探討

2.4 擬動態與振動台實驗結果比較
圖 8 與圖 9 為兩種實驗方式下，橋面
版的反應比較，主要差別在於橋面版的加
速度與位移不同。經由系統識別發現，擬
動態實驗因結構週期延長，造成上部結構
之反應較振動台實驗小，計算所得的上部
結構慣性力和橋柱剪力也隨之減少；此現
象透過反應譜也可獲得證實。因此，振動
台實驗對於柱底剪力之預測較保守。然
而，擬動態實驗結構周期增加的原因，可
能與橋柱邊界條件、水平向千斤頂重量貢
獻有關，仍需近一步探討。在橋面版的位
移部分，擬動態實驗的位移反應較大。由
於速度對磨擦係數的影響—速度低時係數
小、速度高時可增加將近一倍。在擬動態
實驗中，實驗過程是接近靜態的，支承墊
所受到的速度幾乎等於零，但在振動台實
驗中，支承墊每一時刻受到不同速度作
用，故磨擦係數較高。因此，擬動態實驗
的位移反應較大，對於位移預測較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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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跨橋梁分析模型如圖 10 所示，除支
承外其餘構件為彈性元素。鋼管混凝土柱
之複合斷面，依實際尺寸模擬—鋼管外徑
為 21.6cm、厚 0.8cm、材料為 A36 鋼，中
心為 20cm 實心混凝土。橡膠支承使用磨擦
單擺隔震器模擬，其磨擦係數由下式計算：

μ = fast − ( fast − slow)e− rv

(3)

其中， slow 與 fast 分別代表最小﹙靜
態﹚與最大﹙動態﹚磨擦係數； r 為有效反
向速度；v 為兩方向上滑動速度的合成量。
當 fast = slow ，可簡化分析，僅考慮最大
磨擦係數且不隨速度變化改變。擬動態試
驗中，RB 與 PTFE-RB 支承的磨擦係數皆
取 0.2、0.15；振動台實驗中，取 fast 為 0.4
與 0.25， slow 為 fast ㄧ半。此外，本試驗
所用支承墊經實際測試得壓縮與剪力模數
分別為 107.113Mpa、0.8667Mpa，得支承
之垂直與水平勁度分別為 86.38kN/mm 、
0.72kN/mm。
圖 11 至圖 14 分別為分析與實驗結果
比較。前兩組實驗結果皆無支承滑動現象
產生，分析結果與實驗相當吻合，且較接
近動態的振動台反應。後兩者因支承滑

2.經由擬動態實驗與振動台實驗，本文驗證
橋梁結構力量傳遞路徑，無論支承是否發
生滑動，力平衡關係皆能滿足。由於速度
對磨擦係數的影響，擬動態實驗對於位移
反應較保守，而振動台實驗對於柱底剪力
較保守。

動，針對磨擦係數影響作參數分析。結果
顯示，採用變磨擦係數更接近真實反應，
殘留位移掌握能力較佳；但定磨擦係數之
結果亦接近實驗結果，且能有效預測最大
位移，對於防落裝置之設計可達相同功能。

3. 本研究之分析模型能有效預測橋面版的
最大加速度與最大位移反應，對於橋梁結
構在地震作用下的反應作出適當評估，有
助於掌握橋柱損壞與落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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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基礎之搖擺實驗與分析
洪曉慧1 劉光晏 1 張國鎮2 何姿慧3

摘 要
本研究藉由實驗與分析探討橋柱直接基礎搖擺（Rocking）機制對橋柱耐震性能之影
響。921 地震後，政府交通部門積極辦理橋梁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工程，也提高部份地區
之設計地震力，而於部分補強或新建案例中可發現，直接基礎之尺寸寬幅明顯過大，似乎
有過於保守之疑慮。歸咎其原因，主要受到設計地震力提高，而與穩定性檢核相關之基礎
受壓面積仍需滿足原有規定，所以基礎尺寸需予以擴大。事實上，直接基礎搖擺機制之隔
震效益已受到證實，為能採用較經濟之斷面，可採用適當設計之直接基礎，透過搖擺機制
產生之周期延長降低地震力，並利用土壤於大地震中塑性變形能力吸收地震能量。本研究
包括兩大重點。第一為進行直接基礎橋柱之單向反覆載重試驗與擬動態試驗，第二為建立
可考量直接基礎搖擺機制之橋柱基礎-土壤互制數值分析模型，藉由數值模擬結果與實驗
結果之比對，修正數值模型，並以修正後之數值模型進行初步參數分析。

關鍵詞：直接基礎、搖擺基礎、擬動態試驗、反覆載重試驗、隔震

範大幅修訂之依據。因此本研究進行大尺
寸擬動態試驗與反覆載重試驗，配合數值
模擬分析，進行廣泛之參數分析，探討基
礎搖擺機制之隔震效益與消能行為。研究
成果將來可提供工程界進行相關耐震評估
之參考，也可做為改進現行規範之依據。

一、前言
近年來隨著經濟的發展與設計技術的
精進，橋梁的設計目標逐漸不再只滿足於
大震不倒，而是以性能為導向地希望震後
橋梁仍能維持一定功能。以往的設計理念
偏向於自我犧牲式的韌性設計，以柱底產
生塑鉸來消散地震能，所以大地震後橋柱
往往已產生相當大之應變與殘留位移，而
須限制通車進行補強或重建。為了降低震
後維修成本，減少震後殘餘位移並提昇震
後殘餘性能已成為新一代設計與補強規範
須慎重考量之課題，而設計完善的直接基
礎搖擺（Rocking）機制正符合此一目標。
雖然直接基礎的搖擺機制在國內現行設計
規範中仍不被允許，但從過去地震後之實
際觀察發現，直接基礎搖擺行為在強震下
的確發生，而且此搖擺行為也確實可提供
某些程度之隔震效益，其對橋梁耐震性能
的影響是正面的。然目前文獻上相關之研
究仍不夠完整，相關實驗也多屬中尺寸[1]
或小尺寸[2]震動台試驗，尚不足以作為規
1
2
3

二、直接基礎搖擺試驗
為模擬直接基礎之搖擺機制，實驗時
將圓形 RC 橋柱之基礎直接置放於 50mm
厚合成橡膠墊(Duro-45)上，以模擬基礎底
土壤效應。基礎尺寸為 168cm×168cm 之正
方 形 基 礎 ， 合 成 橡 膠 墊 尺 寸 為 180cm×
180cm。採用之橋柱試體原為一主筋搭接
與圍束不足之 RC 橋柱，但以鋼板補強至
側向圍束符合規範要求。試體尺寸與實驗
架設繪於圖一。如圖一所示，試體直徑
60cm，基礎頂至柱頂 3.8m，基礎高 60cm。
橋柱主筋為 26 根 No.6 鋼筋。依據材料試
驗，橋柱混凝土強度 fc’ = 278 kg/cm2，鋼
筋降伏應力 Fy = 3840 kg/cm2。在實驗架設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45

Acceleration (g)

Artificial design earthquake
0.4

Artificial medium earthquake

0.2
0

-0.2
-0.4
0

30

60

90

Time (sec)

圖二 擬動態試驗之地震力歷時
Artificial design earthquake
Artificial medium earthquake
120

20
0

Moment (tonf-m)

Artificial design earthquake
Artificial medium earthquake
40
Lateral force (tonf)

上，試驗使用兩支軸向千斤頂各施加垂直
向軸力 56 tf，再加上橋柱柱頂置放之混凝
土帽梁自重，模擬 120 tf 之上部結構重量，
橫向則由一支油壓制動器施加側向力。本
試驗針對同一試體進行兩組擬動態試驗與
一組反覆載重試驗。擬動態試驗採用之歷
時為與耐震規範相容之兩組人造地震力歷
時，其分別對應於南投埔里之中度地震與
設計地震（圖二）。反覆載重之最大側移
率（drift ratio）為 6％，對應於柱頂側向位
移為 21.6cm。實驗程序為先進行中度地震
之擬動態試驗，再進行設計地震之擬動態
試驗，最後進行反覆載重試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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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x70

本研究亦採用三維非線性分析軟體
Sap2000N 模擬實驗，進行橋柱之動態非線
性歷時分析與靜態非線性反覆載重分析。
分析模型如圖五所示，以纖維元素模擬鋼
筋混凝土橋柱之塑性鉸，以均佈之不受拉
非線性彈簧模擬基礎-土壤互制力，彈簧採
用之受壓勁度對應於實驗採用之橡膠墊為
10170 t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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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組擬動態試驗結果均繪於圖三，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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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圖為側力-位移圖，(b)圖為柱底彎矩-120
-40
轉角圖，可代表柱底塑性變形行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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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中度地震時無論是側力-位移曲線或
Rotation (radian)
Displacement (cm)
是彎矩-轉角曲線均幾乎維持直線，故此時
(a) 側力-位移圖
(b) 柱底彎矩-轉角圖
橋柱之塑鉸尚未形成，而且直接基礎搖擺
圖三 擬動態試驗結果
行為也並不明顯，惟依據橋柱斷面之理論
分析，橋柱斷面降伏彎矩 My 約為 50tf-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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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圖三(b)所示，中度地震下橋柱應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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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圖示設計地震之結果則呈現些許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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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搖擺行為與輕微之柱底非彈性變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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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注意的是圖三中設計地震下反應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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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勁度有略低於中度地震之情況，此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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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兩組試驗乃針對同一試體進行，而經
Displacement (cm)
Rotation (radians)
過第一個擬動態試驗後，橋柱勁度已有些
(a) 側力-位移圖
(b) 柱底彎矩-轉角圖
許改變。圖四為反覆載重試驗結果，結果
明顯顯示搖擺機制已啟動，所以在柱頂變
圖四 反覆載重試驗結果
位達 6%之側移率時，試體在外觀除柱底些
微之混凝土剝落外，並無明顯損傷。
三、基礎-土壤互制數值分析模型

60
5

首先進行擬動態試驗與模擬分析結果
之比較，比較結果繪於圖七與圖八，分別
對應於中度地震與設計地震，其中(a)圖為

圖一 試驗裝置與尺寸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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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力-位移圖；(b)圖為柱底彎矩-轉角圖。
如圖所示，對於中度地震，數值分析結果
與擬動態試驗相當吻合，而對於設計地
震，分析結果展現之初始勁度略高於擬動
態試驗結果，但其遲滯曲線之包絡線與試
驗結果相當吻合，此係由於分析並未將試
體因前次擬動態試驗造成之勁度變化納入
考量。圖八所示為反覆載重試驗與模擬分
析之結果之比較，同樣地，分析結果顯示
之遲滯曲線包絡線與實驗結果相當吻合，
但初始勁度高估，其原因同於上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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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側力-位移圖 (b) 柱底彎矩-轉角圖

圖八 分析與反覆載重試驗結果之比較

四、參數分析
Fiber element

影響直接基礎搖擺特性的主要因素為
基礎尺寸、基礎底垂直向土壤勁度與土壤
極限應力。本研究考量採用直接基礎之現
地土壤極限應力均很大，故在土壤不會降
伏的假設下，利用第三節建立之數值分析
模型，針對基礎尺寸與土壤彈簧勁度進行
參數分析，探討其對橋柱耐震性能之影
響。本研究共分析六種情況，包括假設基
礎邊界條件為固接之狀況。各種情況採用
之參數列於表一。

Rigid bar
Nonlinear link

表一 參數分析採用之參數
圖五 SAP2000N 之數值分析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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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基礎尺寸進行參數分析，探
討之情況包括如表一之 Case 1-4，分析結果
繪於圖九與圖十，分別代表設計地震與反
覆載重作用下基礎尺寸之影響，其中(a)圖
為基底剪力-位移圖；(b)圖為柱底彎矩-轉
角圖。如圖(a)所示，隨著基礎尺寸的減小，
基礎搖擺現象越明顯，柱頂殘留位移縮
小，基底剪力也降低，但柱頂之動態位移
會增加。另由(b)圖之柱底彎矩-轉角圖可發
現，隨著基礎尺寸的減小，也就是搖擺現
象越明顯，柱底塑鉸變形越輕微。以基礎
尺寸為 120cm 之情況（case 4）為例，在反
覆位移作用下，儘管柱頂位移已達側移率
為 6%（21.6cm），圖十(b)顯示之柱底彎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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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側力-位移圖 (b) 柱底彎矩-轉角圖

圖六 分析與試驗結果之比較 (中度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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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分析與試驗結果之比較(設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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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設計地震作用下基礎尺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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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反覆載重作用下土壤勁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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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反覆載重作用下基礎尺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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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行橋柱搖擺基礎之擬動態試
驗與反覆載重試驗，並配合可考量直接基
礎非線性搖擺機制之橋柱基礎-土壤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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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位移與土壤降伏後基礎沉陷對整體橋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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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不允許基礎抬升之 Case 1（固接）而言，
其柱底之塑性變形已相對明顯，由此可證
實搖擺機制對於降低柱底非彈性變形之貢
獻。圖十一與圖十二所示為土壤勁度之參
數分析結果。如圖所示，勁度較低之土壤
會產生較明顯的搖擺行為，而搖擺行為所
具之隔震效果與自復位能力，可使塑鉸區
破壞程度、橋柱殘餘變位，以及橋柱承受
之基底剪力大幅降低，但同時，振動過程
中產生之柱頂位移量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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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設計地震作用下土壤勁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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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地震與颱洪防災之 Zigbee 無線監測網路規劃
與建置研究
林詠彬1、張國鎮2、李路生3

摘 要
橋梁是交通的重要樞紐，橋梁的損壞造成人命及財產的損失實不容輕忽。國內大
小橋梁約有兩萬座，其中由交通部高速公路局及公路總局管理的公路橋梁有一萬多
座，台灣地區老舊橋梁面臨地震、沖刷、超載、老化、劣化等問題，而潛在性問題則
為耐震強度普遍不足，一旦發生颱風、地震或水災等大規模天然災害時，橋梁倒塌或
斷裂的機率很高。台灣每年都會遭受地震或颱風侵襲，地震或颱風洪水對橋梁之災害
防制研究更顯急迫與重要，本文規劃並建置 zigbee 無線網路監測之軟硬體設施，以便
開發橋梁災害即時監測網路系統，減少地震或颱風洪水災害的損害。

關鍵詞：微機電壓力感測器、橋梁、無線監測網路、地震、沖刷

或人為災害，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因此，
相關結構體的使用安全、維護、監測與管
理非常重要。

一、前言
資訊與通訊科技快速的發展與普及，
強調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者都能經
由任何裝置透過網路，擷取到所需服務的
時代也即將來臨，無線感測技術的感測節
點具感知、運算處理與無線傳輸的能力，
並可跟其他節點組成網路，因此將各類感
測器嵌入每天生活中的每個物件與地方，
結合無線通訊、智慧型介面與資訊連結機
制，透過直接全時之感測，將可即時降低
並減少災害的發生。

橋梁為維持道路交通安全通暢之重要
設施，台灣地區因為中央山脈縱列，河川
多呈東西流向，所以南北交通系統都必須
跨越眾多的河川，全國橋梁也隨著不斷增
加。就橋梁設計、施工技術而言，橋梁工
程技術已經漸趨成熟，設計施工對橋梁的
安全程度都能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完工以
後的監測與維修卻往往是左右橋梁安全的
重要因素。而且隨時間的增加，工程技術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發生
再好、安全係數再高的橋梁都有老化、劣
頻繁，於 921 集集大地震後，既有橋梁結
化的發生，再加上車輛超載、沖刷與地震
構物之耐震能力因關乎公眾安全，為主管
之作用，更必須加強其安全監測與維修才
單位非常重視的課題；除了頻仍的地震
能保障安全。以橋梁而言，其使用壽命長
外，7~10 月間則有颱風侵襲，每每帶來豐
達 50 年以上，然而，傳統的監測儀器其可
沛雨量，造成災害，此等地震與颱風、豪
堪使用壽命往往只有 1~2 年或數年之間，
雨等天然災害，每每對台灣公共工程造成
明顯無法作為長期追蹤監測，尤其是橋梁
重大的傷害，更導致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
的使用狀況，安全評估與診斷等，更需要
傷害與損失；土木結構體，包括一般人民
一套可靠度良好的監測預警系統，以便進
居住之建築體或高樓建築物、橋梁、水壩、
行長期之監測與分析，此外，橋梁的維護
邊坡、河川沖刷等等結構體常因各種天然
管理與監測，在數量龐大、構件龐雜的條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主任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副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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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背景之下，執行上相當困難繁瑣，因此
橋梁之維護管理如檢測、評估與監測自動
化非常重要，而且公共工程亟需可靠的監
測系統，目前國內外對於橋梁快速檢測、
電腦化橋梁評估與監測預警系統等正進行
研究開發，若國內能夠開發可靠性與自動
化之安全監測技術，相信對於國內橋梁之
安全性及行車人員之安全必能更加確保；
因此，為維護老舊橋梁之安全，防止台灣
地區橋梁因為劣化、河川沖刷、重車超載、
地震與其他外力之作用，尤其是關於老舊
橋梁的使用狀況，安全評估與診斷等，迫
切需要一套可靠度良好的監測預警系統，
以便進行長期之監測與分析。
本研究團隊應用 ZigBee 無線傳輸模組
(圖一)，整合微機電製程技術製作微感測器
模組，建構無線感測網路之結構監測預警
系統。無線傳輸感測器之發展於土木結構
之應用非常重要。

圖一 Zigbee 網路與微機電壓力感測器
例如，當此一系統安裝於橋梁與建物
時，平常除可以長期監測橋梁與建物的安
全，及健康診斷之外，當地震發生導致災
區橋梁斷落與建物崩塌時，此一無線傳輸
感測系統可以即時發出橋梁與建物是否崩
落倒塌狀況，或是災區維生救災機構建物
例如醫院等建物之倒塌狀況，並即時和地
震災時搶救系統及維生系統連結，即時顯
示災區之救災與維生路線，以供防救災單
位進行資源管理與救災工作之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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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igbee 網路與微機電感測器
為達到大量佈建的目的，無線感測網
路必須具備低成本、低耗電、小體積、容
易佈建，並具備可程式化、可動態組成等
需求特性，其中 802.15.4/Zigbee 正符合以
上種種需求，由於近來微型製造的技術、
通訊技術及電池技術的改進，促使微小的
感測器可具有感應、無線通訊及處理資訊
的能力。此類感測器不但能夠感應及偵測
環境的目標物及改變，並且可處理收集到
的數據，並將處理過後的資料以無線傳輸
的方式送到資料收集中心或基地台（base
station）。Zigbee 大多使用於工業環境自動
化、家庭自動化與商業大樓自動化等工業
控 制 應 用 。 ZigBee 是 針 對 低 傳 輸 速 率
(20-250kbps) 之低成本應用，其中大多數
是採用電池供電運作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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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控制等領域；
ZigBee 技術具可靠性、網路化、保密性、
全球化應用、低傳輸速率、低耗電、低成
本、反應時間快等優勢，在成為主流趨勢
不變下，無線傳輸技術目前為全球最熱門
的研發技術，802.15.4/Zigbee 為一個相當
先進的技術，本文選定 ZigBee 作為微感測
器之無線通訊傳輸媒體。

為了驗證所配置之壓力感測器能適用
於洪流環境，本研究將壓力感測器整合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系統，針對整體系統
運作效能、可靠度以及準確度進行了試驗。
圖二為 MEMS 感測器於不同水位下的
靜水壓力校正回歸曲線，試驗結果顯示微
機電流體壓力感測器具有非常優良的線
性，可以使用於流體作為水壓力之量測。
由圖二可以看出不同位置的感測器可以明
確的量測出水壓力的變化，以及其相對應
的水位高程，顯示所配置之 MEMS 壓力感
測器之壓力感測器對於水位面高度的變化
量測具有相當可靠的效果，現地河流高流
速環境下量測使用的條件。
Sensor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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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quared =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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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壓力感測器即時水位高程量測
本研究也針對河砂淤積歷程進行模擬
試驗並紀錄感測器訊號的變化，試驗將細
徑砂粒於接近水位面的位置緩慢引入試驗
水槽，引入口位於試體位置上游約 1 公尺
處，並盡量避免河砂引入時導致水流產生
過大的擾動。隨著河砂持續緩慢地引入水
槽，水流帶著河砂淤積於墩柱試體根部，
而配置於墩柱的感測器將因河砂淤積造成
河床面升高而埋入砂中，所量測到的感測
器壓力訊號歷時記錄如圖四所示。感測器
所量測到的壓力訊號包含靜態水壓、流水
動態水壓以及淤積河砂所施加的土壓力，
因為感測器埋於土壤內不受動態水壓力影
響，因此，經由外部附屬的即時水位高程
水壓力（FL sensor），可藉由側向土壓力
即時得知淤積深度。而河砂淤積歷程以及
淤積高度可由感測器所量測到的訊號反應
來判讀獲得資訊。墩柱試體於 T2 時間使模
擬淤砂，圖四顯示不同高度感測器逐一淤
砂的過程與時間點，明確顯示本裝置可以
即時顯示橋墩是體的回淤時間與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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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0123 * X - 0.58
R-squared =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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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S7

Y = 0.0123 * X - 0.83
R-squared =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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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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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且由感測器所感測到的壓力值，顯
示由於感測器的靜水作用壓力。

Water level (cm)

三、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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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MEMS 壓力感測器性能測試
對於降雨集水區或河川渠道如何能即
時獲得渠道水位面變化的資訊一直是很重
要的議題，因為災時高漲的洪流水位對應
流量增加，加上高流速沖擊作用力，對於
跨河橋梁或河道結構使用安全將造成相當
大的威脅，也危及橋梁的耐震性能。而高
漲的水位更可能越過河道堤防造成區域性
淹水等重大災害。本研究以整合之系統進
行水位面高度變化的量測，配置之感測器
位置高程固定，隨著水位面升高相對應靜
水壓作用力增加，量測訊號歷時紀錄如圖
三所示，顯示感測器於即時狀態下不同水
位高的高程。換言之，可藉由感測器的量
測訊號來即時獲得流水水位高度變化的資

為進一步瞭解沖刷，本文於 T3 到 T7
時間模擬沖刷情境，原本埋於土壤的感測
器，隨著水流沖擊墩柱帶走部分河砂，並
逐漸露出砂面，受到水流沖擊，感測沖刷
歷程時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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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回淤歷程的資料，並且同時可整合加速
度感測器於單一感測版量測結構反應，以
所量測到的結構反應配合結構評估演算方
法，進行常時或颱風、洪水或地震發生時
結構健康安全診斷。而加速度感測器整合
於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系統可以直接配置
於橋梁橋台或基礎上，對於橋梁結構體承
受颱洪、地震或其它外力輸入的反應可獲
得即時的監測資訊。本研究開發之 ZigBee
通訊協定建構的橋梁結構無線監測網路系
統，可提供即時監測資訊，對於相關工程
單位以及橋梁管理機關進行橋梁維護工作
將具有顯著的幫助。

四、結論
本 研 究 整 合 MEMS 壓 力 感 測 器 與
ZigBee 感測網路建構橋梁沖刷監測系統，
並以此系統進行水位高度變化、沖刷歷
程、河砂淤積等實驗室水工試驗即時量
測，說明紀錄測試資料與結果討論。試驗
結果顯示本研究建構之地震、沖刷監測系
統具有未來應用於現地的潛力。試驗結果
也驗證了由 MEMS 壓力感測器整合 ZigBee
通訊協定，所建構之無線網路對於即時沖
刷監測將具有較多的安裝便利性及感測點
配置位置分佈的彈性。而研究將持續以相
關規劃之試驗，進一步將量測訊號整合於
地震與沖刷量測系統，以便建構 ZigBee 橋
梁結構無線監測網路系統，提供即時監測
資訊，對於相關工程單位以及橋梁管理機
關進行橋梁維護工作具有顯著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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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沖刷歷程感測器訊號的變化
當水流流經墩柱試體，原本埋入河砂
中配置於固定高程的壓力感測器，由於墩
柱根部河砂受到沖刷侵蝕，當感測器露出
砂面時壓力感測器將能量測到水流沖擊的
震盪訊號與水位高程壓力，減去水位高程
壓力（FL sensor），可獲得沖刷深度變化
的歷程資料（此處動態水壓力因為水槽流
速不大，影響極少）。然而，側向土壓力
以及流速產生的動態水壓力，對於沖刷過
程壓力感測器所量測到的壓力如何與靜態
水壓辨證，將藉由陸續的試驗持續研究。
本試驗結果顯示所整合的即時監測量測系
統極具未來應用於現地量測的潛力，並且
經由試驗驗證採用 ZigBee 無線感測網路整
合 MEMS 壓力感測器的量測系統，相較於
傳統有線量測系統應用方便。此外，本研
究整合之橋梁沖刷監測系統不僅能量測水
位高程的變化、橋梁基礎沖刷深度以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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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舍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設計使用手冊
鍾立來1 黃世建2 葉勇凱 1 簡文郁 1 柴駿甫 1 蕭輔沛3
周德光4 邱聰智5 沈文成6 趙宜峯 6 楊耀昇7

摘 要
歷來台灣地區發生的幾次強震中，校舍損毀情況相當嚴重，主要原因乃國民中小學
校園的整體規劃不完整，常常以拼湊的方式，擴充學校規模，遂帶來耐震不足的後遺症。
因此，針對中小學校舍進行耐震評估及補強，實乃當務之急。本手冊針對校舍震害、校舍
結構系統、校舍耐震性能評估與耐震性能提升策略 (耐震補強) 逐一介紹，期能使政府單
位及工程師在短時間內，兼顧成本效益，有效地做好校舍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在下一次
地震來臨前，做好預先防範之措施，以保障師生之安全。

關鍵詞：校舍、耐震評估、耐震補強、詳細評估
一成五，其餘少數為民國 80 年以後興建。
依此之故，中小學校舍於早期興建者，其
耐震能力普遍缺乏。目前臺灣絕大多數的
中小學校舍為了採光的考量，在縱沿於走
廊的方向廣設玻璃窗，因此，柱子下端之
左右兩側由鋼筋混凝土造或磚造窗台所束
制，而柱子上端之左右兩側則由鋁製或木
造窗框所束制。故柱子之有效長度縮短，
而形成短柱效應，因而產生剪力破壞。學
校教室並未設有獨立的管線間，所有排水
及給水管線均埋置於柱子內，降低了柱子
之有效斷面積，同時，柱子之箍筋間距過
大，均導致柱子之耐震能力不足。

一、前言
校舍結構之震害包括校園欠缺整體規
劃，常常以拼湊的方式水平或垂直向分期
增建，破壞了原來的結構系統，使其耐震
能力大幅減弱。教室呈一長排相連，教室
外設置走廊，且許多走廊外側不設柱子。
在橫切於走廊的方向，教室與教室之間以
牆壁分隔，故牆壁面完整；但是，在縱沿
於走廊的方向，則以大量門窗作為通道及
採光之用，然而窗台並非完整的牆壁，且
窗台這種牆壁係在重力方向不連續。在走
廊上不設柱子，雖對學童之活動空間有
利，但亦導致校舍贅餘度不足。土木結構
的贅餘度愈低，則應力愈無法有效重新分
配，韌性亦隨之難以發揮。因此，結構安
全餘裕度不夠，校舍傾向於縱沿走廊方向
破壞或崩塌，而未聞於橫切走廊方向崩塌
之案例。中小學校舍於民國 60 年至 70 年
之間及民國 70 年至 80 年之間建造者各佔
約三至四成，於民國 60 年以前建造者約佔
1
2
3
4
5
6
7

校舍結構耐震能力勘虞，乃不爭之事
實，必須透過補強之手段，來提昇其耐震
能力。但是，中小學校舍之數量龐大，若
不得其法，縱然投入人力物力，可能於事
無補。因此，針對校舍結構之耐震能力，
依序進行學校人員之簡易調查、專業人員
之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逐步縮小校舍耐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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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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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層之最大層間變位角不得大於 2%；針對
指定為震後避難場所之校舍結構，則應要
求其具有較佳之建物性能水準，故規定其
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結構內力反應不得大
於最大強度之 95%，且任一樓層之最大層
間變位角不得大於 1%。

震問題之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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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再進行補強設計。本手冊提出
校舍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之方法與程序，
供工程師參考，有效地作好校舍結構耐震
評估與補強之工作，接受下一次地震來臨
之考驗，以保障師生之安全。

三、建築物現況與檢測
建築物現況與檢測之目的係在於提供
校舍耐震評估所需之相關數據資料，為完
成校舍耐震能力評估所需相關資料之搜
集，其進行程序可分為基本資料蒐集、現
況調查及材料性質檢測。

二、設計地震與補強目標
工程設計必須在『安全』與『經濟』
兩者之間求取平衡。影響安全的最主要因
素為結構強度與荷載，前者的變動 (異) 性
較低，相對容易控制與推估；後者則因不
同的荷載來源而有不同的變動性。就地震
力而言，透過地震危害度分析以有系統的
程序，可以完全表達出地震力的發生機率
與變異性。在設計地震作用下結構的反應
必須限制在預設的性能標準以下，結構補
強亦須設定補強目標。

在進行校舍耐震評估前，應先搜尋目
標校舍之相關文件，例如建造計畫、規格、
工程圖說、結構設計書、施工紀錄。當設
計資料、施工紀錄、材料報告、使用維護
紀錄等收集及閱讀完成後，下一個步驟應
執行現況調查，以供驗證書面文件資訊之
真實性與可靠性，並整合設計圖說與結構
物現況。現況調查不只是提出結構物現況
之幾何尺寸及材料施工等資訊，同時也要
表達出結構物的狀態，荷載的情形，實際
的現況調查及狀態測量報告包括了觀察及
確認前述獲得文件資訊之準確度，並評估
現有建築物結構的狀況。而材料性質檢測
係為後續評估時提供材料之真實強度及現
況，主要有材料強度、柱之打鑿調查及其
他非破壞性檢測。

透過本中心所執行之「國民中小學校
舍耐震評估與補強之驗證與施行」計畫之
試驗成果，採用 PA 準則 (Park & Ang's
damage criteria, 1985) 進行低矮 RC 校舍損
傷指標 DPA 的分析，驗證損傷界限的決定
條件。本手冊建議，對結構之極限韌性容
量或能耐曲線的崩塌點，採用較嚴格之標
準，而配合採用 475 年回歸期之地震為其
補強之設計地震或設防地震，應是實務上
可行且具有足夠之保守度。另參考一般低
矮 RC 結構之破壞狀態，則可作為決定校
舍補強標準之設定參考。

四、耐震評估
針對低矮型校舍的耐震詳細評估法，
本手冊提出其作法與流程。此套評估方
法，需要依賴結構分析軟體 ETABS 來進行
之。本手冊另採用 MATLAB 撰寫成一套耐
震能力詳細評估程式；使用者亦可以任意
程式語言配合本手冊建議之流程及計算公
式撰寫為程式進行評估。

有關校舍結構耐震性能曲線之建立，
係引進美國 ATC-40 的容量震譜法，並融
入我國規範的阻尼比修正係數，說明如何
計算依校舍結構需要的性能目標所對應的
性能目標地表加速度 Ap ，建立性能目標地
表加速度與對應之性能目標譜位移的關係
曲線，即所謂的耐震性能曲線。

非線性靜力分析，即推垮分析，透過
推垮分析可同時考量結構物的側力抵抗能
力及非線性位移能力，結構物的非線性變
形完全由結構元件上設置的塑鉸來表現。

有關性能目標之選取。針對一般校舍
結構，本手冊規定其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
結構內力反應不得超過最大強度，且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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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曲線關係，及定義塑鉸所需要的參數，
並建議磚牆之塑鉸定義方法，讓工程師使
用套裝軟體進行校舍結構耐震詳評時可參
考使用。

進行推垮分析時，須先定義材料性質與結
構元件 (梁、柱、牆等) 斷面尺寸，接著建
立結構物分析模型、邊界束制條件與載重
型式；再設定塑鉸性質及塑鉸作用之位
置；最後利用推垮分析可算出結構物之容
量曲線，如圖一所示。為簡化對於低矮型
的校舍結構物之推垮分析，本文假設校舍
結構之 RC 樓板在其水平面可視為一剛性
樓板，並假設低矮型校舍在側推過程中，
梁保持彈性，故可忽略梁之塑鉸設定。推
垮分析係以特定的豎向比例於每一樓層施
以側力，以位移控制或側力控制並逐步增
加，直到結構失去垂直承載能力，而定義
為倒塌。於整個推垮的過程中紀錄樓層的
側力總和，即基底剪力 V 及非線性靜力分
析所得之屋頂側向位移 Δ roof 的關係曲線，

進行推垮分析之前，尚須先了解建物
構架之梁、柱、磚牆、RC 牆等結構元件的
非線性行為，才可以給予合適的塑鉸性質
及位置，再利用塑鉸特性來模擬出結構元
件進入塑性段以後的非線性段曲線。故本
手冊乃詳細敘述如何自各個結構元件的側
向載重位移曲線設定其塑鉸參數，包括 RC
柱、RC 牆及磚牆之模擬及塑鉸設定。
本手冊所建議耐震詳細評估之步驟有
三，首先建立結構模型及設定塑鉸，再進
行非線性推垮分析，最終計算結構耐震能
力。本手冊所提供之程式依功能可分為：
自動計算 RC 柱塑鉸程式 (Colph.exe)、自
動計算磚牆等值斜撐塑鉸程式 (Bwph.exe)
與自動計算破壞地表加速度程式
(PGA.exe)。此三程式可讓使用者獨立執行
或是依序執行來完成推垮分析程序及耐震
評估。

此即為容量曲線 (Capacity Curve)。

本手冊更以瑞埔國小現地試驗之空構
架標準試體校舍做為評估標的，檢核其性
能目標地表加速度是否符合規範之要求，
將推垮分析所得之容量曲線，利用本手冊
提供之自動計算性能目標地表加速度程式
(PGA.exe)，得到結構物性能目標地表加速
度。

圖一 推垮分析之容量曲線
ETABS 提供兩種塑鉸設定方式，分別
為預設塑鉸 (default hinge)、使用者定義塑
鉸 (user-define hinge)。預設塑鉸性質之參
數設定完全是依據 FEMA-273 及 ATC-40
之建議，內建之塑鉸有四種，包含軸力塑
鉸 (Axial hinge)、與軸力互制之彎矩塑鉸
(P-M-M hinge)、彎矩塑鉸 (Moment hinge)
及剪力塑鉸 (Shear hinge)，使用者可依照
實際上構件之受力行為，選擇適當的塑鉸
性質。使用者定義塑鉸則可依其內建的塑
鉸性質加以修改或自訂一個新的塑鉸性
質。由於 ETABS 內建之塑鉸性質乃是根據
FEMA-273 而來，分析結果過於保守；且
在進行含磚牆與 RC 牆構架之推垮分析
時，亦沒提供對應於殼元素 (shell element)
之塑鉸定義，無法進行含牆構架之推垮分
析。故本手冊介紹一套梁柱的側向載重位

五、耐震補強工法
針對耐震能力不足之校舍，須進行耐
震補強設計。本手冊列出四種適用於台灣
地區低矮型式之鋼筋混凝土造或加強磚造
的典型中小學校舍之強度補強工法，包括
擴柱補強、翼牆補強、剪力牆補強及複合
柱補強工法。本手冊並建議一初步之設計
流程如下，流程圖如圖二所示：
(1) 既有校舍結構耐震能力評估：由該校
舍之耐震容量曲線可求得最大基底剪
力 V ，再依補強目標求得性能目標地
表加速度 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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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最大地表加速度及基底剪力：由
校舍建築物場址可以依耐震設計規範
求得設計最大地表加速度 AT ，再與性
能目標地表加速度 AP 比較，可求得初

補強設計結果之上傳步驟及操作說明，以
使工程師順利完成校舍耐震評估之填報動
作。

七、結語及示範例

步設計之基底剪力 V * 。

本手冊以某一校舍，作為示範例，詳
細說明耐震評估與補強之程序，期有助於
工程師執行耐震評估與補強之業務。

(3) 決定補強桿件數量：補強桿件之設計
強度 Vn 可由斷面分析求得，由 Vn 可求
得所需之補強桿件數量 N 。
(4) 補強桿件規劃：當補強數量確定後，
設計者應依工程專業將補強桿件配置
於適當位置，原則上應符合結構平面
對稱性、降低對使用性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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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耐震評估與補強流程圖

六、資料庫
校舍數量龐大，故教育部持續委託本
中心制定一套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的評估
方法與流程，並建置校舍耐震評估及補強
設計資料庫。利用資料庫來收集、儲存及
加工龐大的校舍耐震評估調查資料，藉由
此平台可將經過統計分析後之耐震評估及
補強設計資料，透過網頁模式呈現完整的
分析結果。故本手冊介紹校舍耐震評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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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S 早期評估功能應用於住宅地震保險之研究
葉錦勳1 林主潔2 洪祥瑗3 陳緯蒼 3

摘 要
「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依據「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
須於地震發生後，及早評估全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因為辦法中載明，被保險之建
築物遇有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地震危險事故發生，而保險公司應負賠償責任時，保險公司應
理賠包含臨時住宿費用及房屋全倒之重置成本。因為一次地震事故之住宅地震保險基本保障
全國賠償總額訂有上限之限制，因此，保險公司將按該危險承擔機制總額度對全國合計應賠
付之保險損失總額之比例賠付被保險人。本研究乃利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發的「台灣
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 TELES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協助「財團法人
住宅地震保險基金」進行地震保險損失，包含臨時住宿費用及房屋全倒之重置成本之早期評
估。於地震發生後數小時內，評估住宅地震保險之理賠總金額，以協助各產物保險公司能迅
速依比例或全額給付賠償，加速災後復原工作之進行。未來並可推展至國營事業或商業地震
保險之理賠應用。藉由地震危害度分析和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的整合研究，並運用 TELES 具
結合資料庫、分析模式和應用軟體的特色，將科技成果落實應用於防災實務和地震風險管理。

關鍵詞：震災境況模擬、TELES、地震損失、早期評估、住宅地震保險

一、前言
依據「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
機制實施辦法」，被保險之建築物遇有本
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地震危險事故發生，而
保險公司應負賠償責任時，保險公司應理
賠包含臨時住宿費用及房屋全倒之重置成
本。而一次地震事故住宅地震保險基本保
障全國賠償總額訂有上限之限制，保險公
司按該危險承擔機制總額度對全國合計應
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之比例賠付被保險
人。因此，「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
須於地震發生後，及早評估全國合計應賠
付之保險損失總額。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民國 89 年
起，著手研發整合地理資訊系統的「台灣
地 震 損 失 評 估 系 統 - TELES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此
系統結合地球物理、地震工程、社會經濟
等各領域之知識，除提供各級政府與民間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震災模擬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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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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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包括保險業、高科技產業等)有關地
震及地震工程的研究成果與災害損失評估
工具外，更可做為研擬相關耐震設計規範
或地震保險與風險管理策略的參考，以降
低地震對社會與經濟所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因此，利用 TELES 協助「財團法人住
宅地震保險基金」進行地震保險損失之早
期評估，乃是最佳的選擇。
為因應震災後住宅地震保險之理賠，
包含臨時住宿費用及房屋全倒之重置成
本，進行地震保險損失之早期評估，本研
究利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發的「台
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 TELES」中之早期
評估功能（Early Seismic Loss Estimation,
ESLE），就住宅地震保險之保戶資料，於
地震發生後數小時內，評估住宅地震保險
之理賠總金額。

模擬資料庫的實用性，所選取的一系列模
擬地震事件(包含區域震源和活斷層震源)
須能涵蓋未來可能致災的各種情況。

二、住宅地震保險地震損失模擬資
料庫
本研究首先須將住宅地震保險之保戶
資料進行參數轉換，轉成 TELES 可用之資
料庫。由於目前住宅地震保險投保戶所提
供之資料有限，地址位置精度不足，且有
部分資料如建造年代、房屋型態等有異
常，因此須先就保戶資料進行檢核及資料
庫參數轉換，以利後續 TELES 進行地震保
險損失模擬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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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利用本中心已建置之 TELES 系
統進行大於芮氏規模 5.0 之單一地震境況
模擬，評估震後投保戶之房屋受損及倒塌
數量，並轉換成地震保險理賠金額。藉由
TELES 系統之諸多優點: 1. 符合台灣地區
地震特性之震度衰減率。2. 本土化之場址
效應。3. 於 2005 年整併土壤液化潛能分
析模組、山崩潛勢資料及中央地質調查所
工程地質資料庫（Geo2002）的鑽孔資料，
並利用 921 集集地震土壤液化調查資料，
更新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圖，將可提供具有
實質危害度意義之土壤液化潛能與液化引
致地表震陷量的評估結果。4. 考慮斷層錯
動引致的永久變位對災損的影響。5. 建築
物損害評估模式暨參數之修正。6. 以 921
地震和 331 地震之災損結果進行 TELES
分析參數之校正等，TELES 可更準確地評
估台灣地區地震災害損失及地震保險理賠
金額。
當地震發生時，為提高應變的效率，
需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地震損失的早期評
估，作為應變決策的參考。其次，為瞭解
地震規模、震央位置、震源深度和斷層開
裂長度、方向等因素對震災境況模擬結果
的影響，以便結合地震危害度分析的理論
進行後續的地震風險分析，有必要建置完
整的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為建置完整的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TELES 將進行
批次震災境況模擬，將各項地震潛勢分
析、結構物損害評估、人員傷亡、經濟損
失評估或地震保險理賠金額等的推估數據
都可依一般方式儲存，以方便日後展示、
查詢或統計分析等應用。為增加地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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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km
20 km
30 km

ML = 5.1, 5.3, 5.5

50 km

ML = 5.7, 5.9, 6.1
70 km

ML = 6.3, 6.5, 6.7, 6.9

90 km

ML = 7.1, 7.3, 7.5

(b)
圖一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之離散
區域震源的分佈示意圖
在未知斷層之明確位置和方向的區域
震源部份，為涵蓋影響台灣地區的所有可
能情況，已進行一系列模擬地震的境況模
擬。每一模擬地震的震央位於網格中心，
分佈如圖一(a)所示。每一模擬地震代表不
同地震規模、震央位置、震源深度和斷層
開裂方向等震源參數。自東經 119 度至 123
度、在北緯 21 度至 26 度間，每 0.2 度為
一區間，在水平面上劃分為 500 個網格。
在垂直地表面的方向(如圖一(b))選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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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50、70 和 90 公里的震源深度進
行模擬。自地震規模 5.1 至 7.5，以 0.2 為
增量，在每一網格和震源深度又分別進行
不同地震規模的境況模擬。與點震源模式
比較，以線震源模式的推估結果與實際災
情較符合，因此，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在
區域震源部份的模擬地震採線震源模式，
斷層開裂方向的個數和開裂長度隨地震規
模而變。如圖一(b)右下角所示，當地震規
模超過 7 的時候，須進行 4 個斷層開裂方
向 的 境 況 模 擬 。 PGA 、 S a (T = 0.3) 和
S a (T = 1.0) 等震度衰減律也具不確定性。
一般假設強地動參數的推估值與實測值的
比率呈對數常態分佈，其對數值的標準差
在 PGA 和 S a (T = 0.3) 的 推 估 式 約
0.68~0.75，在 S a (T = 1.0) 的推估式約 0.85
(簡文郁、張毓文等，2002)。為計算強地
動參數之不確定性對地震風險評估結果的
影響，本計畫除以強地動參數的中值進行
震 災 境 況 模 擬 外 ， 另 選 取 ± 0.538σ ln Y 和
± 0.906σ ln Y 等四組強地動衰減律進行震災
境況模擬。其中 σ ln Y 為強地動參數之推估
值與實測值比率之對數值的標準差。所選
取之強地動衰減律的參數對應於以五點高
斯積分法計算 ± σ ln Y 區間之積分的高斯積
分點。在地震損失模擬資料庫內，離散區
域震源的模擬地震共 99,000 × 5 組。

衰減律的不確定性，因此，需進行除強地
動衰減律中值以外的評估。
住宅地震保險之單一地震境況模擬評
估結果於修正並驗證後，即可針對住宅地
震保險之保戶資料進行以批次境況模擬地
震損失之評估，並將評估之結果建置成台
灣地區地震保險損失理賠模擬資料庫。以
供 TELES 進行地震應變階段之早期損失
評估。鑒於保戶資料隨時間不斷地更新，
且 TELES 亦將隨著災害潛勢資料庫和分
析參數的更新而能更準確地評估災損結
果，因此保戶資料庫及地震保險損失理賠
模擬資料庫應定期更新，期能隨時準確地
推估大規模地震作用下，台灣地區住宅地
震保險之理賠總額。

三、地震應變階段的早期損失評估
中央氣象局所發展的地震速報系統，
在地震發生後數十秒內即可推算地震發生
的日期、時間、地震規模、震央位置和震
源深度等。在地震報告的電子郵件中，除
上述地震事件的震源參數外，也紀錄各地
速報站實測的最大地表加速度。當收到中
央氣象局的電子郵件後，TELES 將自動啟
動，在地震保險損失理賠模擬資料庫內查
詢類似震源參數可能引致的災害規模和分
佈，推估住宅地震保險之理賠總金額，並
輔以電話簡訊之方式，通知住宅地震保險
基金相關承辦人員，並輸出評估結果供應
變人員參考。(葉錦勳 2003；葉錦勳、簡
文郁等 2004)。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研究顯示，台
灣地區共有 42 條活斷層，分屬第一類、第
二類和存疑性斷層。活斷層錯動的再現期
通常較大，因此無法利用相對短暫的歷史
地震目錄進行斷層之活動性研究，有必要
藉助槽溝開挖或其它監測技術研判之。活
斷層之斷層面通常出露地表，一旦發生錯
動即為淺層地震，對周遭的人員和結構物
影響極大；因此，後續進行地震風險評估
時須適當地考慮活斷層引致的地震風險。
雖然活斷層的實際位置和斷層面的傾角等
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在進行活斷層錯
動引致的震災境況模擬時採面震源模式，
以提高評估結果的精確度。與區域震源所
進行的震災境況模擬類似，在進行活斷層
震源的震災境況模擬時，也需考慮強地動

為確保輸入 TELES 早期評估模組的
數據精確，在選取最佳震源參數時，必須
利用實測資料予以交叉比對。當大規模地
震發生時，由於斷層長度與方向嚴重影響
建築物損害暨人員傷亡的評估結果。但中
央氣象局之地震速報系統所自動產製的報
告，因時間有限，無法立即獲得當次地震
的最佳斷層面解；因此無法概估斷層開裂
方向或傾角等。為解決上述問題，本計畫
利用地震報告郵件中的實測速報站 PGA
值，一方面微調早期評估模組所用的地震
規模，另一方面選取最佳的數組震源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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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依實測 PGA 的分佈型態與模擬結果的
一致性來排序。

估。於地震發生後數小時內，評估住宅地
震保險之理賠總金額，以協助各產物保險
公司能迅速依比例或全額給付賠償，加速
災後復原工作之進行。未來並可推展至國
營事業或商業地震保險之理賠應用。藉由
地震危害度分析和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的整
合研究，並運用 TELES 具結合資料庫、分
析模式和應用軟體的特色，將科技成果落
實應用於防災實務和地震風險管理。

強震後的災損評估概分為三個階段。
除前述第一階段由系統自動啟動外，由於
斷層開裂方向無法於第一時間獲得，因此
在獲得更精確的斷層面解之前，須以假設
的斷層線或斷層面進行模擬。尤其當地震
規模大且震源深度小時，須根據震央附近
之活斷層分佈及地質剖面資料，假設數種
可能的斷層開裂機制作為第二階段的震源
參數。第三階段則在獲得實際斷層開裂機
制和幾何特性後，應變人員可利用 TELES
進行評估，進行最終的震災境況模擬，推
估較精確的理賠總額之可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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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演練
本研究之成果並配合「財團法人住宅
地震保險基金」於 2007.10.12 在逢甲大學
人言大樓第六國際會議廳進行住宅地震保
險模擬演練暨巨災風險研討會，於研討會
中進行宜蘭外海發生規模 7.2 大地震之情
境模擬，評估結果如圖二所示。

圖二 住宅地震保險情境模擬之理賠金
額推估結果(鄉鎮區分佈示意圖)

五、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利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
發的「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 TELES」
之早期評估功能進行住宅地震保險之研
究，協助業者進行包含臨時住宿費用及房
屋全倒之重置成本等之地震損失早期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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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系統震損評估與震後復電初步模擬
劉季宇1 汪以仁2 劉志文3

摘 要
近 年 來世 界各 地 致災 性地 震 以及 其他 天 然災 害或 人 為疏 失所 導 致嚴 重斷 電 事
故，均衍生出鉅額的直接與間接損失，顯示電力事故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研究的重要
性，本系列研究即就國內電力系統一般性耐震性能問題進行深入探討。今年度已根據
台電 2006 年夏季尖峰潮流分析、新建電力設施（發電廠、變電所等）座標、345kV 超
高壓輸電鐵塔座標、變壓器易損性曲線參數等，進行電力系統資料的更新，以俾分析
結果契合真實情況。其次，根據超高壓輸電線路與主要活動斷層的空間套疊，清查與
各斷層線相鄰近的鐵塔的編號及其所屬饋線，並評估斷層錯動引致 345kV 饋線損壞對
於系統供電的可能影響。最後，則就復電問題進行初步探討，以電氣設備與輸電鐵塔
搶修完成度為隨機變數，利用蒙地卡羅法完成電力系統復電曲線之模擬。

關鍵詞：電力系統、易損性曲線、輸電線路、境況模擬、蒙地卡羅法

鐵塔為最敏感之電力設施，其饋線跳脫或
是斷層錯動引致線路損壞的影響評估，是
很重要的研究課題；(3)研發復電模型，推
估電力系統震後復電曲線與分布。

一、前言
電力系統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基礎
建設。當致災性地震發生後，斷電事故對
於民生經濟的衝擊通常最大，何時恢復供
電往往也是影響應變救災、震後復原的重
要因素。1994 年加州 Northridge 地震造成
洛杉磯地區有史以來首次的電力系統全黑
事件。921 地震則造成台電位於中部災區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塔以及變電所、開閉
所等嚴重的破壞，使得嘉民超高壓變電所
以北的地區處於斷電、限電狀態長達 21
天。電力系統震後復電以及 345kV 輸電線
路鐵塔的震損影響，理應成為地震防災重
要研究項目之一。

二、電力系統資料更新
台灣為一個社會與產業變遷極為快速
的地區（例如新市鎮的開發，以及中科、
南科等陸續營運），加以 921 地震斷電與
限電的經驗剛過去不久，為迅速反應用電
需求的變化，同時也為提升電力系統的裝
置容量與可靠度，台電自 2002 年起持續進
行第六輸變電計畫與電源開發計畫，興建
或重建了許多變電所與輸電線路。台灣地
區電力系統如圖一所示，電力以 345kV 線
路為傳輸主幹，經超高壓變電所(E/S)作
345/161kV 降壓後，再經 161kV 線路送至
一次變電所(P/S)作 161/69kV 降壓，或是
送至配電變電所(D/S)作 161/22kV、161/
11kV 降壓後，再傳輸給小型變電所與大用
戶等負載端。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持續強化電力系統
震災境況模擬的技術與內容，並發展重要
的減災策略工具。今年的工作內容包括：
(1)更新電力系統資料：近年來台電公司持
續執行第六輸變電計畫與電源開發計畫，
其系統已有所變動，故而需要引進新資料
以使分析對象更符合實情；(2)推估超高壓
輸電線路故障的可能影響：345kV 線路與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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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可以得到活動斷層與 345kV 輸電線路
關係如圖二所示，其中新城、獅潭、神卓
山、屯子腳、梅山、大尖山、觸口、新化
等 8 條主要活動斷層為與 345kV 線路相鄰
近（車籠埔斷層已於 921 地震中發生錯
動，其近期內再次發生錯動的機率極低而
不計），可用於以下活動斷層錯動引致
345kV 輸電線路損壞對於電力系統供電能
力影響之推估。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E/S (345kV substations)
P/S and D/S (161kV substations)
Other substations below 161kV
345kV transmission lines
Lines below 345kV

圖一 台灣地區電力系統圖
本研究過去進行電力潮流分析[劉季
宇等，2006]，係使用台電 2002 年夏季尖
峰資料，今年度則更新為 2006 年夏季尖峰
資料，二者比較如表一所列。2006 年夏季
尖峰的資料中共包含 1164 個節點與 1888
個連結，其中前者含有 176 個發電機與 356
個負載端，後者則包含了 836 條輸電線路
與 1052 部變壓器。各數量均為 2002 年資
料的近二倍，顯示新的電力系統變得更為
龐大，其贅餘度亦提高了許多。

圖二 台灣地區主要活動斷層（紅線）與
345kV 輸電線路（藍線）之關係圖

三、345kV 線路損壞對供電的影響

表一 台電電力系統潮流分析資料比較

節點
發電機
負載
中間匯流排
連結
輸電線路
變壓器

2002 年夏季
尖峰資料

2006 年夏季
尖峰資料

621
99
232
290
970
483
487

1164
176
356
634
1888
836
1052

根據與各斷層線相鄰近的鐵塔的編號
及其所屬饋線，得到表二所列主要活動斷
層系統以及其錯動所可能引致之 345kV 輸
電線路損壞的案例，依序有 A-1～A-3（新
城斷層）、…、E-1～E-4（新化斷層）等
共 14 個可能案例，應用本系列研究所提電
力系統震後「瞬時性影響」與「過渡性影
響」分析技術[劉季宇等，2006]，評估各
案例中 345kV 輸電線路損壞對於電力系統
供電能力的影響。分析這 14 個案例可知電
力系統供電在 E-1、E-3 與 E-4 三個案例中
不受任何影響。案例 B-2 的結果如圖三所
示。

將台電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塔的 GPS
座標定位資料（近 4,000 座）與中央地調
所 2000 年版的活動斷層圖進行圖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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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活動斷層錯動可能引致 345kV
輸電線路損壞之案例表
案例

A-1
新城

A-2
A-3
B-1
B-2

獅潭
神卓山

B-3
B-4

屯子腳

C

大尖山
梅山
觸口

D-1

D-2
E-1
E-2
新化

E-3
E-4

跳脫線路
龍潭-峨眉 1,2 路
龍潭-峨眉 3,4 路
天輪-龍潭山,海線
龍潭-峨眉 1,2 路
龍潭-峨眉 3,4 路
龍潭-峨眉 3,4 路
天輪-龍潭山,海線
中火-峨眉紅,白線
中火-峨眉紅,白線
峨眉-中寮 1,2 路
天輪-龍潭山,海線
中火-峨眉紅,白線
峨眉-中寮 1,2 路
天輪-龍潭山,海線
中火-峨眉紅,白線
中寮-嘉民 1,2 路
中寮-嘉民 3,4 路
中寮-龍崎山,海線
中寮-龍崎紅,白線
嘉民-龍崎紅,白路
中寮-嘉民 1,2 路
中寮-龍崎山,海線
中寮-龍崎山,海線
中寮-龍崎山,海線
中寮-龍崎紅,白線
中寮-龍崎山,海線
嘉民-龍崎紅,白路
中寮-龍崎山,海線
中寮-龍崎紅,白線
嘉民-龍崎紅,白路

本研究參考 Cagnan 等人[2004]以及
Shinozuka 等人[2007]所建議方法，就復電
問題進行初步探討，惟侑於電力系統資料
與損壞模式的限制，故暫以變壓器搶修的
完成度作為惟一的隨機變數。圖四所示為
本研究所假設的 345kV 變壓器組與 161kV
變壓器的修復曲線，其中修復的難易度與
密集性（一般而言 161kV 變壓器修復較
快，尤其是震後初期；345kV 變壓器十分
笨重，初期修復的速率較差）均已考慮。
由於 345kV 變壓器數量較少且維修物料相
對亦較少，故模擬時有必要將其受損者隨
機分為二群，第一群（本研究假設其數量
為 3 組）因資源調度的關係而有相對較佳
的修復速率，反之第二群修復所需時間較
長。

是否發
生全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國震中心簡文郁博士曾就台灣地區震
源活動特性進行分析，到得未來 20 年內發
生機率超過 20%之七個主要區域震源與可
能的地震規模。本研究以其中嘉南地區
M7 地震為案例，進行震後復電曲線與分
布的模擬，結果如圖五所示，其中 t = 0 與
t = 1 hr 分別為瞬時性與過渡性影響的結
果。

是

是
否
是
否

Damaged 161kV Transformers
1
Probability of Being Repaired

斷層
名稱

四、復電曲線與分布模擬

否

0.667

0.333

0

0

12

24

36

48
Hours

60

72

84

96

72

84

96

72

84

96

Damaged 345kV Transformer Sets (Group 1)
Probability of Being Repaired

1

0.667

0.333

0

0

12

24

36

48
Hours

60

Damaged 345kV Transformer Sets (Group 2)
1
Serviceability Index (SI)
0 to 0.1
0.1 to 0.2
0.2 to 0.3
0.3 to 0.4
0.4 to 0.5
0.5 to 0.6
0.6 to 0.7
0.7 to 0.8
0.8 to 0.9
0.9 to 1
1 to 1

Probability of Being Repaired

Serviceability Index (SI)
0 to 0.1
0.1 to 0.2
0.2 to 0.3
0.3 to 0.4
0.4 to 0.5
0.5 to 0.6
0.6 to 0.7
0.7 to 0.8
0.8 to 0.9
0.9 to 1
1 to 1

0.667

0.333

0

0

12

24

36

48
Hours

60

圖三 獅潭或神卓山斷層錯動引致 345kV
圖四 345kV 與 161kV 變壓器修復曲線
輸電線路損壞之影響（案例 B-2；
（345kV 變壓器分為二組）
左：瞬時性影響，右：過渡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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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使得本研究得以順利進行，在此深誌
謝忱。

五、結語
本研究已評估主要活動斷層錯動引致
345kV 線路損壞對於系統供電的可能影
響，並以電氣設備（345kV 變壓器組與
161kV 變壓器）搶修完成度為隨機變數，
完成區域地震震後復電曲線與分布之模擬
研究。所完成 345kV 饋線跳脫以及主要活
動斷層錯動引致 345kV 線路損壞對於系統
供電影響的推估，其成果對於處理 345kV
輸電線路與鐵塔的相關安全議題將極具參
考價值；而應用蒙地卡羅法所研發之震後
復電推估技術，可應用於電力系統震後服
務效能分析與震後搶修資源調度問題，成
為其減災策略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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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嘉南地區 M7 地震引致變電所變壓器故障之影響（白色星號為震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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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柱構件耐震補強研究
蔡克銓1 林敏郎2 陳沛清3

摘 要
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西側，地震活動相當頻繁，1999 年 921 集集大地震發生
後，許多校舍建築與騎樓式建築在地震後遭到破壞或損傷，造成人員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
失，許多專家學者針對既有建築結構的補強研究進行一連串的研究，鋼板包覆補強方式經
試驗証實為穩定、實用之補強方法。此外，國內業界常用碳纖維進行包覆補強，其不但可
提高圍束力以增加柱構件之韌性能力，亦能提高柱構件之剪力強度。本研究探討與驗證多
種補強方案，包括(1)、柱構件採用八角型鋼板補強;(2)、柱構件採用 CFRP 包覆補強，以
及提出(3)、柱構件採用 CFRP 包覆配合使用 CFRP 錨定螺栓加勁補強方案。

關鍵詞：耐震補強、鋼板包覆補強、CFRP 包覆補強、CFRP 錨栓

一、前言

達到提升國內之補強技術。

1999 年 921 集集大地震造成國內建築
破壞與損傷，許多專家學者針對老舊建築
進行了一連串相關的實驗與研究，評估其
耐震性能，並研發隔減震與補強之相關技
術，以提升既有建築之耐震性能。目前先
進的耐震設計規範均規定柱在塑鉸區需配
置緊密的橫向箍筋或螺旋箍筋，以對混凝
土提供適當的圍束，因受圍束混凝土其極
限壓應變的提升，將大幅增加混凝土斷面
的韌性容量，而同樣的圍束效益也可以藉
由鋼板包覆柱塑鉸區來達成。鋼板包覆補
強方式(steel jacketing)首先由加州大學聖
地牙哥分校(Priestley et al.,1991)所發展，並
經北嶺地震考驗，証實鋼板包覆補強方式
確實為穩定、實用之補強方法。此外，國
內 業 界 常 用 碳 纖 維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FRP) 進 行 包 覆 補
強，CFRP 補強不但可提高圍束力以增加柱
構件之韌性能力，亦能提高柱構件之剪力
強度。本研究針對八角型鋼板包覆補強、
CFRP 包覆補強之行為，以及柱構件採用
CFRP 包覆配合使用 CFRP 錨定螺栓，進行
反覆載重行為研究，藉由試驗結果分析以

二、補強設計

1
2
3

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所出版的混凝
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說[土木 401-93]，第十
五章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對於柱構件之耐
震箍筋部份有詳細之規定，對於矩形斷面
柱構件箍筋量之規定為矩形閉合箍筋及繫
筋之總斷面積有所規定，經由適當移項
後 ， 可 得 等 值 側 向 圍 束 應 力 (equivalent
transverse pressure) 。如原柱構件之等值側
向圍束應力之不足，則以包覆補強材料提
供，如式(1)所示，可計算得包覆材料之厚
度需求。
tj =

B'
2 f yj

⎧⎪⎧
⎫
Ag
Ash f yh ⎫⎪
⎞
'⎛
− 1⎟⎟ , 0.09 f c' ⎬ −
⎨⎨0.3 f c ⎜⎜
⎬
shc ⎪⎭
⎪⎩⎩
⎝ Ach ⎠
⎭ max

(1)

其中， t j 補強材料之包覆厚度； f yj 為補強
材料之降伏強度； Ag 為構件總斷面積； Ach
為構件閉合箍筋外緣以內之斷面積；Ash 為
包括繫筋之橫向箍筋總斷面積； f c' 為混凝
土之抗壓強度； f yh 為橫向鋼筋之降伏強
度； hc 為外緣圍束鋼筋心至心之間距； s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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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度試驗結果

為橫向鋼筋於縱向鋼筋平行方向之間距；
B ' 為包覆補強後之柱構件實際寬度。

試體項目

抗壓強度

設計強度
2

（kg/cm ）

（kg/cm2）

三、試驗介紹與試驗架設

試體下基礎

210

183.0

本研究為了達到試驗結果之實用性與
可靠性，參考國內現有校舍建築之設計
外，本研究試體一共製作四支，為了反應
現有校舍建築物，並未滿足耐震設計規範
之要求，使試體與既有既有建築有更多的
相同性與參考價值，試驗結果具有更多的
實用性與可靠性。試體箍筋配置並未採用
一百三十五度彎鈎配置，且箍筋間距採用
250mm 配置。此外，為了確保試體柱上下
邊界條件為固定端，試體柱上下端皆有鋼
筋延伸至基礎錨定，並發展出足夠之延伸
長度，試體斷面與配筋如圖一所示。

試體上基礎

210

244.7

試體柱身

210

239.3

150

表二 鋼筋拉力強度試驗結果
試體項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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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拉強度

（N/mm ）

（N/mm2）

#3 鋼筋

374

550

#5 鋼筋

437

654

#8 鋼筋

490

673

#9 鋼筋

489

672

表三 試體名稱與補強方式

100

D10 (#3)

降伏強度

試體名稱

補強或修復方式

R06-BM

標準試體

R06-RF1

補強：碳纖維包覆

R06-RF2

補強：碳纖維包覆+CFRP 錨栓

R06-OS1

補強：八角形鋼板(6mm)包覆

Details of the PVC hole

D25 (#8)@12cm

150

Unit: cm

圖一 試體設計配筋圖

95

四支試體中，一支為標準試體，用以
比較補強前後試體行為之差異。其餘三支
試體採用國內常用之補強方式，包括碳纖
維包覆補強、八角形鋼板包覆補強，以及
首次於國內進行試驗之碳纖維包覆搭配
CFRP 錨栓補強。試體混凝土與鋼筋材料
強度試驗結果如表一與表二所示，試體的
命名與介紹如表三所示，各補強試體之補
強方式，如圖二所示。

180

5cm
gap

OCT
Steel
Jacket

5 Layers
(60cm)
3 Layers
(60cm)

160cm
128cm
95cm
53cm

95

5 Layers
(60cm)

150cm

20cm

95

150

95

8

95
60

D13@10cm(middle region)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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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6-D25(#8)

15
D10 (#3)

89mm PVC hole
Rod

180

4-D25(#8)
D13@5cm

95

25

為了使試體同時承受高軸力和雙曲率
彎矩，本研究設計了一套試驗構架，以確
保在試驗過程中整個構架可視為剛性體，
此構架 L 型雙腹板之鋼構造組合斷面。試
驗架設如圖三所示。以水平致動器對試體
施載側向之反覆位移歷時，試驗位移加載
歷程如圖四所示。

PT Anchor Rod

6-D25(#8)

180

Section A-A

150cm

150cm
:CFRP ANCHOR

(a)

(b)

(c)

圖二 試體補強示意圖 (a)R06-OS1
(b)R06-RF1 (c)R06-R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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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為各試體側力與側位移角關係包絡曲
線，顯示所有補強試體在強度與韌性上均
較標準試體為佳，皆為有效之補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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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試驗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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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06-RF2

圖五 試體側力與側位移角反應曲線

108

圖四 位移加載歷時圖

四、試驗結果與討論
各試體之側向力與側位移角反應如圖
五所示，以側向致動器伸長為正向，而試
體之破壞情形詳如圖六。標準試體 R06-BM
的試驗中，進行到樓層側位移角 1.0%時即
發生剪力破壞，最大剪力為 1015kN。本研
究補強方式中行為表現最佳為採用八角形
鋼板包覆補強試體 R06-OS1，最大側位移
角達到 7.0%，最大剪力為 1583kN，最後
破壞模式為鋼筋低週次疲勞破壞(low cycle
fatigue)，試驗結果可發現，八角形鋼板包
覆補強試體，在強度上或是變形能力上均
較其他試體為佳，且鋼板厚度僅 6mm，顯
示其有效之補強方式。碳纖維包覆補強試
體 R06-RF1 與碳纖維包覆併 CFRP 錨栓補
強試體 R06-RF2 兩支試體，其碳纖維包覆
層數相同，但後者多採用 CFRP 錨栓以提
供試體更多之圍束力。R06-RF1 試體最大
側位移角為 4.0%，最大剪力為 1359kN；
R06-RF2 試體最大側位移角為 6.0%，最大
剪力為 1389kN，兩試體皆為外包碳纖維斷
裂破壞。試驗証實 CFRP 錨栓可延後碳纖
維斷裂的時機，並提升試體之變形能力。

(a)R06-BM

(b)R06-OS1

(c)R06-RF1

(d)R06-RF2

圖六 試體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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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側力與側位移角關係包絡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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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研究鋼板厚度僅 6mm，卻仍可
在補強試體中，包覆材料表面貼有應
使補強試體發展良好的遲滯行為能
變計，量測試驗過程中包覆材料因試體受
力，由剪力破壞變成撓曲破壞。
壓與撓曲造成外拱現象所承受拉力下之應
變。以距基礎面 20cm 高程處為例，圖八為 2. 試體 R06-RF1 與 R06-RF2 破壞模式為
試體 R06-OS1 外包鋼板之應變值，虛線為
碳纖維斷裂，然而 CFRP 錨栓的使用降
鋼板降伏應變，可發現在試驗過程中鋼板
低碳纖維表面應變，延後了碳纖維斷裂
皆為彈性。圖九為碳纖維表面應變值，以
的時機。
負位移為例，可發現因 CFRP 錨栓的使用，
使碳纖維表面之應力較均勻，減少在包覆 3. CFRP 包覆配合 CFRP 錨栓之補強工法
將於 97 年度進行更多之試驗研究，以
過程中造成之應力集中現象，延後碳纖維
更多瞭解 CFRP 錨栓之行為，並歸納分
斷裂的時機。
析後提出設計方式，供業界工程師參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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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鋼板表面應變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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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碳纖維表面應變讀值

五、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所使用之補強方式，皆可提升
試體之強度與韌性，經由試驗觀察以及結
果歸納整理得結論與展望：
1. 八角形鋼板包覆補強為有效之補強方

68

鋼板剪力牆之耐震設計研究
蔡克銓1 李昭賢2 林志翰3 陳沛清4

摘 要
本研究對於鋼板剪力牆(steel plate shear wall, 簡稱 SPSW)系統提出一套簡易方便且
可靠的耐震設計方法，包含與鋼板相連接之梁柱構件(統稱周圍構件)的容量設計。四座兩
層樓實尺寸瘦長型鋼板剪力牆的試體已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完成反覆側推載重試
驗。主要的試驗目的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耐震設計方法。另一方面，裝設有束制構件的
束制型鋼板剪力牆(restrai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 簡稱 R-SPSW)的耐震行為亦是本研究
之重點。本報告將介紹幾項最重要的設計原則、力學行為與實驗發現。

關鍵詞：鋼板剪力牆、束制型鋼板剪力牆、耐震設計、容量設計

在鋼板發生挫屈且發展拉力場時，駭人的
挫屈聲響與巨大的面外挫屈變形以及內縮
的遲滯行為是鋼板剪力牆最主要的幾個缺
點。為了改善這些缺點，林盈成與蔡克銓
於 2004 年 提 出 束 制 型 鋼 板 剪 力 牆
(restrai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 簡 稱
R-SPSW)的概念。運用螺栓將一對對的水
平束制桿件(如槽型鋼、鋼管等)從鋼板兩
側夾緊鋼板，而束制構件的兩端與柱構件
相連接。藉由束制構件的佈設降低鋼板的
寬厚比(b/t ratio)，延後或防止鋼板發生挫
屈，進而減緩鋼板因挫屈而產生的各項缺
點。過去的實驗已證實束制構件能有效提
升鋼板剪力牆系統的舒適性及使用性。本
研究運用數值分析的方法針對於束制構件
降低周圍構件各種內力的效應做了一系列
的研究。

一、前言
近年來，在北美地區與日本以鋼板剪
力牆(steel plate shear wall, 簡稱 SPSW)作
為建築結構中最主要的抗側力系統與耐震
消能裝置已蔚為風尚。將薄鋼板四周與梁
柱構件相連接，並利用薄鋼板在受剪挫屈
後所發展出的拉力場行為抵抗側向輸入結
構的地震力以及藉鋼板的降伏來消散能量
係為鋼板剪力牆最主要的作用原理。這種
利用鋼板發生挫屈後的強度來抵抗側向地
震力的觀念最早是由 Thorburn 等人於 1983
年所提出。雖然鋼板剪力牆的發展已有一
段時日，但其設計方法仍是國際間各研究
團隊的重點研究項目。目前，美國 2005 年
AISC 鋼結構耐震設計規範裡所建議之容
量設計方法具相當程度的複雜性，工程師
必須建立以 10 根以上斜向擺置的二力桿件
來模擬一片鋼板的條狀模型(strip model)來
進行容量設計，條狀模型的建立往往相當
耗時費工，進而顯著拉長結構設計所花費
的時程。因此，本研究地主要目標為提出
一套不需建置條狀模型、簡易且可靠的耐
震設計方法。
1
2
3
4

另一方面，瘦長型鋼板剪力牆(鋼板高
寬比大於 1)在建築應用上有其優點，但國
際間對於瘦長型鋼板剪力牆的研究仍屬有
限。因此四座兩層樓瘦長型鋼板剪力牆的
試驗已在 2007 年於 NCREE 完成，透過結
構試驗研究瘦長型鋼板剪力牆的耐震行為
並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耐震設計方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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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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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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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束制型鋼板剪力牆中由束制構件所帶來
的各項結構效應。本報告亦將對於幾項重
要的試驗發現做扼要的介紹。

本研究所提出的容量設計方法是依上
述的側向堆垮反應裡所定義的降伏順序與
塑鉸位置來求算不同階段的構件內力，以
便進行各項彈性設計與塑性設計。若未考
慮適當的塑性設計，周圍構件上的塑性區
將會在梁跨中或柱高中出現(如圖二所
示)。此類不良的塑性機構將導致顯著的塑
性變形，角隅處的鋼板不容易被拉伸至降
伏，因此整體構架的強度也會隨之下降。

二、耐震設計原則
從過去國內外的研究經驗以及試驗結
果所示，經過洽當耐震設計的鋼板剪力牆
其經歷側向推垮(pushover)的反應可分成
下述五階段(如圖一所示)：當輸入結構的側
向力低於設計地震力時，整個系統(包含鋼
板及周圍構件)必須保持彈性，以符合耐震
設計之基本要求。此為第一階段：「彈性
階段」。當側向力略高於設計地震力時，
鋼板的中間區域受拉方向開始發生降伏
(鋼板初始降伏)，周圍構件仍舊保持彈
性，整體構架的勁度略微下降，此為第二
階段:「鋼板初始降伏階段」，大約發生於
0.3%~0.5%弧度之樓層側位移。整體系統明
顯的降伏點大約是發生於 0.5%~0.75%弧度
側位移角左右，此時除了鋼板的角隅處之
外，鋼板的大部分區域都進入降伏，部分
周圍構件亦發生塑性行為。此為第三階
段：「整體系統明顯降伏」。當鋼板發生
全面降伏且周圍構件在梁端以及柱底發展
出塑鉸時，此時系統已發展出「全面均勻
降 伏 的 塑 性 機 構 」 (Uniform yielding
mechanism)。此為第四階段。而由過去國
際間的實驗結果顯示：設計良好鋼板剪力
牆系統均能擁有超過 3%弧度側位移角的
變形能力。因此可合理的設定 2.5%弧度的
側位移為鋼板剪力牆系統在遭受最大考量
地震時的極限位移。側向推垮的最一個階
段為「極限狀態」。在此階段，於第四階
段所發展出的塑鉸已經歷應變硬化；但除
了在第四階段已發展的塑鉸之外，周圍構
件的其餘部分必須保持彈性，以避免軟層
機構(Soft-story mechanism)的發生。

圖二 不良的塑性機構

三、束制型鋼板剪力牆
束 制 型 鋼 板 剪 力 牆 (restrai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簡稱 R-SPSW)是在鋼板的
兩側加裝束制構件，利用螺栓將一對對的
束制構件夾緊鋼板。而束制構件的兩端則
鉸接於柱構件上。過去的研究(林盈成與蔡
克銓，2004)已證實安裝束制構件能有效降
低鋼板因挫屈而發生的面外變形與聲響。
在本研究利用數值方法對於束制構件
所帶來結構行為上的效應做了一系列的研
究。當一鋼板剪力牆遭受側向變形時，周
圍構件將遭受到鋼板的拉力因而向內彎
曲，在瘦長型鋼板剪力牆中柱構件被向內
拉彎曲的趨勢更為明顯。因而整個構架會
呈現「沙漏型」變形(如圖三)。在束制型鋼
板剪力牆中，與柱構件鉸接的束制構件將
阻擋柱構件被向內拉彎曲的趨勢，構架因
而呈現「剪力變形」。在此種變形之下鋼
板能較均勻且較充分地被拉伸。

SPSW

R-SPSW

圖三 兩種鋼板剪力牆的側向變形
數值分析的研究結果亦顯示透過安裝
水平束制構件，能降低柱構件的彎矩與剪

圖一 鋼板剪力牆的側向推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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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及梁構件的軸力。相較於傳統的鋼板
剪力牆，在束制型鋼板剪力牆中，可用較
少的鋼料去承受相同鋼板的拉力場行為，
深具經濟性。本研究亦提出束制型鋼板剪
力牆的設計方法。

分佈預測圖。
圖六為四座試體於試驗後的照片，其塑
鉸發生的位置與預測相符。圖七則為一樓
柱底的塑性區。在設計良好的 N、RS、CY
試體中的塑鉸發生的位置在柱底，在 S 試
體中塑鉸的位置則位於距離柱底一段距離
的地方，均與預期相符。

四、試驗計劃與結果
本試驗規劃有四座兩層樓的瘦長型鋼
板剪力牆試體。試體的幾何尺度皆相同：
跨距 2.14 公尺、樓高 3.25 公尺。於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進行側位移角達 5%弧度
的反覆側推載重試驗。油壓制動器於試體
頂層施側向力，本試驗並未施加任何垂直
向載重。所有鋼板皆選用 2.6 公釐厚的低降
伏鋼板，梁柱則選用 A572GR50 之鋼料。
最主要的變化參數為周圍構件的尺寸。為
避免試體於試驗中發生面外傾倒，本試驗
設計有一側撐構架，並適當地在頂梁與中
間梁的接頭處提供側向支撐，因此柱構件
的未側撐長度為一層樓高，與設計考量相
同。試驗配置圖可參考圖四。

圖五 塑鉸分佈預測圖

Specimen N

Specimen RS

Specimen S

Specimen CY

圖六 試體於試驗後之照片
圖四 試驗配置圖
四座試體的命名分別是 N、RS、S 與
CY。N 試體的周圍構件尺寸是經過本研究
所提出的容量設計所決定。RS 試體是束制
型鋼板剪力牆，其周圍構件的尺寸亦是經
過適當的容量設計。因為束制構件的效
應，RS 試體的周圍構件尺寸能較 N 試體的
小。S 試體是 RS 試體的對照組，其周圍構
件的尺寸與 RS 相同，S 試體並無安裝束制
構件，其周圍構件的尺寸並不滿足容量設
計的要求。CY 試體是一座滿足設計要求的
束制型鋼板剪力牆，與 RS 試體不同的是，
CY 試體的頂層是強梁弱柱。圖五是依本研
究之容量設計方法所判斷而得的試體塑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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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mn N

Specimen RS

Specimen S

Specimen CY

圖七 一樓柱底的塑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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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於預測鋼板剪力牆的塑性行為有
相當程度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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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縮短所致。在其他的試體中，此種
不對稱的構架變形並未發生。鋼板的最大
面外變形量在未安裝束制構件的試體裡大
約是 150 公釐；在裝有束制構件的試體中
則為 80 公釐左右。

Story shear (kN)

四座試體的遲滯迴圈如圖八所示。N、
RS、S 與 CY 試體在反覆側推載重作用之
下展現良好的遲滯消能行為。比較 1 樓與 2
樓的樓層側位移，S 試體在樓層側位移超
過 2%弧度發生了不對稱的構架變形。位移
為正時，2 樓的樓層側位移大於 1 樓；當位
移為負向時，1 樓的樓層側位移則大於 2
樓。

五、結論
z 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設計方

z N 試體與 RS 試體皆滿足容量設計要

求，但 RS 試體的用鋼量較 N 試體少，
顯示束制型鋼板剪力牆具有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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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試驗結果亦顯示束制型鋼板剪力牆具

有較佳的使用性以及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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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四座試體各樓層的遲滯迴圈圖

圖九 S 試體的不對稱構架變形示意圖
S 試體的中間梁強度不滿足設計要求，
其 RBS 處的腹板在 2%側位移時即發生局
部挫屈，推斷應是中間梁無法承受由鋼板
拉力所造成之軸力。其餘試體並未發生此
現象。圖九說明 S 試體的不對稱構架變形
是由於一樓柱底的塑鉸發生於遠離柱底的
位置以及中間梁因腹板局部挫屈而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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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消能裝置於高科技廠房之位移設計研究
張國鎮1 陳長佑2

摘 要
高科技廠房之耐震能力的需求往往高於一般建築物，對於中度地震下結構加速度的
控制以及設計地震下對於位移的限制，實為設計者首要補強的目標之一。適當的加裝被動
消能裝置可折減結構的地震反應，由於加裝被動消能裝置可額外分擔主結構能量的消散，
減少主結構加速度及位移的反應，因此適當的被動消能裝置系統可應用於既存結構之補強
設計以及新建結構於效能提升與經濟考量上之設計應用。黏滯性阻尼器、黏彈性阻尼器以
及位移型消能裝置在實務設計上不僅應用廣泛，且其有許多相關的文獻可參考應用，另
外，諧調質量阻尼器(TMD)已被廣泛的應用於高層建築之抗風設計，且其制震的效能也被
證實於許多的文獻及實際案例中。本研究擬將探討應用被動消能減震裝置於高科技廠房於
中度地震下之加速度控制以及於設計地震下以位移設計法(displace-based design)為主的補
強設計應用。

關鍵詞：位移設計法、被動消能控制、高科技廠房補強設計

一、前言
本計畫配合推動國科會防災整合型計
畫「高科技廠房防震策略研究(III)」，針對
國內疊層型晶圓廠及 TFT-LCD 廠進行耐
震評估補強及功能設計研究。本計劃擬針
對 國 內 疊 層 式 晶 圓 廠 (double fab 或
multiple fab)之結構特性，應用被動消能減
震裝置進行耐震補強方法之研究。由於疊
層式晶圓廠在 lower fab 之無塵室形成耐震
上之軟層(soft story)，或甚至為弱層(weak
story)，而國內有許多 TFT-LCD 半導體
廠，其結構特性為多重之軟層或弱層效
應，此特性對耐震及防震而言，極為不利。
由 於 產 能 為 目 前 TFT-LCD 光 電 產 業
(optoelectronics)之國際競爭力的重要決定
因素之一，任何改變多層 fab 的結構形式的
構想，在高科技業者的思考邏輯上乃為短
期內不可能接受之建議。因此，如何遷就
既有的結構形式並使多層晶圓廠能具更高
的防震功能性，乃為國內高科技產業防震
之重要研究課題之一。本研究計畫針對國
內疊層式高科技廠房結構特性，進行參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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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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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並研擬加裝被動消能裝置之高
科技廠房於設計地震下之位移設計;同時
其於中小度地震下，加速度滿足設計目標
之設計方法。本計劃預計在 97 年 6 月進行
三層樓鋼結構加裝非線性黏滯型消能器之
震動台試驗驗證。
藉由本計劃之執行，可初步瞭解高科
技廠房結構之基本動力特性，並針對高科
技廠房位移、加速度同時控制之設計方法
做研究與討論，以確保高科技廠房內之設
備能維持其運作功能，以及工作人員之安
全。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可作為國內工程師
對於高科技廠房等特殊建築於位移、加速
度性能需求下之設計參考文獻，同時針對
未來以性能設計為主之設計概念與潮流，
提供一個設計應用之參考。

二、高科技廠房特性簡介
國內標準型之晶圓廠，其主要由一外
殼 結 構 (shell structure) 及 一 內 部 結 構
(interior structure)所組成。外殼結構對地震

由於產能為目前 TFT-LCD 光電產業之國
際競爭力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任何改變
多層 fab 的結構形式的構想，在高科技業者
的思考邏輯上乃為短期內可能無法達成。
因此，如何遷就既有的結構形式並使其能
具更高的防震功能性，乃為國內高科技產
業防震設計之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力之反應基本上為一單自由度結構。內部
結構基本上為二至三層的 RC 結構(抗彎構
架)，其屋頂(無塵室地板)為 1.2m 之 woffle
slab 或 60cm 之平板(flat slab)，使用如此厚
之樓板的主要目的乃在增加樓板之垂直剛
性以減少垂直微振量。如此一來，無塵室
之靜載重必大於 sub fab 之靜載重，若加上
無塵室之設備載重，則其慣性力反應質量
(seismic reactive mass)，勢必比 sub fab 之慣
性力反應質量大上許多。因此，內部結構
之振動模態可能為 inverted pendulum 之型
式，此將有別於一般結構之倒三角形型
式，對於地震力而言為屬於較不佳之耐震
結構型式。以 inverted pendulum 而言，由
於上部結構之位移、速度及加速度地震力
反應必然較大，對於座落於無塵室之貴重
設備而言，勢必造成較大破壞之潛勢
(damage potential)。

圖一 國內典型疊層式晶圓廠

另外一種晶圓廠之形式為疊層式晶圓
廠(double fab 或 multiple fab)，其剖面圖與
內部結構之第一水平振動模態如圖一、圖
二所示。其結構形式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台
灣土地取得不易，為滿足提高產能及降低
成本的需求，乃將標準晶圓廠堆置而成。
以双層式晶圓廠(double fab)為例，其主要
可分為上層及下層廠(upper fab and lower
fab)，由於無塵室工作空間的需求，lower
fab 的柱僅分部於無塵室之四週，而中間之
排柱則僅具支撐之作用。對 lower fab 的
sub fab 而言，為滿足減少無塵室之垂直微
震量的需求，一般均具多柱形式﹐而在上
層廠(upper fab)方面，由於其 sub fab 跨座
於下層廠之上，其下面並無柱支撐，因此
常設有一桁架(mega truss)以支承上層廠之
載重並將垂直載重傳遞於下層廠無塵室四
週之柱及無塵室中間之排柱，並同時提供
足夠之垂直勁度以減少上層廠無塵室之垂
直微振量，由於 mega truss 除了垂直剛性
甚高外，其側向勁度亦相當大，相較之下，
自然在 lower fab 之無塵室形成耐震上之軟
層(soft story)，或甚至為弱層(weak story)。
依此模式，若將結構形式堆向如圖一所示
之 TFT-LCD 半導體廠，將產生多重之軟層
或弱層，對耐震及防震而言，極為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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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結構之第一水平振動模態

三、簡化模型之參數研究
以國內疊層式之晶圓廠結構特性為
例，如圖三所示為一個科技廠房分析簡化
模型，以三個自由度來表示，並在中間層
有軟層之特性，接著探討以一個等值之單
自由度系統來表示其結構反應，其對應之
結構運動程式如(1)式。
[ M ][Y&&] + [C ][Y& ] + [ K ][Y ] = −[ M ][ L]u&&g
meq &y&N + ceq y& N + keq y N = −meq Γ u&&g

(1)

k3 c3

m2

Difference of the analytical results for the two models

meq

k 2 c2

Soft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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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疊層式科技廠房分析簡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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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一個簡單的式算例來探討以等值
單自由度系統來評估此三自由度系統反應
之準確性。依國內既存之疊層式科技廠房
、
結 構 特 性 採 k 3 = 457485 kN
m
、 k1 = 606069 kN
，
k 2 = 315010 kN
m
m
m3 = 400ton 、 m2 = m1 = 500ton ，結構阻尼
比以 2%作計算，等值單自由度系統以第一
模態進行單自由度化，將此兩系統以簡單
之動力歷時分析來探討其反應之差距，分
析歷時採用符合台灣建築耐震設計規範第
二類地盤設計反應譜之人造歷時。

圖五 加速度反應差值歷時圖
如圖三所示，依照國內疊層式科技廠
房特結構性簡單假設 m1 = m2 = m3 = m ，
k 3 = 3 4 k 、 k 2 = 1 2 k 、 k1 = k ，針對此三
自由度系統承受地表擾動 u&&g 時，其運動方
程式如(2)式。
3
1
⎡m 0 0⎤⎡u&&1 ⎤ ⎡c1 +c2 −c2 0 ⎤⎡u&1 ⎤ ⎡⎢ 2k − 2k 0 ⎤⎥⎡u1 ⎤ ⎡m 0 0⎤⎡1⎤
⎢0 m 0⎥⎢u&& ⎥ +⎢ −c c +c −c ⎥⎢u& ⎥ +⎢− 1 k 5 k − 3 k⎥⎢u ⎥ = −⎢0 m 0⎥⎢1⎥u&&
3⎥⎢ 2 ⎥
⎢
⎥⎢ 2⎥ ⎢ 2 2 3
⎥⎢ ⎥ g
4
4 ⎥⎢ 2⎥ ⎢
⎢ 2
⎢⎣0 0 m⎥⎦⎢⎣u&&3⎦⎥ ⎣⎢ 0
−c3 c3 ⎥⎦⎢⎣u&3⎦⎥ ⎢ 0 − 3 k 3 k ⎥⎣⎢u3⎦⎥ ⎣⎢0 0 m⎦⎥⎣⎢1⎥⎦
4
4 ⎦
⎣

(2)

假設以加裝黏滯性阻尼器 c1 、 c 2 、 c3

圖四表示三自由度系統與等值單自由
度系統之位移反應差值歷時圖，由圖中可
發現兩個系統之位移差值反應中，最大差
距僅為 2~3mm，因此以第一模態進行單自
由度化之等值線性系統進行簡化模型之位
移反應評估結果準確性在可接受的範圍
內。圖五表示為三自由度系統與等值單自
由度系統之加速度反應差值歷時圖，由圖
中可觀察出兩系統之最大加速度差值在
4~5m/s2，其差異甚大，因此以第一模態進
行單自由度化之等值線性系統進行簡化模
型之加速度反應評估尚須進行檢討與修正
之。(詳見第四節之設計方法)

來探討對原結構因軟層效應之影響，阻尼
器所提供之阻尼比設定為 20%，依科技廠
房 結 構 之 基 本 週 期 ， 選 定 m = 1ton 、
k = 1212kN / m ，基本週期為 0.48sec，結構
既存之阻尼比為 2%。以動力歷時分析針對
不同阻尼係數的分布來探討對原結構模態
改變之影響，其中地震歷時採符合台灣建
築耐震設計規範第二類地盤設計反應譜之
人造歷時。表一列出不同阻尼係數分布對
結構模態改變之影響，包含阻尼係數依均
勻分布、依各樓層勁度分佈、依勁度倒數
分布、依結構各層相對模態分布、依層間
剪力分布、依樓層應變能分佈、依結構各
層相對模態的平方分布。

Difference of analytical results for the two models
0.003

表一 固定阻尼比下阻尼係數之分佈對結
構補強之影響 (黏滯阻尼比=20%)

Difference of the roof relative displaceme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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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位移反應差值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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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結構

均勻分布

勁度分配

0.2977
51.10
1
0.811
0.299

0.0777
14.69
1
0.807
0.318
23.635

0.0761
14.14
1
0.815
0.306
37.017

表一 固定阻尼比下阻尼係數之分佈對結
構補強之影響(續) (黏滯阻尼比=20%)
最大位移(m)
2

最大加速度(m/s )
rd
3 story
振形 2nd story
st
1 story
阻尼係數 C1(KN-s/m)

勁度倒數

相對模態

樓層剪力

0.0806
15.69
1
0.797
0.320
13.840

0.0809
15.87
1
0.793
0.321
16.448

0.0780
14.90
1
0.798
0.314
27.625

量到結構多模態之影響、結構進入非線性
之影響、阻尼器之貢獻，適用之被動消能
裝置包含一般速度型與位移型阻尼器。其
詳細之設計步驟、計算方法以及將於 97 年
6 月執行之震動台試驗將另出版中心報告
詳述其研究成果。
設計目標
假設阻尼器性質

表一 固定阻尼比下阻尼係數之分佈對結
構補強之影響(續) (黏滯阻尼比=20%)

含阻尼器結構之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

樓層應變能

計算反應譜位移

最大位移(m)
2

最大加速度(m/s )
rd
3 story
振形 2nd story
st
1 story
阻尼係數 C1(KN-s/m)

0.0806
15.83
1
0.795
0.322
18.857

等效線性系統之計算

層相對模態平方

0.08365
16.9
1
0.779
0.353
10.499

檢核設計地震下之頂層位移 = 目標位移

否

是
計算中小度地震下之加速度並檢核其適用性

否

是
阻尼器細部設計

圖六 科技廠房性能設計流程圖
由於加裝黏滯阻尼器使得阻尼比提高
為 20%，故可預期的補強後之結構因高阻
尼比的效應大大減低結構反應，但由表一
可發現不管阻尼係數如何分配，想藉由阻
尼力之作用來改善結構於歷時分析中之振
形，以避免原結構軟層模態，其效果非常
有限，因此想對於科技廠房之結構反應與
軟層振形同時進行補強與改善的情況下，
就可能需要結合含有勁度的消能元件進行
補強設計。採用多種被動消能減震阻尼器
組合式的設計可針對科技廠房結構之性能
需求進行分析與設計，其設計方法將在下
一節討論之。

五、結論
過去幾年，本研究團隊致力於發展各
種被動消能裝置於規則性結構之位移設計
法，其對結構位移要求能有效控制，同時
亦能簡單預測結構加速度反應，提供工程
師作初步之設計與檢核。為提升科技廠房
結構之耐震能力，本研究成果能針對加裝
被動消能系統之科技廠房結構，發展在中
小地震下以樓層加速度為控制以及在設計
地震下以位移為控制的位移設計法，以維
持廠房設備正常機能運作及滿足生命安
全，震災後保持正常廠房功能與救災工作
為目標。

四、高科技廠房之位移設計研究
科技廠房結構依其特殊性，其耐震能
力需求常較一般建築物高。目前針對科技
廠房結構之設計，首要提升的性能目標之
一為使結構在中小地震下，樓層加速度能
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以使加速度敏感儀器
維持運作，而在設計地震下，樓層位移亦
能在一定範圍內，以使結構震後能維持正
常機能運作與救災工作。

參考文獻
1. Jenn-Shin Hwang, Shiang-Jung Wang,
Jie-Fu Chen, “Applications of Viscous
Dampers to Seismic Retrofit of Fab
Structures”, NCREE report, October, 2005,
NCREE-05-010.
2. Kuo-Chun Chang, Chang-Yu Chen,”
Displacement-Based
Design
of
Supplemental Damper for an Existing Steel
Building”, NCREE report, Septempber,
2005, NCREE-05-006.

如圖六表示為設計流程，在設計地震下
位移之評估與中小度地震下加速度之評估
使用不同之等效單自由度系統，其推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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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層樓同心斜撐構架試驗
蔡克銓1 林克強2 林志翰3 魏志毓4

摘 要
本研究為一國際合作計畫，由本中心與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合作，針對同心
斜撐系統，進行數值分析與試驗研究。本研究之試體為一實尺寸兩層樓同心斜撐構架，試
體高度為 6.66 公尺，寬度為 6.7 公尺，斜撐排列之幾何形狀，整體看來為 X 型(1 樓倒 V
型，二樓 V 型)，斜撐則是採用 A500 材質之鋼管(HSS125x125x9)，除斜撐之外，構架之
梁柱材質則是使用 A572，試驗結束後，由於梁柱並未有嚴重破壞，故更換已損壞之斜撐
進行第二階段試驗。試驗結果顯示此種同心斜撐系統的確能提供良好的消能能力，此外變
形與破壞集中於斜撐與接合板，並未對梁柱造成明顯破壞，為一可用之抗側力系統。

關鍵詞：實尺寸構架試驗、同心斜撐系統
5000psi(加入鋼纖)，樓板厚度則分別為一
樓：150mm、二樓：200mm。詳細之試體
尺寸如圖一所示。

一、前言
本計劃主要目的是對於同心斜撐構架
系統進行分析與試驗研究，由華盛頓大學
進行兩層樓試體設計，至於試體施工、組
裝與儀器架設，則由本中心負責，並進行
反覆載重試驗，本研究預計進行兩階段試
驗(在構架梁柱狀況許可下，始進行第二階
段試驗)，主要差異點在於斜撐構件(種類與
材質)，第一階段試驗中，採用 A500 材質
之鋼管斷面，而第二階段試驗中，則預計
使用 A36 之 H 型斷面，詳細之試體介紹與
初步試驗結果，分述於以下各章。

此兩層樓試體用預力鋼棒錨定於強力
地板之上，至於施力方面，採單向施力，
僅施力於面內方向，使用 4 根 100 噸的 MTS
油壓致動器，致動器懸掛於反力牆之上，
只對試體的二樓頂施力，而試體與致動器
之連接，則是透過一根 H 型的轉接梁連
結。此外為避免試體受力後往面外方向移
動，於試體外圍另外組立一側撐系統，用
以束制試體之面外方向，試驗構架與側撐
系統組裝完成如圖二所示。

二、試驗配置
本試體為一實尺寸之兩層樓構架，總
高度為 6.66 公尺，寬度則為 6.7 公尺，斜
撐之排列由整體幾何形狀觀之，為 X 型分
佈，兩階段試驗之斜撐分別使用鋼管與 H
型鋼，斷面與材質為 HSS125x125x9(A500)
以及 H175x175x7.5x11(A36)，其餘梁柱構
件則是使用 A572 材料，此外於各樓層均有
2.26 公尺之混凝土樓板，各樓層所採用之
混凝土強度分別為一樓：3000psi、二樓：
1
2
3
4

圖一 試體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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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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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試驗配置完成

三、量測計劃

圖三 應變計分佈

為了在試驗過程中監控試體反應，以
及紀錄試體的行為，於試驗前，安裝各種
量測儀器於試體四周，以得到所需之試驗
資料，於本試驗中，量測儀器頻道總數約
為 150 個，所使用之量測儀器種類敘述如
下：
1) 應變計；試驗中使用之應變計主要分為
兩種，一種是貼在鋼表面上，主要分布
位置為梁、柱與斜撐之上，另外一種則
是預埋於混凝土之應變計，目的為監控
樓板受力情況，詳細的應變計分佈圖如
圖三所示。
2) 位移轉換器：於本試驗中所使用之位移
轉換器可分為 3 個類別，其中 LVDT 與
dial gauge 量測的原理大致相同，以圓
柱型鋼棒之移動取得量測點之變形，另
一種位移計則是拉線式位移計(String
pot)，拉線式位移計之應用範圍主要是
量測，斜撐之面外變形(最大可量測範
圍為 800mm)，而 LVDT 與 dial gauge
則多用於試體柱底、接頭以及接合板
(gusset plate)等部位，以記錄試體構架
受反覆載重下之反應，此外上述之位移
轉換器同時也用於監控試體邊界條件
之變化，以確保試體承受側力時，不致
產生非預期之變形與滑動，主要之監控
部位有試體錨定板、柱底板、側向支撐
面外變形以及致動器底部是否有異常
滑動，位移轉換器之分佈情形詳見圖
四，安裝完成情形如圖五至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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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位移轉換器分佈

圖五 中間接合板位移計安裝

達到 180mm 時，中間梁兩端梁柱接頭處之
螺栓均發生剪斷的現象，擔心剩餘螺栓可
能因施加載重再度發生斷裂，考慮安全性
因素，第一階段試驗到此停止，試體破壞
情形如圖九與圖十所示。試驗結束後，檢
查試體情況，四根斜撐均有明顯面外變形
發生，此外與其連接之連接板(gusset)同樣
有相同情形，但在構架梁柱上，除前述之
螺栓斷裂外，並未再發現有其他破壞發
生，經研判此框架仍可應用，故更換已破
壞之斜撐，準備進行第二階段試驗。

圖六 斜撐面外變形量測

第二階段試驗，其試驗配置、施力與
量測系統以及施載程序均與第一階段試驗
相同，試驗進行至頂層位移 20mm 時，中
間與底部接合板均有降伏現象產生，試驗
進行至頂層位移 30mm 時，試體承受之側
力有衰減現象，並可明顯看出一樓斜撐有
面外變形產生。當頂層位移達到 60mm
時，二樓斜撐同樣發現有面外挫屈的情
形，此時開始兩樓層之層間側位角之差距
也逐漸減少。進行至頂層位移 120mm 時，
1 樓東側底部之接合板沿焊道方向有撕裂
情況。而頂層位移達到 150mm 時，另一側
之接合板於同樣位置亦發現裂痕。當試驗
進行至頂層位移 240mm 迴圈的上升段
時，一樓東側斜撐完全斷裂，此外中間梁
端部梁柱接頭處之螺栓亦發生剪斷，試驗
至此結束，本階段之試體破壞情況如圖十
一與圖十二所示。試驗結束後，觀察試體
狀態，斜撐同樣均發現明顯面外變形，此
外與其連接之連接板(gusset)亦有相同情
形，但在構架梁柱上，除前述之螺栓斷裂
外，並未發現其餘顯著破壞。

圖七 底部接合板面外變形量測

四、試驗過程
本試驗採用位移控制方法，僅於頂層
樓板施加側力，圖八為本次試驗之施載程
序，由圖中可看出，疲勞載重各圈之目標
位移以及預測之斜撐初始降伏位移點，而
此施載程序的擬定是依循 ATC-24 與 SAC
之建議。
在第一階段試驗中，在頂層位移 20mm
時發現底部接合板有輕微降伏的現象。在
頂層位移 30mm 時，側撐系統發生破壞，
可能由於承受面外力量過大，使側撐桿件
之接合螺栓發生斷裂，試驗暫時停止，進
行側撐系統之修復與補強，將螺栓斷裂位
置改以焊接方式連接，修復後試驗繼續進
行，但在頂層位移 40mm 時，試體再度發
生非預期性破壞，轉接梁與試體接合之螺
栓斷裂，試驗再度停止，更換新的螺栓安
裝於此連接部位後，繼續進行試驗。由試
驗過程中可看出，隨著頂層位移的加大，
斜撐與接合板之面外變形亦隨之增加，直
到頂層位移 180mm 迴圈的上升段途中，一
樓靠東側之斜撐發生斷裂，而當頂層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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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於兩階段試驗中，當某一樓層之斜撐
首先發生面外挫屈時，變形會集中於此一
樓層，但通過 X 型的排列，可經由中間接
合板(middle gusset)驅動其他層斜撐，使
其分配到側力，並發生面外挫屈，以避免
弱層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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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試體遲滯迴圈(第一階段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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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試體遲滯迴圈(第二階段試驗)
圖十二 接合板撕裂(第二階段試驗)

六、結論
五、初步試驗結果

試驗結果顯示此種同心斜撐系統具有
良好且穩定的消能能力，且試體在強度與
勁度上之表現也算穩定，此外試體雖在單
層斜撐先產生挫屈，但可藉由 X 型斜撐分
佈驅動另一層斜撐產生面外挫屈的行為，
可避免軟層的發生，為一可用耐震消能系
統。

圖十三與圖十四為兩階段試驗中，各
樓層之遲滯消能情形，由圖中可看出於本
試驗中，試體遲滯迴圈尚稱飽滿，在斜撐
斷裂之前，試體能提供穩定的強度與勁
度，並未明顯受到斜撐與接合板面外變形
的 影 響 ( 約 在 層 間 側 位 移 角 -2%~+2%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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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性阻尼器於隔震設計之效益探討
黃震興1 汪向榮2 洪志鋒3

摘 要
在較軟弱的地層及近斷層地帶，隔震設計的應用仍面臨位移過大的挑戰，由於軟弱
土層所傳遞之地震波週期較長，而近斷層地震具有脈衝之速度波，其可能造成隔震系統產
生過大之位移。為了使隔震系統傳遞之水平力不至於明顯放大，又可同時控制隔震系統之
位移，非線性黏性阻尼器於隔震設計的應用將成為不可或缺的工具。本研究針對不同非線
性黏性阻尼器（包含 α < 1.0 及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合併使用具雙線性遲滯特性
的鉛心橡膠支承墊，進行振動台地震模擬試驗，試圖發展出可以在小、中、大地震及近斷
層地震中發揮效果的多功能隔震系統。

關鍵詞：隔震系統、黏性阻尼器、鉛心橡膠支承、近斷層地震、耐震效益
州 San Bernardino County Medical Center
為例，其工址距 San Jacinto 斷層及 San
由於隔震結構於 1994 年加州北嶺地震
Andreas 斷層非常近，該設計最後採取了下
與 1995 年日本關西地震中的良好表現，隔
列設計方案：(a)採用具正常範圍常用之力
震設計於結構耐震上的應用已逐漸趨於成
學特性的隔震元件；(b)採用 182 支設計噸
熟並已被工程界接受為一有效的結構防震
位為 150 噸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來控制過
方法。以美、日而言，在此兩次地震之後，
大的位移需求，在控制位移的同時亦不會
隔震設計的應用數量急速的增加，設計規
明顯增加隔震系統所傳遞至上部結構之水
範的創立與沿革也同步成長並漸趨於成
平力。該結構在最大考量地震(MCE)作用
熟 ， 諸 如 日 本 建 設 省 規 範 [1] 、 美 國
下，設計隔震週期為 3.0 秒，傳遞之最大水
UBC[2]、美國 IBC[3]、美國 NEHRP[4]、
平加速度為 0.3g，位移則控制在 55cm 以內。
美國 AASHTO[5]等。至於國內在結構隔震
國內亦有類似的狀況，以新店慈濟醫
設計規範的擬訂方面，已於 1997 年分別草
擬了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的隔震橋樑設 院為例，其座落在台北盆地之長週期地震
計指引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建築結構隔 區內，設計採用了下列隔震元素之組合：
震設計指引，內政部亦於 2002 年公佈了建 (a)鉛心橡膠支承墊(Lead-Rubber Bearing，
築結構隔震設計規範，並將之合併於 2005 LRB)以提供支承上部結構垂直向載重及水
平向隔震；(b)採用約 70 組 Coil Damper 以
新公佈的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中[6]。
增加遲滯阻尼比；(c)為有效控制設計地震
隔震設計應用較軟弱的地層及近斷層
及 2500 年回歸週期地震(或 MCE)作用下隔
地帶仍是一大挑戰，由於軟弱土層傳遞之
震系統之位移，共採用 48 組黏性阻尼器。
地震波週期較長，而近斷層地震具有脈衝
另外，興建中的潭子慈濟醫院，由於其距
之速度波，均可能造成隔震系統產生過大
離車籠埔斷層甚近，附近數公里內之九二
的位移，然而這些並不意味隔震設計不能
一強震紀錄內亦顯示脈衝型地震波，亦使
應用於軟弱地層或近斷層地區。以美國加
用非線性黏性阻尼器加以控制位移。

一、前言

1
2
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結構控制組組長，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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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為使隔震系統傳遞之水平力不至於明
顯放大，又可同時控制隔震系統之位移，
在兼顧 MCE 地震及近斷層地震進行設計
時，則可能因隔震設計過於保守使得隔震
系統剛性過大或阻尼力過大而導致對中小
地震缺乏完善之隔震功效。因此，本研究
的主要目的在於利用非線性黏性阻尼器
（包含 α < 1.0 及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
器），合併使用具雙線性遲滯特性的鉛心
橡膠支承墊，試圖發展出可以在小、中、
大地震及近斷層地震中發揮效果的隔震系
統，並針對 α < 1.0 及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
阻尼器對於隔震設計之應用進行比較。

Force

表一 隔震糸統分析設計參數

α

設計參數 Case
設計位移 D (cm)
隔震週期 Te (sec)
設計譜加速度 SaD (g)
等效阻尼比 ξe
隔震支承
阻尼比 ξb (%)
特性強度 Qd (W)
降伏強度 Fy (W)
降伏位移 Dy (cm)
黏性阻尼器
阻尼比 ξd (%)
速度指數 α

δ 2παξ d ……………………….(2)
sin
=
λ
cos δ
2 −α

由式(1)可知 cos δ 、sin α δ 則分別為最
大位移反應及最大速度反應所對應之
Load Combination Factor CF1 、 CF2 。其
中 ， δ 為 位 移 與 外 力 之 相 位 差 (Phase
Angle)。計算 LRB 與黏性阻尼器遲滯迴圈
合併最大水平力時，應考慮 LRB 之雙線性
特性，即特性強度 Qd 、降伏後勁度 K d 與
有效勁度 K eff 之關係，如圖二所示，整理

阻尼係數
C (W×secα/cmα)

可得隔震系統設計水平力擬靜力公式[7]：
⎡⎛ πξ ⎞ ⎛ 2 − πξb ⎞
⎛ 2πξd ⎞ α ⎤
VD = ⎢⎜ b ⎟ + ⎜
⎟ cosδ + ⎜
⎟ sin δ ⎥SaW ..(3)
2
2
λ
⎝
⎠
⎝
⎠
⎝
⎠
⎣
⎦

Force

Force

+

Displacement

F

c

b

a

-u o

Displacement

K

u ocosٛ

uo

1
24.66
2.987
0.1741
0.25

2
24.66
2.987
0.1741
0.25

3
24.66
2.987
0.1741
0.25

0.25

0.113

0.113

0.045
0.048
0.89

0.02
0.021
0.28

0.02
0.021
0.28

-

0.137

0.137

-

0.4

1.5

-

0.0055

0.00009

由表二所示之 SAP2000 非線性動力
歷時分析結果顯示，在 PGA=0.1g 的 30%
El Centro 作用下，CASE 3 可發揮 75%的
最大加速度折減率。接近設計地震作用時
(例如 150%EL Centro)，三者表現則平分秋
色 。 對 於 近 斷 層 地 震 CHY101ns 及
TCU068ew，CASE 3 之隔震效果及位移控
制均是三者之中最佳者。由以上結果可
知，在小、中、大地震及近斷層地震作用
下，CASE 3 的表現均是最好的。

……..………………(4)
K

D

以分析軟體 SAP2000 建立一上部結
構自重為 W 之剛體，隔震系統之設計方案
如表一所示，CASE 1 採用 LRB 隔震支承
以提供 25%等效阻尼比，CASE 2 及 CASE
3 中 LRB 隔震支承僅提供 ξb =11.3%等效
阻尼比，其餘的 13.7%等效阻尼比由黏性
阻尼器提供。如此一來，CASE 2 及 CASE
3 之 LRB 的 Qd 值勢必較 CASE 1 為小，
隔震機制在小地震時較易啟動。 CASE 2
及 CASE 3 所使用之阻尼器速度指數 α 值
分別為 α = 0.4 及 α = 1.5 。

Fmax = ( mω u 0 ) cos δ + (C ω u 0 ) sin δ …(1)

2παξ d K eff
sin 2 −α δ
=
cos δ
Kdλ

Displacement
Dy

圖二 黏性阻尼器與鉛心橡膠支承墊組合
遲滯迴圈

之結構二者遲滯迴圈合併及傳遞之水平力
量示意圖，其最大加速度受力反應所對應
之水平力可由下式表示：
α

Keff

Viscous Behavior

圖一為線性黏性阻尼器與勁度為 K eff

α

Qd
Ku

Displacement

二、含黏性阻尼器隔震系統分析設計

2

Kd

Fy

+

u

Viscous Behavior

圖一 黏性阻尼器與彈性結構物組合系統
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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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反應及最大相對位移反應。在所有 El
Centro 地震力作用下，TEST 1 之加速度折
減比例約在 80%左右，證明單純隔震系統
已能達到良好之隔震效益。在有加裝阻尼
器之系統中，其加速度之折減比例更皆高
於 80%，且最大位移反應皆較 TEST 1 來
的小，可知加裝黏性阻尼器確實有抑制隔
震層位移反應之效果。在近斷層地震
CHY101 地震力作用下，TEST 1 的加速度
折減比例介於 35%至 40%左右，略低於受
El Centro 地震力作用下之隔震效果。

表二 隔震系統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結果
EQ
30% El Centro
(小震)
60% El Centro
(中震)
El Centro
(大震)
150% El
Centro
(大震)
CHY101ns
(近斷層)
TCU068ew
(近斷層)

Case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D (cm)
2.34
1.53
1.75
4.58
3.53
4.39
8.21
7.14
7.78
13.83
12.20
12.49
96.46
62.58
48.30
136.30
103.70
74.020

A (cm/s2)
49.78
34.51
26.02
56.48
43.71
36.27
65.99
58.54
51.02
80.74
79.43
71.77
297.40
260.50
201.90
401.8
413.00
308.50

表三 隔震層試驗最大絕對加速度反應及
最大相對位移反應之比較
EQ

Scale
200%
PGA=
696gal

三、含黏性阻尼器隔震系統振動台試驗
本研究利用振動台進行試驗，如圖三
所示，TEST 1 為裝設四組鉛心橡膠支承墊
之隔震系統，作為與裝設非線性黏性阻尼
器後減震效益評估之基準；TEST 2 為裝設
二個鉛心橡膠支承墊和二個天然橡膠支承
墊結合二組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
之隔震系統；TEST 3 與 TEST 2 相似，其
差別在於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
CASE 4 為裝設四組天然橡膠支承墊並結
合二組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之隔
震系統；TEST 5 與 TEST 4 相似，其差別
在於 α > 1.0 之非線性黏性阻尼器。

El
Centro

100%
PGA=
348gal

50%
PGA=
174gal

50%
PGA=
199gal

CHY101

30%
PGA=
119gal

10%
PGA=
40gal

Test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D (mm)
65
58
47
62
52
32
25
26
30
27
16
13
13
13
13
55
54
52
60
58
34
30
30
34
34
10
9
9
11
11

A (gal)
134
105
99
96
85
73
55
60
50
46
39
33
33
24
24
119
102
104
95
93
76
61
64
57
57
26
23
21
20
21

如圖四及圖五所示，當地震力愈大，
TEST 2 及 TEST 3 之絕對加速度及相對位
移反應差別愈大，在 200%EL 地震力作用
之下， α > 1.0 黏性阻尼器出力增加，提供
較多之阻尼效果，使得 TEST 3 之加速度
及位移折減效果較佳。TEST 4 與 TEST 5

圖三 振動台試驗構架
表三列出所有試驗所受地震之 PGA
值及受地震力作用下，隔震層最大絕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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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有與上述相同之結果， α > 1.0 黏性阻
尼器在較大地震力作用下，對加速度及位
移控制能有較好之效果。當輸入地震力為
CHY101 近斷層地震時，由於所造成之隔
震層相對速度較小，使得 α > 1.0 及 α < 1.0
之黏性阻尼器出力無明顯之差別，故在
TEST 2、3 與 TEST 4、5 之反應比較中無
法看出明顯之差別。

2.

200%ELC
Acceleration (g)

0.12
CASE
TEST
2 2
CASE
TEST
3 3

0.08
0.04

3.

0
-0.04
-0.08
-0.12
5

10

15

20

Time (sec)
50%ELC

25

30

35

Acceleration (g)

0.04
CASE
TEST
2 2
CASE
TEST
3 3

0.02

4.

0
-0.02
-0.04
5

10

15

20

Time (sec)

25

30

35

圖四 TEST 2、3 受 El Centro 地震力作用下
隔震層之絕對加速度反應比較
200%ELC
Displacement (mm)

80
CASE
TEST
2 2
CASE
TEST
3 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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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TEST 2、3 受 El Centro 地震力作用下
隔震層之相對位移反應比較

四、結論
本研究所進行之鉛心橡膠支承墊與天
然橡膠支承墊隔震墊結合非線性黏性阻尼
器隔震系統振動台試驗，可得以下結論：

1.

效控制隔震層產生的巨大位移，並大
幅降低隔震層傳遞之最大水平剪力。
本試驗研究中，無論是否含有非線性
黏性阻尼器之隔震系統，於地震力作
用下皆有良好之隔震效益，且在整體
阻尼比相同之情況下，含有黏性阻尼
器之系統在最大加速度及最大位移反
應控制上，均較單純鉛心橡膠支承墊
隔震系統表現更佳，在整個地震歷時
結構反應也受到相當程度的控制。
由試驗結果得知，在較大震度之地震
力作用下，使用 α > 1.0 黏性阻尼器之
隔震系統，在加速度及位移反應控制
上皆比使用 α < 1.0 黏性阻尼器之隔
震系統，有些微較佳之表現。
在模擬近斷層地震試驗部份，為了防
止隔震層位移過大，故無法將近斷層
地震震度放大，如此一來將導致隔震
層之相對速度過小，阻尼器出力貢獻
較小，且又因 α > 1.0 黏性阻尼器在小
速 度 時 出 力 情 況 與 α < 1 .0 相 差 不
多，以致兩種系統無明顯之差別。

由動力分析結果可知，使用 α > 1.0 黏
性阻尼器之隔震系統，不但於中小地
震作用下，傳遞較小的水平剪力，同
時在大地震或近斷層地震作用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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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智能骨材於混凝土結構之健康診斷
莫詒隆1 宋鋼兵 1 廖文義 2 顧海昌 3 克勞帝歐米 3 羅俊雄 4

摘 要
結構健康診斷為地震工程研究上之重要方向，利用壓電材料為元件製成之智能骨材
具有許多實用上之價值，此智能骨材可用於監測混凝土早期強度發展、結構受衝擊之檢測
及結構健康診斷等，本研究為利用一 RC 單柱為試驗試體，將智能骨材預先埋入結構中，
再利用振動台試驗調整輸入地表加速度大小使結構逐漸產生損壞直到完全破壞為止，於試
驗過程中，埋設於 RC 結構之智能骨材則用於檢測結構之損壞狀態。本研究利用小波轉換
於較窄頻寬與短歷時分析之優點進行接受器所接受之應力波訊號分析，藉由訊號分析結果
建立一損傷指標來判斷結構之健康狀態，由本研究知智能骨材於 RC 結構受震後之健康檢
測有相當好之效果與靈敏度，亦使此方面之技術將來可運用於大型結構於地震下之損傷檢
測與判斷。本研究之相關論文榮獲 2008 ASCE earth and space 國際研討會最佳論文獎。

關鍵詞：健康診斷、壓電材料、智能骨材

材於結構灌注混凝土時預先埋入結構中，
再利用振動台試驗取 921 地震之地震記錄
TCU078 為輸入地震，調整輸入地表加速度
大小使結構逐漸產生損壞直到完全破壞為
止，於試驗過程中，埋設於 RC 結構之智
能骨材可檢測結構之損壞狀態，其為利用
一個智能骨材為致動器來產生應力波，其
他之智能骨材則當作感測器來接受應力
波，藉由所接受之應力波的變化來判斷損
壞狀態，因為當結構發生裂縫或破壞時，
其能傳遞之能量將逐漸降低，且能量降低
程度與損壞之嚴重性具相當之關聯性。由
應力波之反應分析可以得知裂縫之存在與
嚴重性，本研究利用小波轉換於較窄頻寬
與短歷時分析之優點進行接受器所接受之
應力波訊號分析，藉由訊號分析結果建立
一損傷指標來判斷結構之健康狀態，由本
部份研究知智能骨材於 RC 結構受震後之
健康檢測有相當好之效果與靈敏度，亦使
此方面之技術將來有機會可運用於大型結
構於地震下之損傷檢測與判斷。

一、前言
利用壓電材料(piezoelectric material)為
元件製成之智能骨材(smart aggregate)具有
許多實用上之價值，此智能骨材現主要具
有監測混凝土早期強度發展、結構受衝擊
檢測及結構健康診斷等功能之使用，本研
究 為 利 用 壓 電 陶 瓷 材 料 (piezoelectric
material)為基本元件製成之智能骨材，將其
預埋於混凝土結構中，利用壓電材料可為
致動器(actuator)及感測器(sensor)之特性，
來自我檢測混凝土結構於地震後或外力衝
擊後的裂縫及損傷，並利用感測器所接收
之應力波壓電訊號來分析結構之損壞情況
並以一損傷指標來來表示。
近年來結構健康檢測為地震工程研究
上之重要方向之一，本部份研究以壓電陶
瓷材料為基本裝置，將其埋入水泥砂漿中
製作成所謂之智能骨材，並將其使用於鋼
筋混凝土結構於地震作用後之結構健康檢
測與損壞評估，研究為利用一具高架樓板
之鋼筋混凝土單柱為試驗試體，將智能骨
1
2
3
4

美國休士頓大學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副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博士後研究及博士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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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強度為 235 kg/cm2，鋼筋之降伏強度為
4100 kg/cm2；試體基礎深度為 40cm，其設
計為以柱破壞時基礎仍保持彈性為原則，
基礎底部兩端於試驗時配有兩個力量傳感
器來量測柱底剪力與彎矩。

二、智能骨材與試驗配置
將感測器埋設於混凝土結構中進行檢
測已經廣被運用，但之前研究大都為利用
埋入之感測器進行腐蝕檢測，如 Watters 等
人 (2003)發展一用於氯離子檢測之無線感
測器， Carkhuff 及 Cain (2003)使用一稱為
智能骨材感測器，將其埋設於混凝土中進
行腐蝕檢測工作。宋等人(2007)及顧等人
(2006)設計一以壓電陶瓷製成之多功能智
能骨材進行早期強度監測、衝擊檢測及結
構健康診斷等研究。本研究採用之智能骨
材如圖一中所示，其為利用一壓電陶瓷
片，於銲上導線後於表面塗抹上一層防水
材料後，將壓電陶瓷片埋入一很小之水泥
砂漿塊中形成智能骨材，埋入水泥砂漿塊
中之目的為避免極脆性之壓電陶瓷片於安
裝時產生損壞及避免受潮。

在本試驗中，為預防 RC 柱試體破壞
所造成之突然倒塌，所以試驗過程中於配
重混凝土質量塊之四個角落各配置有一支
鋼造支撐柱，在鋼造支撐柱與樓板間以一
鋼造滾輪(Roller)相接觸，以減少摩擦力，
此鋼支撐柱除可預防試體突然倒塌造成振
動台之損壞外，亦可視為一個滾軸，來抵
抗混凝土樓板產生之翻轉彎矩，使 RC 柱
試體兩端之受彎曲行為皆較接近固定端彎
曲行為，如此可使後續之分析較為簡易。
Section A-A

N11
N6

A

A
N4

Water-proof coating

N8

N4

N8

41

Electric wires

Section -

N2

Piezoceramic patch
33

圖一 壓電智能骨材

33

3

9

3

Smart Aggregate

59

圖三 智能骨材於 RC 單柱之配置

三、訊號處理與試驗結果
本研究中利用小波轉換分析進行壓電
訊號之分析並用於結構健康診斷，由感測
器所接受到之壓電訊號 S 藉由 n 層小波分
解 理 論 將 其 分 解 成 2n 個 子 訊 號 為
{ X 1 , X 2 ,L, X 2 } ，子訊號表示為

圖二 試體配置圖

n

X j = [ x j ,1 , x j ,2 ,L, x j ,m ]

圖 二為試驗試體於振動台上試驗試體
之組裝完成照片，圖三為壓電智能骨材於
RC 單柱樓版之配置位置與編號。本次試驗
之試體為 RC 單柱高架樓版，RC 柱試體之
斷面尺寸為 20x20 cm，柱高 80 cm，其配
筋為以 4 支 3 號鋼筋為主筋，柱之箍筋為
間距 10 cm 的 3 號鋼筋，來控制柱之撓曲
破壞發生於柱底與柱頂，試體之混凝土抗

(1)

其中 m 為資料數目，再以子訊號向量之
內積形式定義 Ei , j 為此些子訊號之能量
Ei , j = X j

2
2

= x 2j ,1 + L + x 2j ,m

(2)

其中 i 為時間指標，j 為頻率指標
(j=1…2n)，則於時間指標 i 時之能量向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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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動器，由 function generator 輸入一時
間 十 秒 長 度 之 Sweep Sine 訊 號 ( 頻 寬
10Hz-10KHz)，並由功率放大器將訊號放大
到 100 V 左右，再由接受器收到訊號後利
用訊號分解理論來判斷損壞狀態，圖五為
不同輸入 PGA 之震動台測試後接受器所收
到正弦波訊號之反應，圖六及表一則為根
據本研究方向所繪製之損傷指標矩陣圖。

表示成
(3)

Ei = [ Ei ,1 , Ei ,2 ,L , Ei ,2n ]

健康狀態與損壞狀態訊號間之均方根
差值為常被使用於評估結構損壞狀態之指
標(如 Soh 等人(2000)及 Tseng 與 Naidu
(2002))，所以於本研究中採用健康狀態與
損壞狀態間能量向量之均方根差值為結構
損傷指標，健康狀態下之能量指標以
Eh = [ Eh ,1 ,L , Eh ,2n ] 表示，於時間指標 i 下
之能量向量為 Ei = [ Ei ,1 ,L , Ei ,2n ]，則於時間
指標 i 之損傷指標定義為
2n

I=

∑
j =1

( E i , j − E h, j ) 2

2n

∑E

2
h, j

(4)

j =1

此處所提出之損壞指標代表之意義為
因損壞所造成之傳遞能量的損失，當損壞
指標值接近為 0 時，代表結構處於幾乎無
損壞之健康狀態，當損壞指標值超過某一
門檻值時，則代表結構已經產生某些損壞
狀態，損壞指標值越高代表越嚴重之損壞
狀態，當損壞指標值接近 1 時，表示結構
已經接近完全破壞之損壞狀態。由於試驗
中有多個智能骨材被當成感測器使用，所
以方便起見，於此定義一感測器-時間損傷
指標矩陣(Sensor - History Damage Index
Matrix) M m×n 為

[ ]

M m×n = I i , j

( i = 1,L m and j = 1,L n )
m× n

圖四 柱試體於 PGA=600 及 900 gal 下之
損壞狀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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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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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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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i 列第 j 行之元素 I i , j 表示為第

圖五 不同輸入 PGA 之測試後接受器
所收到之壓電訊號

i 個智能骨材感測器於時間指標 j 下之損
傷指標， m 為智能骨材感測器之總數，n
為試驗之總次數。利用此損傷指標矩陣，
可以由單一圖形了解到不同位置及不同時
間下結構之損壞情況。
振動台試驗採用之地震紀錄為 921 地
震中測站 TCU078 所測得之主震東西向記
錄，試驗所輸入之 PGA 為由 200 gal 開始，
逐漸以每 200-100 gal 為增量慢慢放大 PGA
直到試體產生破壞為止，試驗試體之嚴重
破壞產生在 1000 gal 左右，圖四為柱試體
於 PGA=600 gal 及 900gal 下之損壞狀況
圖。與每次試驗後，皆選擇幾處智能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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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損傷指標矩陣圖

monitoring of a RC bridge”,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vol. 9, no. 4:
2000, pp.533-542.
6. Tseng K. K-H and Naidu A. S. K,
“Non-parametric damage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using
smart
piezoceramic material”,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vol. 11, no. 3, 2002,
pp.317-329.

表一 各感測器之損傷指標值
0

0.2g

0.4g

0.6g

0.9g

PZT1

0

0.2552

0.6305

0.8024

0.8628

PZT2

0

0.2595

0.6253

0.7907

0.8844

PZT3

0

0.2618

0.6353

0.7973

0.8722

PZT4

0

0.2478

0.5733

0.5791

0.7398

四、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設計與發展由智能骨材為感測
器之混凝土結構健康診斷的新方法，經由
震動台實際測試的結果顯示，利用所提之
損傷指標矩陣可有效檢測混凝土結構之損
壞狀態，由於本研究發展之以智能骨材為
感測器的結構健康診斷較其他傳統方式更
為經濟有效，故其將來有運用於實際土木
結構之潛力與優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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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樓層隔震建築之耐震行為研究
張國鎮1 汪向榮2 林孟慧3 江春琴4

摘 要
近二十年來隔震技術漸趨成熟，國內外隔震建築物數量迅速成長。其中，將隔震裝
置應用於基面以上的其他樓層，即所謂中間層隔震建築物的應用案例亦與日俱增，然而，
國內外對於中間層隔震建築物之相關研究並不多，其隔震效益與可行性仍有待評估。因
此，本研究採用簡化的三自由度模型，即上部結構、隔震層與下部結構進行參數分析，並
利用目前興建中的台大土木系教學研究大樓進行分析驗證，並於近期進行縮尺結構之
振動台試驗，以探討高模態反應對於中間層隔震建築物隔震效益的影響。相信本研究之
初步成果，對於未來評估中間層隔震建築物之耐震行為，將有很大的助益。

關鍵詞：中間層隔震、高模態、隔震效益

震之處，是在於隔震系統設置於基面以上
的樓層，如台北公館捷運共構大樓以及一
些高級住宅大樓等(如圖一)。然而，目前中
間層隔震建築並無可遵循之設計規範，僅
能依照現行基礎隔震建築規範進行設計參
照，因此，相較於基礎隔震其是否存在設
計上之特殊考量，仍需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一、前言
由於 1999 年 9 月 21 日台灣集集大地
震造成國內結構物受到重大的損害，國人
開始重視結構物的耐震性能表現，並逐漸
應用被動控制技術於新建或補強結構物，
隔震系統的應用便是其中一種。根據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統計，預計至 2009 年底，國
內至少會有 29 棟隔震建築物完工，其大多
為鋼筋混凝土住宅建築。在相關隔震設計
規範擬訂方面，內政部於 2002 年 4 月發行
了建築物隔震設計規範[1]，並於 2005 年 7
月頒訂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中
[2]，併入了隔震建築物之設計，以協助國
內工程師正確無誤地設計隔震結構，並有
效地推廣國內隔震結構之應用。

目前中間層隔震建築物的研究文獻並
不多，2000 年洪 忠憙與小林 正人[3、4]
研究中間層隔震結構基本振動特性，以及
受震下各樓層的位移與加速度反應，並初
步 提 出 非 預 期 的 模 態 耦 合 影 響 (Modal
Coupling Effect)；2004 年陳玫君[5]針對加
裝速度型阻尼器的中間層隔震建築進行受
震下之靜動力分析；2007 年蔡宜真[6]首次
進行中間層隔震縮尺結構振動台試驗，並
初步探討下部結構勁度對於隔震效益的影
響。然而上述相關研究，仍無法針對實務
工程應用提出一套有效且可依循的設計參
考準則。因此，本文首先利用 Kelly[7]針對
基礎隔震結構所提出的簡化二自由度模型
(二個堆積質量)，衍生為三自由度模型(三
個堆積質量)，其分別代表上部結構、隔震

隔震基本概念在將結構物的基本振動
周期延長，以有效降低傳遞至上部結構的
地震力。近年來國內外隨著隔震技術逐漸
成熟，亦因應經濟效益、施工品質以及社
會環境特色(如台灣地狹人稠與都市發展
等特色)因素的考量，因此發展出中間層隔
震建築物的設計與應用，其不同於基礎隔
1
2
3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橋樑組組長，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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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與下部結構，並調整上、下部結構之質
量比與頻率比進行參數分析，以期深入暸
解其真實受震反應，另外，更針對模態耦
合與高模態影響進行探討，並採用興建中
的台大土木系教學研究大樓之相關參數進
行分析驗證，同時設計中間層隔震縮尺結
構振動台試驗，於 2008 年完成實驗驗證。

二、基本公式推導與參數分析
中間層隔震結構在等效線性分析中可
合理簡化為三自由度模型(三個堆積質
量)，如圖二所示，i = 1, 2, 3 分別代表隔震
層下方結構、隔震層與隔震層上方結構，
其運動方程式如下：
&& &
& &
&&
⎧mx
1 1 +c1x1 - c2 (x2 − x1) + k1x1 - k2 (x2 − x1) = -mx
1 g
⎪
(1)
⎨m2&&x2 +c2(x&2 − x&1)- c3(x&3 − x&2) +k2(x2 − x1)- k3(x3 − x2) = -m2&&xg
⎪ &&
& &
&&
3 3 +c3(x3 − x2 ) + k3(x3 − x2 ) = -m3xg
⎩mx

可將第 i 層振動頻率定義如下：
k1
m1

,

ω2* =

k2
m2 + m3

,

ω3* =

k3
m3

上部結構對隔震層之頻率比 ω3* / ω 2* 與下部
結構對隔震層之頻率比 ω1* / ω 2* 三項參數進
行分析探討，考慮實務應用可能出現的案
例 ， 因 此 變 數 範 圍 初 步 決 定 為
ω3* / ω2* =1~ 30，ω1* / ω2* = 1 ~ 30，m1 / m2 = 1, 5 與
m3 / m2 = 10 ，以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設
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分別為 S DS = 0.7 與
S D1 = 0.4 進行反應譜分析，可得下列結果：

1. 當 ω1* / ω 2* 增加時，第一模態質量參與因
子隨之減少並趨於定值 ( 如圖三) ，而當
m1 / m2 增加時，第二、三模態質量參與
因子明顯增加(如圖四、五)，顯示此時高
模態的參與對動態反應影響甚大。

圖一 中間層隔震建築物實際案例

ω1* =

對上部結構對下部結構之質量比 m3 / m1 、

(3)

2. 當 ω1* / ω 2* 增加時，下部結構層間變位明
顯減少，然而樓層剪力與加速度反應則
會增加(如圖六、七)；另外，當 ω3* / ω 2* 增
加時，上部結構層間變位明顯減少。
3. 即使 ω1* / ω 2* 與 ω3* / ω 2* 值皆很大，還是會
出現非預期的模態耦合影響，即圖八中
第二、三模態頻率相近之帶寬，從圖九
隔震層最大加速度反應中也可看出此帶
寬的反應明顯放大，特別是當 m1 / m2 增
加時。因此，中間層隔震建築之設計應
避免相關參數落於此區域內，以降低模
態耦合影響。

x3+xg
m3,c3,k3
x2+xg

m2,c2,k2

x1+xg
m1,c1,k1
xg

圖二 簡化之三自由度模型

(a) m1 / m2 = 1

(b) m1 / m2 = 5

圖三 第一模態質量參與因子
在三自由度模型中，假設隔震層等效
週期與阻尼比分別為 3 秒(即 ω2* = 2π / 3 )與
20％，上、下部結構內含阻尼比為 5％，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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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1 / m2 = 1

(b) m1 / m2 = 5

圖四 第二模態質量參與因子
(a) m1 / m2 = 1

(b) m1 / m2 = 5

(a) m1 / m2 = 1

Acc./EPA

Acc./EPA

圖八 高模態振動頻率差值

(b) m1 / m2 = 5
(a) m1 / m2 = 1

圖五 第三模態質量參與因子

(b) m1 / m2 = 5

三、數值驗證

Shear/m2g

Shear/m2g

圖九 隔震層最大加速度反應

(a) m1 / m2 = 1

台灣大學興建中之土木系教學研究大
樓，為地下一層地上九層之中間樓層隔震
結 構 ， 共 裝 設 19 個 鉛 心 橡 膠 支 承 墊
(Lead-Rubber Bearing，LRB)。結構分析模
型與支承墊測試之遲滯迴圈如圖十，上部
結構 (3 至 9 樓)與下部結構(1 樓)之質量分
別為 8755 kN −sec2 / m與 2758 kN − sec2 / m 。

(b) m1 / m2 = 5

Lateral Force (kN)

Acc./EPA

Acc./EPA

圖六 下部結構最大樓層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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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台灣大學土木新系館數值模型與
LRB 實體測試遲滯迴圈
(a) m1 / m2 = 1

本 研 究 採 測 站 TAP022 、 TAP089 、
TAP097 與 NCREE 於 921 和 331 地震下紀
錄與設計反應譜相符的 10 筆水平地震歷
時，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其中在測站
TAP097 於 921 地震下東西向地震歷時之
結構加速度與位移歷時反應 ( 圖十一、十

(b) m1 / m2 = 5

圖七 下部結構最大加速度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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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皆顯示有良好的隔震效果，加速度歷
時反應中可看出高模態反應的參與。圖十
三為各樓層層間剪力分布，可看出在上、
下部結構之受震反應存在一相位差，其主
要原因亦為高模態反應之參與。
0.8
Acceleration (g)

0.6
0.4
0.2
0
-0.2
-0.4
-0.6

Floor below Isolation

Floor above Isolation

Roof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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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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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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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圖十一 絕對加速度歷時反應(TAP097, 921)
Displacemen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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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得到以下結論:

1. 不同於一般基礎隔震結構，隔震層下部
結構與上部結構同樣會影響中間層隔震
結構之隔震效應。
2. 有效折減地上部結構加速度反應，同時
隔震層下部結構應避免因剪力或額外彎
矩造成破壞。
3. 非預期設計之模態耦合以及高模態參與
之影響，會降低中間層隔震結構之耐震
性能，與一般基礎隔震設計只考量第一
模態的動態反應不同，高模態的反應亦
必須酌以考慮。
4. 本研究於 2008 年進行中間層隔震縮尺
結構振動台試驗，並進一步研究中間層
隔震建築的相關設計建議與參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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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相對地表位移歷時反應(TAP097,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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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各樓層最大層間剪力分布

圖十三 各樓層層間剪力分布圖

四、結論
本研究採用簡化之三自由度結構模型
進行參數分析，並針對土木系教學研究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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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之最佳化理論
鍾立來1 吳賴雲2 張忠信3 黃旭輝4 陳宣宏5

摘 要
調諧質塊阻尼器(TMD)乃具有質量、阻尼及彈簧之結構振動控制系統，其自然振頻
與結構之基本振頻相調諧。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及應用已經相當成熟，但是非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仍在發展中。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發展非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
考慮阻尼之非線性，以時間域推導最佳化理論，求解最佳參數。透過理論推導與數值模擬
分析，證明本研究所提非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實屬可行。

關鍵詞：調諧質塊阻尼器(TMD)、非線性、最佳化理論

⎡0
C=⎢
⎣0

一、前言
調諧質塊阻尼器(TMD)乃具有質量、
阻尼及彈簧之結構振動控制系統，其自然
振頻與結構之基本振頻相調諧。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及應用已經相當成熟，但是
非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仍在發展中。有
鑑於此，本研究旨在發展非線性 TMD 之最
佳化理論，考慮阻尼之非線性，以時間域
推導最佳化理論，求解最佳參數。透過理
論推導與數值模擬分析，證明本研究所提
非線性 TMD 之最佳化理論實屬可行。

x (t ) =

b=
f

d

K=

1
2
3
4
5

d

⎡ x d (t ) ⎤
⎢ x (t ) ⎥ 為位移向量
⎣ s ⎦

⎡ −1⎤
⎡0⎤
，
e
=
⎢1⎥
⎢1 ⎥
⎣ ⎦
⎣ ⎦

力， w ( t ) 為外荷載， d 與 s 分別代表 TMD
與結構。
w(t )

ks

xs

cs
ms

fr
fd

xd
md

(1)
圖一 結構加裝非線性調諧質塊阻尼器

其中
⎡m
⎣0

s

r

單自由度結構加裝單一非線性調諧質
塊阻尼器(如圖一)之動力平衡方程式為：

M=⎢

為阻尼矩陣
c ⎥⎦

( t ) 與 f ( t ) 分別為 TMD 阻尼力與回復

二、動力方程式及其分析方法

&&(t ) + Cx& (t ) + Kx(t ) = bf d (t ) + bf r (t ) + ew ( t )
Mx

0⎤

離散時間系統之一階狀態方程式為

⎤ 為質量矩陣
m ⎥⎦
0

z[k + 1] = A d z[k ] + B d f d [k ] + B d f r [k ] + EdW[k ] (2)

s

⎡0 0 ⎤
⎢ 0 k ⎥ 為勁度矩陣
⎣
s⎦

其中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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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k ]⎤
z[ k ] = ⎢
⎥ 為狀態向量
⎣ x& [ k ]⎦

之充分且必要條件
∂J ′

ν

A d = e AΔt 為離散時間系統矩陣
B d = A ( A d − I )B 為離散時間內力矩陣

∂J ′

E d = A ( A d − I )E 為離散時間擾動矩陣

= 2D Dz[k ] + 2D Ew[ k ] + Ad λ[k ]
T

∂z[k ]

−1

T

+ cdν D2 z[k ]

∂J ′

I ⎤
⎡ 0
⎥ 為系統矩陣
⎣ −M K −M C ⎦
−1

(7)

+ k d b d D 1 z[ k ] + e d w[ k ] − z[ k + 1] = 0

−1

A=⎢

= A d z[ k ] + c d b d D 2 z[ k ] sgn( D 2 z[ k ])

∂λ[ k ]

∂c d

−1

∂J ′

⎡ 0 ⎤
B=⎢
⎥ 為調諧質塊矩陣
⎣M b ⎦

∂k d

−1

=

k1

∑λ

T

ν −1

(8)

T

b d λ[k ] + kd D1 b d λ[k ] − λ[k − 1] = 0
T

T

T

ν

[ k ]b d D 2 z[ k ] sgn( D 2 z[ k ]) = 0

(9)

k =0

k1

= ∑ λ T [ k ]b d D 1 z[ k ] = 0

(10)

k =0

其中， z[0] = z 0 與 λ[ k 1 ] = 0 分別為 ∂J ′ ∂λ[ k ] 與

⎡ 0 ⎤
E=⎢
⎥ 為擾動矩陣。
⎣M e ⎦

∂J ′ ∂z[ k ] 之初始條件。最佳化之數值計算

−1

流程如圖二所示。

TMD 之阻尼力與回復力分別定義為
ν

f d [ k ] = c d D 2 z[ k ] sgn( D 2 z[ k ])

(3)

f r [ k ] = k d D 1 z[ k ]

(4)

step i = 0
Initial guess cd(0) = 0 , kd(0) = md (2π fs ) 2

Calculate J (i )

其中
D 1 = [1

−1

D 2 = [0

0

0
1

0]

Calculate state vector z[ k ]

−1]

Calculate co-state vector λ[k ]

c d 與 k d 為 TMD 之阻尼係數與勁度;ν 為速

Calculate gradients of damping coefficient

度次方係數， sgn(•) = • • ， c d 的單位為[質

and gradients of stiffness

量][長度 1−ν ][時間 ν − 2 ]。

∂J (i )
∂c d

∂J (i )
∂k d

Calculate optimal incremental step s

三、最佳化理論

i = i +1
Calculate c d(i +1) and k d(i +1)

為了進行最佳化分析，以結構歷時反
應之平方和作為目標函數 J
J=

k1

∑ y [k ]
2

(5)

k =0

=

Calculate J (i +1)

k1

∑{z

T

No

[k ]D T Dz[k ] + 2z T [k ]D T Ew[k ] + E 2 w 2 [k ]}

J (i ) − J (i +1)
≤ε
J (i)

Yes
STOP

k =0

其中， y[ k ] = Dz[ k ] + Ew[ k ] 為結構反應。並以

圖二 最佳化理論計算流程

離散時間系統動力方程式作為約束條件
J′ =

k1

四、數值驗證

∑ z [k]D Dz[k] + 2z [k]D Ew[k] + E w [k]
T

T

k =0

{

T

T

2

ν

2

+λ [k] Ad z[k] + cdbd D2z[k] sgn(D2z[k])
T

以台北 101 第一振態之單自由度化結
構作為數值驗證分析案例，相關數據見表
一。風力歷時採用 white noise，如圖三所
示。將探討之相關參數無因次化為

(6)

+kdbd D1z[k] + ed w[k] − z[k +1]}

其中， λ[ k ] 為拉格朗日乘子向量。
利用變分學 δ J ′ = 0 可獲得最佳化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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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f = f d f s

(12)

k1

Rd = ∑ ( x s [ k ]) control
2

( x [ k ])
s

k =0

k1

R v = ∑ ( x& s [ k ]) control
2

2
not control

( x& [ k ])
s

k =0
k1

R a = ∑ ( &&
x s [ k ]) control
2

( &&x [ k ])
s

k =0

2
not control

2
not control

Rd

R m = m d m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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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ν = 1.0

(15)

Rd

其 中 Rm 與 R f 分 別 為 質 量 比 與 頻 率 比 ；
R d 、 R v 與 R a 分別為位移、速度與加速度
比。
表一 台北101第一振態參數
自然振態頻率( f S )
0.14251Hz
第一振態質量( m s )

5371.7ton-sec 2 /m

第一振態阻尼( c s )

192.3955ton-sec/m

第一振態勁度( k s )

4036.8 ton/m

0.75
0.70
0.65
0.60
0.55
0.50
1.06
1.02

2000
1600
1200
0.98
800
Rf 0.94 400
cd kN*(sec/m)ν

(c) ν = 2.0
圖四 三維圖(位移比 Rd )
表二 最佳化參數(位移比 Rd )

ν

Rf

cd

Rd

0.5
1.0
2.0

0.9961
0.9916
0.9873

13.62
59.34
988.96

0.5915
0.5721
0.5600

0.75

Rv

圖三 分析風力歷時圖
圖四至圖六分別以結構位移、速度與
加速度作為目標函數所獲得之三維圖。而
表二至表四則是利用最佳化理論分別以結
構位移、速度與加速度作為目標函數所獲
得之最佳化參數數值。由結果可知最佳化
理論可獲得最佳化參數，以驗證本研究所
提出之最佳化理論實屬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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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最佳化參數(加速度比 R a )
0.75

ν

Rf

cd

Ra

0.65

0.5
1.0
2.0

0.9936
0.9886
0.9842

13.60
59.09
980.43

0.8271
0.82059
0.8164

0.55
1.06
1.02

2000
1600
1200
0.98
800
Rf 0.94 400
cd kN*(sec/m)ν

五、結論與展望

(c) ν = 2.0

本研究針對單一自由度結構加裝單一
非線性 TMD 提出最佳化理論，由於系統為
非線性，因此在時間域中進行分析與探
討，首先建立運動方程式，並轉換成離散
時間系統之一階狀態方程式，以結構之歷
時反應作為目標函數，推導出最佳化分析
流程。以台北 101 作為驗證算例，由分析
結果可知本研究所提出之非線性 TMD 最
佳化理論實屬可行。此最佳化理論可提供
計算非線性 TMD 最佳化參數之用。

圖五 三維圖(速度比 R v )
表三 最佳化參數(速度比 R v )

ν

Rf

cd

Rv

0.5
1.0
2.0

0.9983
0.9942
0.9893

13.70
59.74
999.70

0.5857
0.5671
0.5561

Ra

0.9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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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三維圖(加速度比 R a )
96

支撐向量機在系統識別之運用
鍾立來1 陳鴻銘2 楊卓諺3

摘 要
近年來由於建築結構強震反應量測系統的普及與其量測資料的累積，讓相關的系統
識別領域能夠有更完整、豐富與正確資料可以進行相關的研究。傳統的系統識別方法如：
AR、ARX、ARMAX 等模式，在結構系統為線性系統時，皆能夠有不錯的識別效果。本
研究希望利用在資訊領域中一種稱為支撐向量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的人工
智慧演算方法來進行結構系統識別。

關鍵詞：系統識別、人工智慧、支撐向量機、SVM
data)： {( x1 , y1 ), ( x2 , y2 ),L , ( x N , y N )} ，欲以
SVR 迴歸出一線性函數來近似訓練資料的
輸入與輸出關係如下式：

一、前言
過去常見的人工智慧演算法如：類神
經網路 (ANN)、模糊理論 (Fuzzy) 等，皆
利用於結構控制及系統識別等相關的研
究，並且皆能夠有不錯的結果。而近年來
在 資 訊 領 域 中 於 機 器 學 習 (machine
learning) 中，發展了所謂的支撐向量 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簡稱 SVM。此方
法大量的被運用在人臉辨識與聲紋辨識
等，顯示此方法在分類問題 (classification)
有不錯的效果。另外此方法也被延伸運用
在 迴 歸
(regression) 問 題 與 聚 類
(clustering) 分析。此方法與類神經網路相
較而言，其優點為將最佳化的目標為結構
風險 (structural risk) 最小化而非類神經網
路的經驗風險 (empirical risk) 最小化。且
其不會有如同類神經網路的區域最小值
(local minimum) 的問題。因此，本研究利
用 SVM 於結構系統識別上，先初步對 SVM
於迴歸問題進行基本的研究與數值上的驗
證，日後再進一步將其運用於實際結構的
監測與識別。

f ( x) = w, x + b

為了找尋如同(1)式中的近似函數 f (x) ，
SVR 演算的最佳化目標函數如下式：

min

3

)

(2)

上式中的 ε 為精度係數，其表示在 ε 的精度
下，存在一個函數 f (x) 能夠近似訓練資料
(training data) 間 的 輸 入 與 輸 出 關 係 ( 圖
一)。ξ (∗) 為鬆弛變數 (slack variable)，引入
此鬆弛變數是為了使演算法能夠容許一定
的誤差存在。常數 C 為一個大於零的取捨
(trade-off) 係數，其用來決定在 (2)式中的
第一項與第二項間的權重。為求解 (2)式的
最佳化問題，將原 (2)式最佳化問題建構成
Lagrange function 如下式：

考慮欲迴歸的 N 組訓練資料 (training
2

(

N
1 2
*
w + C ∑ ξi + ξi
2
i =1

⎧ yi − w, xi − b ≤ ε + ξ i
⎪⎪
*
constraint: ⎨ w, xi + b − yi ≤ ε + ξ i
⎪
*
⎪⎩ξ i , ξ i ≥ 0

二、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1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副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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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

(

N
N
1 2
*
* *
w + C ∑ ξ i + ξ i − ∑ ηiξ i + ηi ξ i
2
i =1
i =1

)

的拉格朗日乘數。求出後再代回 (7)式即可
完成函數近似。

(3)

N

− ∑ α i (ε + ξ i − y i + w, xi + b )
i =1
N

(

− ∑ α i ε + ξ i + yi − w, xi − b
*

i =1

*

)

(3) 式中的 α i(*) 與 η i(*) 為將束制條件引入方
程式後所採用的拉格朗日乘數 (Lagrange
multipliers)。
圖一 ε -insensitive loss function

對 (3)式中的變數取偏微分可得：

∂L N *
= ∑ αi − αi = 0
∂b i =1

(4)

N
∂L
= w − ∑ α i − α i* xi = 0
∂w
i =1

(5)

∂L
= C − α i(*) − ηi(*) = 0
(*)
∂ξ i

(6)

(

)

(

)

三、數值模擬
3.1 線性多項式近似
假設一線性的函數如下：
y[k + 1] = a1 y[k ] + a2 y[k − 1] + b1u[k ] + b2u[k − 1]

(9)

由第 (5)式可得：

w = ∑ (α
N

i =1

i

−α

*
i

設定的初始參數如下：

)x

(7)

i

[a1 , a2 , b1 , b2 ] = [1.5, − 0.9, 0.3, 0.2]

u[k] amplitude

y[1] = 20, y[2] = 15 (initial condition)
由 (7)式發現，當求解出拉格朗日乘數後，
可藉由此式代入訓練資料的輸入項 ( xi ) 即 且 u 為隨機產生的 200 點輸入項，參考圖
可以解得迴歸函數 (1) 式中的 w 值。而 (1) 二。
式中的 b 值，在本研究中先假設訓練資料
3
沒有偏移 (off-set)，故先假設為零，可不考
2
慮此項的計算。於後續的研究會再逐步加
入考慮。
1
將 (4)、(5) 與 (6)式代入 (3)式則可以將原
最 佳 化 問 題 轉 換 為 一 個 對 偶 問 題 (dual
problem) 如下：

maximize:
−

(

)(

)

(

)

(

)

subject to:

i =1

i

-3
0

50

100
k

150

200

圖二 Input u[k ]

(8)
N

-1
-2

N
N
1 N
α i − α i* α j − α *j xi , x j − ε ∑ α i + α i* + ∑ yi α i − α i*
∑
2 i , j =1
i =1
i =1

∑ (α

0

為了使 SVR 迴歸出上面假設的四個參數
a1 , a2 , b1 , b2。因此將系統反應資料與輸入資
料形成如下的訓練資料格式：

− α i* ) = 0 and α i , α i* ∈ [0, C ]

{xi , yi } = {[ y[k ], y[k − 1], u[k ], u[k − 1]], [ y[k + 1]]}

上面的對偶問題，即可由二次規劃
(quadratic programming) 的計算求出待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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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以看出訓練資料的輸入項 ( xi ) 為
4 × 1 的向量，輸出( yi )為 1× 1 的純量。總共
形成 200 點的訓練樣本。 ε 設定為 0.005，
C 設定為 1。原始反應 y[k ] 可參考圖三的上
圖。經過 SVR 演算法回歸四個參數後所模
擬的 y[k ]sim 為圖三的中間圖，下圖則為兩
者的比較。由圖形比較可以發現所模擬出
的結果與原始的反應非常接近，而 SVR 所
回歸的四個參數結果如下：

行迴歸可得到四個參數如下：

[aˆ1 , aˆ 2 , bˆ1 , bˆ2 ] = [1.8246, − 0.9624, 0.1054, 0.0325]
則該單自由度的系統矩陣為:
⎡0
A=⎢
⎣ a2

對上述系統矩陣進行特徵分析即可求得該
單自由度結構的頻率與阻尼比分別為：

f 0 = 3.0007Hz

[aˆ1, aˆ2 , bˆ1, bˆ2 ] = [1.4995, − 0.8996, 0.2989, 0.1994]

ξ = 0.0508
與最初假設的單自由度頻率與阻尼比非常
接近。

0

sim

y[k]

sim

-20
0
20

50

100

150

0.3

200

0.2

0
-20
0
20

0.1

50

100

150

El Centro (g)

y[k]

20

y[k] vs. y[k]

1⎤ ⎡
0
1 ⎤
=⎢
⎥
a1 ⎦ ⎣− 0.9624 1.8246⎥⎦

200

0
-20
0

0
-0.1
-0.2

50

100
data point

150

200

-0.3

圖三 模擬結果與比較圖(上：原始 y[k ] 、
中：模擬 yˆ[k ] 、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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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l Centro 地震歷時圖

3.2 單自由度系統識別
8
Abs. acceleration (m/sec2)

假設一單自由度結構，質量
m = 1880 (kg) ，其結構頻率為 3 (Hz)，阻
尼比為 0.05。換算成結構勁度與阻尼分別
為：

k = 667974.8259 (kg/m)
c = 3543.7165 (kg/(m/sec))
圖四為單自由度結構所受到的 El Centro 地
震力歷時圖，而結構的絕對加速度反應如
圖五所示。將絕對加速度反應與 El Centro
地震力輸入以 3.1 小節中的線性函數(9)表
示輸入與輸出的關係。其中 y[k ] 為結構的
絕對加速度反應， u[k ] 為 El Centro 地震力
輸入。再同樣以 SVR( ε = 0.001, C = 10 )進

6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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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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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圖五 單自由度結構絕對加速度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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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展望
支撐向量機 (SVM) 是一種比較新的
最佳化方法，本研究初步對此方法在迴歸
的運用上進行線性系統與無考慮雜訊影響
的數值驗證。後續的研究會探討 SVM 演算
法於非線性的運用，其會引入非線性核函
數 (kernel function) 的概念，及演算法中 ε
與 C 如何定的模式選擇 (model selection)
探討。也會考慮訊號受雜訊的影響，期能
夠較過去的系統識別方法有更佳的識別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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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滾動隔震系統之動力分析
鍾立來1 楊卓諺2 陳鴻銘3 盧煉元4

摘 要
結構隔震系統，能夠降低結構在受到地震力作用下的振動反應。但是，若隔震器
的振動頻率為固定的，則容易產生共振反應與過大的位移，而非線性的隔震系統或許
可以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本研究旨在探討非線性滾動隔震器之動力行為，質塊以支
點梢接於圓形隔震器上，且支點可偏離圓心。經過運動方程式的推導，可以發現此隔
震器之振動行為與其承載的質量無關，僅與隔震器之曲率半徑及支點之偏心有關。當
支點之偏心距介於 0 到半徑之間，則此系統為一非線性系統。在固定初始轉角的條件
下，隔震器的振動頻率隨著支點之偏心距增加而提高。當隔震器之轉角或支點之偏心
距較低時，此系統接近線性行為。在 sine 波之作用下，由於隔震器之非線性，可避免
共振反應。因此，本文所探討之非線性滾動隔震系統實屬可行，經由適當之設計，隔
震器即可發揮效果，有效降低結構之反應。

關鍵詞：隔震、非線性、偏心比、滾動、結構動力

一、前言

二、運動方程推導

一般傳統隔震結構常用之隔震週期介
於 2 至 3 秒間，恰好落在近斷層波之常見
主震週期內。所以要注意這樣的系統裝置
在靠近斷層之結構物，所可能發生的共振
效應。有鑑於此，本研究即針對非線性的
隔震方法，以理論推導及數值模擬，探討
非線性圓形滾動隔震器之行為。透過支
點，將質塊梢接於圓形隔震器，若插梢中
心偏離圓心，即具非線性。先以拉格朗日
方程式(Lagrange’s equation)進行此隔震系
統的運動方程式推導，由質塊之質量、隔
震器之直徑及支點之偏心等參數構成運動
方程式，並據此執行數值模擬。再以自由
振動之歷時分析，了解初始轉角對自由振
動週期之影響。繼而以地表 sine 波，進行
強迫振動之歷時分析，了解地表加速度之
頻率對質塊反應之影響，並探討共振效應。

本研究利用支點偏離圓心的圓形滾
動，來進行隔震 (參見圖一)，其反應為一
種非線性的滾動行為，如圖二所示。圓的
半徑為 R ，質塊之質量為 m ，其支點施加
在距離圓心 αR 的位置，α 為描述質塊支點
在半徑 R 上的位置參數，以偏心比稱之。
為推導此系統的運動方程式，本文採用拉
格朗日方程式(Lagrange’s equation)可得運
動方程如下：
R(1 + α 2 − 2α cosθ )θ&& + αR sinθ ⋅ θ&2 + αg sinθ + (1 − α cosθ ) X&&g
=0

(1)
當轉動的角度 θ 很小時，即 θ → 0 ，則
sin θ ≅ θ ，且 cosθ ≅ 1 ，經微小轉動假設的
簡化下，此系統之線性頻率(linearization
frequency)為：
f0 =

1
2π

mgαR
1
αg
=
mR 2 + mα 2 R 2 − 2mαR 2 2π (1 − α ) R

(2)
1
2
3
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博士生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副教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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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值模擬
3.1 自由振動
隔震器的自由振動模擬，可利用 (1)
式，地表加速度設為零，給定不同的初始
位移 (轉角) 並配合不同的偏心比 α ，以探
討其反應。隔震器在小角度轉動之下，系
統可視為線性，由 (2) 式，可以計算出隔
震器線性頻率 f 0 ，其值隨偏心比 α 而變
化。若初始轉角 θ 0 並非微小，系統不能再
假設為線性，經由數值模擬，即可解得系
統之反應，雖然系統為非線性，但自由振
動之反應仍為週期函數，其振動頻率隨偏
心比 α 及初始轉角 θ 0 而變，其頻率變化的
趨勢可參考圖三，隔震器之振動頻率隨著
偏心比 α 減小而降低。而偏心比 α 越小，
表示質塊之支點越靠近圓心，越接近線性
滾動之行為。當偏心比 α 越大，則表示質
塊之支點遠離圓心，並往圓週靠近，而隔
震器之振動頻率逐漸變高，當 α 等於 1 時，
其行為類似於質塊固定在地表上，其振動
頻率將趨近於無限大。若偏心比 α 落在 0
與 1 之間，則質塊在初始轉角 θ 0 下，將會
往復擺動。
當偏心比 α ＝0.5 時，隨著初始轉角 θ 0
的不同，隔震器之振動頻率落在 0.345(Hz)
到 0.702(Hz)之間。在滾動角度曲線的部
分，不難發現隨著初始轉角 θ 0 的增加，其
振動頻率逐漸降低，且在初始轉角 45 度
下，其角速度與角加速度已經有明顯的非
線性行為。當初始轉角為 90 度時，其歷時
反應可參考圖四到圖七。由圖五轉動角加
速度歷時，可以清楚看到非線性行為。其
相位圖(圖六)的圖形類似一個鑽石型，不同
於以往線性系統的圓形或橢圓形。由基底
剪力與水平位移關係圖(圖七)，也可以清楚
的看到非線性的行為改變。且縱然有負勁
度之出現，但其割線勁度仍為正。

3.2 強迫振動：地表加速度
強迫振動的模擬部分，因強迫振動較

接近真實面對的地震問題，且隔震的目的
是希望隔震器上部結構的反應降低。因
此，相對於隔震器而言，比較關心的是質
塊的位移、速度與加速度。定義本研究在
加速度反應的加速度比如下：
加速度比 =

max 絕對加速度
max 地表加速度

運用上式，可以得到經隔震器隔震後的加
速度比，當此加速度比越高，表示隔震後
的加速度反應較大。反之，此加速度比越
低，則表示隔震後的加速度反應比輸入的
地表加速度小，有較好的隔震效果。由前
面第二章的推導已經知道隔震系統在受到
地表加速度作用下的運動方程式，如 (1)
式。運用此非線性的運動方程式進行不同
地表加速度下的數值模擬。本文之地表加
速度採用 sine 波，而 sine 波之頻率分別為
0.5 倍、1 倍與 2 倍的隔震器線性頻率( f 0 )。
將偏心比 α 設成 0.5，隔震器之線性頻
率約為 0.6997 (Hz)。若地表加速度為 sine
波，振幅為 3(m/sec2)，頻率 f 為隔震器頻
率的 0.5 倍，即 f = 0.5 f 0 = 0.3498(Hz) ，總
模擬時間為 130 秒，但擷取前 80 秒來表
示。由前面章節的推導與前小節自由振動
反應的分析，可以得知當偏心比 α 越大時
(支點越遠離圓心)，表示此隔震系統的非線
性程度逐漸增加，其頻率的變化範圍變
大，所以相較過去熟知的線性系統而言，
從質塊位移、速度或加速度歷時曲線上，
不容易看出其振動的規律，但在相位圖的
表現上，則可以清楚看出非線性的振動行
為。另外，質塊的絕對加速度反應約在正
負 5(m/sec2)振盪，比輸入的地表加速度振
幅 (3 m/sec2) 來得大，加速度比為 1.64。
若地表加速度之頻率改為 1 倍的隔震器線
性頻率，即 f = f 0 = 0.6997(Hz) ，總模擬時
間為 130 秒，但擷取前 80 秒來表示 (圖八
至十一)，觀察圖八位移歷時曲線，可以發
現振動的幅度比 0.5 倍時的情況更大，且在
速度與絕對加速度的歷時曲線，也同樣有
更大的振幅，加速比為 1.93，並未因共振
而發散。若地表加速度之頻率 f 再提高到
隔 震 器 線 性 頻 率 的 2 倍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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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2 f 0 = 1.3993(Hz) ， 將 此 情 況 下 的 位
移、速度與加速度曲線與前面 0.5 倍、1 倍
的曲線比較，可以清楚的看到其振動的幅
度皆比前兩個情況要小，且加速度反應降
到約 2(m/sec2)，加速比為 0.78。另外，將
每個情況下的地表加速度圖與絕對加速度
相比較，不難發現隔震器的振動頻率皆比
所輸入的地表加速度頻率要低，因此可以
知道此隔震器能夠把所輸入的高頻擾動，
降為較低頻的反應。

2. Jangid RS, Londhe YB. Effectiveness of
elliptical rolling rods for base isolation.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998;
124:469-472.
3. Yang YB, Lu LY, Yau JD. Chapter 22:
Structure
and
Equipment
Isolation,
Vibration and Shock Handbook, edited by
C. W. de Silva,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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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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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非線性隔震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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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非線性滾動隔震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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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的結果可以清楚的看到，隔震
器的振動頻率會隨著擺動的角度大小及支
點偏心的程度而變。擺動幅度越大頻率越
低，反之擺動幅度越小則頻率越高。若偏
心比介於 0 與 1 間，即 0 < α < 1 ，則質塊
將在自由振動下或地表 sine 波強迫振動
下，進行往復擺動，為一種週期運動，但
並非單一頻率，在任一週期內，頻率隨時
間而變化。利用此特性，配合強迫震動的
數值模擬結果，本文發現當地表激振頻率
與隔震器之線性頻率一致時，本文隔震器
不會產生共振效應而發散，並能夠將原本
高頻的地表加速度，轉化為較低頻的反
應。而偏心比 α 的選擇，也會影響其位移、
速度與加速度的反應，偏心比 α 越大，隔
震器之頻率越高，其在位移的反應上有較
小的振幅，但加速度反應會較大。反之，
若偏心比 α 越小，即越靠近圓心，隔震器
之頻率較低，能夠在加速度反應上有較佳
的隔震效果，但位移反應會較大。另外，
本文在隔震器與質塊間的連接，假設為無
摩擦的鉸接，後續將進一步的加入摩擦的
效應，推測其在加入摩擦力的考量後，將
有更佳的消能與隔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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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偏心比( α )與初始轉角( θ 0 )對振動頻
率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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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量測技術應用－關廟國小現地試驗影像量測
楊元森1 施明祥2 童士恒3

摘 要
本文介紹關廟國小現地實驗所採用的影像量測技術與量測的結果。本次實驗採用影
像技術用以量測的對象包括：崩塌位移路徑量測、柱變形量測，以及基礎變形的量測。以
實驗量測的角度觀之，校舍結構推垮現地試驗量測的最大特色在於長位移且多軸向的量測
不太容易以傳統的量測儀器來進行。本研究利用攝影的方式以影像量測技術來進行，一方
面在本實驗補足傳統量測儀器的不足，另一方面並期望透過此實驗，提高國內土木工程領
域影像量測之推廣與經驗的交流。
現今的影像量測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並已廣泛應用於醫學、機械、航太與電機等工
業，且市場上已經存在工業級的影像量測工具等產品。但由於價格昂貴，過去只有少數能
負擔高價工業等級產品的企業才得以利用。隨著現今平價數位科技的進步與其成本大幅降
低，數位影像量測開始普及化。如今利用一般消費等級的攝影設備，搭配影像量測的軟體
技術，也能進行影像量測的工作。隨著影像量測技術提升與成本降低，未來利用影像量測
於現地工地量測、結構監測與危險區域之工程量測，都將是相當具有潛力的工程應用。

關鍵詞：多軸向大位移量測、影像式量測技術、影像分析與處理

一、前言
本中心於 2005 年開始引用影像分析技
術於實驗量測，並開發一套 2D 影像分析軟
體 ImPro[1]。本中心除了與歐盟結構實驗
室(ELSA)之外，本年度並與國立高雄大學
及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作，參與本中
心之台南關廟國小現地推倒實驗[2]之影像
量測[3]。本文主要節錄自文獻[3]。
影像分析技術已被應用於各個不同的
工程與科學領域。Shih 等人[4]成功將數位
影像量測技術應用於觀測磚牆受鉛垂力下
裂縫生成。歐盟結構實驗室進行 RC 結構
實 驗 樓 板 應 變 場 量 測 與 裂 縫 偵 測 [5] 。
Capart 等人[6]以影像追踪流體實驗中的顆
粒位置，藉以重現實驗流場。類似應用案
例可謂不勝枚舉，說明此方面應用研究具
有相當實務需求與應用研發價值。

二、關廟國小實驗影像量測結果
1
2
3

關廟國小實驗包含四次推倒實驗：實
驗一：鋼板補強、實驗二：擴柱補強、實
驗三：預力鋼鍵補強與實驗四：未補強。
在實驗一中，本研究進行動態崩塌路徑與
柱變形量測；實驗二進行柱底位移量測；
實驗三與四進行基礎變形量測。
實驗一之動態崩塌路徑量測採用數位
攝影機拍攝崩塌動態影像，並於實驗後進
行影像式的平面位移分析，並由此推算其
加速度歷時。本量測假設崩塌時之位移量
維持在一個 2D 平面。本量測採用消費市場
等級高解析度攝影機，其影像輸出為每秒
30 張解析度為 1920 x 1080 交錯式影像。影
像分析以 Bouquet’s 工具[7]，配合現地試
體上佈置的大型棋盤作為現地校正棋盤進
行相機參數校正與定位。本量測以 ImPro
進行影像識別追踪，再以 Bouquet’s 工具
進行空間轉換，以求得相機與試體之座標
轉換關係，並配合 Bouquet’s 計算位移量。
圖一為本量測以 ImPro 進行追踪的畫面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 立高雄 第一 科技大 學營 建工程 系教 授
國 立高雄 大學 土木與 環境 工程系 助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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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二為量測得的崩塌屋頂位移與利用
差分法所求得之加速度歷時。

(b)

(c)

(a)

圖一 利用 ImPro 進行動態崩塌路徑量測

圖三 (a) 實驗一柱 A4 經標記後之數位影
像,(b)規則標記,(c)不規則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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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實驗一崩塌位移與加速度量測結果
實驗一之柱變形量測對象為試體之
A4 柱(各實驗之詳細柱位圖請詳見[2])。量
測變形包括柱水平位移、轉角與曲率。本
量測採用 Canon EOS 300D 相機，輸出解
析 度 為 3072 x 2048 ， 搭 配 SIGMA
18-200mm F3.5-6.3 DC 鏡頭。由於記號並
未佈滿整個柱子，所以只能以數位影像相
關係數法用單點追蹤模式進行分析，追蹤
A4 柱上各記號點中心之位置。曲率乃利用
差分法求兩測線各點而測得。圖三為 A4
柱的量測影像與標記情形。圖四與圖五分
別為柱旋轉角與曲率量測結果。圖五中可
發現雖然雜訊不小，但所有曲線在柱高介
於 50 ~ 200 cm 之間的曲率變化大致為線
性，而在柱高約為 30 及 250 cm 上下的曲
率變化非常大，顯示這兩個位置是塑性鉸
發生的位置。

圖四 實驗一柱變形之旋轉角量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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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實驗一柱變形之柱左側曲率量測結
果
實驗二之柱變形量測以數位相機與數
位攝影機之靜態拍攝功能，進行影像式的
平面位移分析。本文僅介紹實驗二 A4 柱
之柱底中線平面位移量。本次量測忽略相
機本質參數的影像扭曲效應。圖六為本量
測結果。請注意此圖為橫置，且水平與垂
直的長度比例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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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位移。然而，在實驗過程中，R 標並
非完美的固定不動參考點，而會因地樑變
形而產生相當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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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實驗二之柱變形量測結果
實驗三與四之基礎變形量測以數位相
機與數位攝影機之靜態拍攝功能，拍攝每
一次推步的結果，並於實驗後進行影像式
的平面位移分析。本次量測亦忽略相機本
質參數的影像扭曲效應。圖七為量測目標
圖示；圖八為基礎變形量測配置。實驗四
的配置亦與實驗三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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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實驗四柱三 UL 標 X 向位移

三、小結與展望

圖七實驗三與四基礎變形量測目標

藉由本次關廟國小的現地實驗，本中
心與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立高雄大
學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影像量測研
發團隊合作，利用各種影像擷取與分析技
術，進行結構動態崩塌路徑量測、柱變形
量測與基礎變形量測。這些量測數據都是
傳統量測儀器不易取得的量測數據。藉由
本次實驗，以上研究團隊得以分享彼此的
研究經驗與技術，促成國內土木學術界在
數位影像量測方面更多的交流。
整體而言，透過本次現地實驗的影像
量測工作，研究團隊歸納研究心得如下：

圖八實驗三與四基礎變形量測配置
圖九與圖十分別為實驗三與四之柱三
UL 標之量測結果。每一個圖標點，均各
於上下方標出一個影像像素的範圍。以上
所量得的 UL 與 LL 標的位移都是相對於 R

1.影像分析可以進行無接觸的安全量
測，因此可以進行全程施載控制，並可應
用於大型結構實驗之量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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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像量測結果為絕對位移，不受地表

變形的影響。克服傳統位移量測方法需要
參考點的缺點。
3.影像量測的精度可能高逹 0.16mm，
並不亞於電子式儀器。且其觀測範圍大，
可同時監測大量位置的運動。
4.以商業化的數位攝影機進行動態運
動量測，結果令人滿意。若改用影像品質
更佳的工業用 CCD，將可得更佳的量測品
質。
5.由量測所推得之側推量，經修正後發
現與實驗設定之停機側推量大致相同，證
實此量測方法應用於大型結構實驗量測之
正確性。
6.分析結果顯示，影像量測技術可用以
確定塑性鉸是否發生，並且可大致定出發
生的位置與範圍。
7.在本次實驗量測中，因為並未將整個
柱子標記，所以必須以內插方式計算測線
上各點之變形後座標，若能於整個柱子上
標記，則可直接用數位影像相關係數法以
點位追縱方式求得各點之變形後座標，如
此可增加精度，應可降低雜訊。
8.在相機可拍攝的區域內，影像分析的
技術已經可以取代現場人力記錄裂縫的工
作。過去一些結構實驗中，研究人員在結
構開始開裂時派遣或帶領同仁進入結構體
內進行現場裂縫的繪製。一般研究人員相
信在某種程度的結構破壞情況之下，結構
體崩塌的機會相當低，足夠安全讓人員進
出。隨實驗安全意識不斷提高，鮮少發生
的意外狀況也被列入安全考量，例如實驗
儀器失控、油壓千斤頂無預警地失去支撐
力，或是主動控制式千斤頂因控制軟體發
生不正常運作而導致試體發生預期之外的
行為。當前的攝影技術與攝影設備已經可
以在遠距離擷取得清淅的結構裂縫情況，
不但足以進行裂縫寬度的量測，也可減少
人員進出危險區域的次數，提高工程安全
性。

除了在實驗應用方面，影像量測技術亦已
開始被應用在實務工程方面。未來利用影
像量測於更高精度的現地工地量測、更多
元化的結構監測與危險區域之工程量測，
都將是相當具有潛力的工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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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E 與美國 UI-SimCor 跨系統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方法
楊元森1 楊承道2 林立欣3 謝尚賢4 蔡克銓5

摘 要
本文簡短地介紹本研究以創新橋接方法，連接不同地震工程網路同步複合實驗系
統，以解決目前全世界各實驗室使用不同且不相容實驗系統界面而造成無法進行合作實驗
的問題。此方法建立一個通用的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並在此架構下，提出不同系統的
訊息轉譯機制。透過此方法，任何兩個不相容的實驗系統可以進行一個合作式的網路同步
複合實驗，而不需修改各實驗系統的原始程式。依照此方法，本研究實作出一個雙向轉換
模組(Translator)，連接本中心研發的 ISEE 實驗系統與美國 NEES 計畫的 UI-SimCor 實驗
系統，使本中心得以與美國使用 UI-SimCor 系統的 NEES 實驗室進行合作式網路同步複合
實驗。本研究以 2006 年我國與加拿大之大型橋柱合作實驗為範例，以軟體模擬 ISEE 與
UI-SimCor 之合作實驗，成功地驗證本方法的可行性。

關鍵詞：網路同步複合實驗、通用橋接方法、ISEE、NEES Ui-SimCor

一、前言
隨著地震工程實驗的規模尺寸日益擴
增、複雜度提高與實驗儀器多樣化，全世
界現今的地震工程實驗室均面臨無法以單
一實驗室提供所有各式各樣的地震工程實
驗需求。為了應付大尺寸與高度複雜性的
實驗需求，各實驗室開始發展各具特色的
實驗儀器與實驗技術，並建立與其它實驗
室合作的軟硬體能力。美國 NEES 計畫發
展 15 個各具不同特色的大型實驗室，更推
動了跨實驗室與跨國合作實驗的相關研究
需求。在此趨勢下，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技
術成為各實驗室與其它實驗室洽談合作實
驗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力。目前全世
界知名的網路同步複合實驗系統包括我國
的 ISEEdb 系統[1]、ISEE ap 系統[2]，美國
NEES 的 UI-SimCor 系統[3]與 OpenFresco
系統[4]。
由於各實驗室可能採用不同系統，而
各系統採用不同的訊息界面標準，使得相
1
2
3
4
5

容性成為跨實驗室的困難之一。解決方案
有二：一是要求各各國各實驗室採用一個
相同的系統，二是建立各國各實驗室系統
間的相容性。由於實驗系統與實驗儀器具
高度的依存與相關性，不易大幅更動，再
加上實驗儀器的多樣化與快速地更新，幾
乎不可能要求全世界地震工程實驗室均採
用相同系統。建立系統之間的相容性是最
佳的解決方案。過去幾年，日本、韓國、
歐盟、紐西蘭與我國均已先後同意將開發
與美國 NEES 軟體模組的相容性，可以看
出建立與此訊息界面相容性，將是與各國
系統建立相容性最有效的方法。目前美國
已建立 UI-SimCor 與 OpenFresco 之間的相
容性，使得各 NEES 實驗室得以進行網路
同步複合實驗。此外，為了維持我國與各
國在未來的合作交流，我國的 ISEE 與
NEES 的相容性開發實刻不容緩。
為了建立系統間的相容性，本研究提
出一個通用性的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理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組長、國立臺灣大學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國立臺灣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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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此架構下，提出一個橋接方法(bridging
approach)，以建立不同系統之間的訊息轉
譯機制。依照此方法，本研究實作出一個
雙向轉換模組(Translator)，連接 ISEE 實驗
系統與 UI-SimCor 實驗系統，使本中心得
以與美國使用 UI-SimCor 系統的 NEES 實
驗室進行合作式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本研
究以 2006 年我國與加拿大之大型橋柱合作
實驗為範例，以軟體模擬 ISEEdb 系統與
UI-SimCor 合作實驗，驗證本方法可行性。
本研究更詳細的介紹可見於文獻[5]。

二、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
本研究所提出的通用橋接方法乃建立
在一個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之
上。此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是依
據前述四個全世界知名的網路同步複合實
驗系統所建立。在此架構之下，通用橋接
方法理論上可以連接於任何兩個此架構之
上的系統。
基於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
一個實驗系統可分為四個基本模組：
Commander 、 Remote Sub-structure 、
Communication 與 Executor，如圖一。表一
為各實驗系統之各模組名稱之對應表。

令，並於執行命令之後回傳執行結果。在
大部份的實驗中，Executor 負責油壓致動
器操作與擷取試體反力，以反應一個子結
構試體的力學特性。Executor 也可是一個
數值模擬器，模擬一個子結構的反應。
Remote Sub-structure 對於 Command 模
組而言，代表一個遠端的子結構。每個
Remote Sub-structure 都有一個相對應的
Executor。
Communication 主 要 功 能 是 負 責
Remote Sub-structure 與 Execotor 的網路訊
息的傳送。在不同的網路同步複合實驗系
統中，雖然採用的訊息傳送標準不同，但
所傳送的訊息意義其實大同小異。最典型
的情況是，Remote Sub-structure 送出位移
至 Executor，而 Executor 回傳反力。
Commander 是實驗命令的產生器。在
一個擬動態複合實驗中，Commander 本身
是一個結構動力數值積分的引擎，有時也
同時進行部分子結構的數值模擬。此外，
透 過 操 作 Remote Sub-structure 模 組 ，
Commander 同時也負責協調各個 Executor
之間的運作順序與例外程序的處理，例如
網路斷線或命令無法被 Executor 接受或正
確執行。
除了以上四個基本模組之外，一個實
驗系統可能還具有其它附帶的模組，例如
資料擷取器模組，攝影機或照相機模組
等。這些模組可以獨立於網路同步複合實
驗系統，或是只要與實驗系統之間建立簡
單的訊號連線，即可以運作參與實驗。

三、不同系統之間的通用橋接方法
圖一 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示意圖
表一 各實驗系統之各模組名稱之對應表
Remote
sub-structure

N-HSE

Commander

ISEEdb

Analysis
Engine

pseoduGen

ISEEap

CGM

(unclear)

UI-SImCor

Main
Routine

MDL_RF

FE software

Experimental
Element

OpenFresco

Communication

Executor

SQL (Data
Center)
NSEP (Central
Server)
LabVIEW2 /
NTCP

Facility
Controller

TCPIP / NTCP

FCM
Component
ExpSite or
ExpControl

Executor 模組的主要功能在於執行由
Remote Sub-structure 模組所傳遞來的命

不同系統之間的通用橋接方法，乃建
立於通用性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架構之上。
在此架構之上，此方法建立一個轉譯模組
(Translator) 以 橋 接 不 同 實 驗 系 統 。
Translator 的主要功能是橋接不同實驗系
統的 Communication 模組。利用此方法具
有兩個特色：(1)原有系統的模組、軟體與
硬體控制程式均不需要修改；(2) Translator
所需要的運算量相當少。本研究測試中，
每時步(time step) Translator 運算時間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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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01 秒 (採用 Intel P4 3.0G 等級之桌上
型電腦)。
一個完整的 Translator 應具備以下的
功能，方能正確地完成一個跨系統網路同
步複合實驗(包含執行 Commander 的主導
系統與不執行 Commander 的隨從系統)。這
些功能包括(1)提供與主導系統的 Executor
界面與隨從系統的 Remote Sub-structure 相
同的界面。以 ISEEdb 與 UI-SimCor 之間的
Translator 為例(如圖二)，若以 ISEEdb 為
主導系統，Translator 一方面必須能提供與
Faciltiy Controller 相同的界面以與 Data
Cente 交 換 訊 息 ， 另 一 方 面 必 須 具 有 與
MDL_RF 相同的界面方能與 UI-SimCor 的
Component 元 件 溝 通 。 圖 三 繪 出
ISEEdb/UI-SimCor Translator 所需要的界
面。(2)Translator 必須能正確地將實驗需要
交換的訊息進行轉換。(3)由於原主導系統
的 Executor 被隨從系統所取代，若原主導
系統 Executor 具有隨從系統 Executor 所沒
有附加功能，則 Translator 必須能適當地執
行這些附加工作。這些附加的工作可能包
括實驗控制自由度的轉換，縮尺實驗的係
數轉換或是例外狀況處理。

限原本採用的 Microsoft SQL Server。由於
ODBC 為已普及的資料庫標準，使 Data
Center 伺服器較易於移植於其它機器。
DOF
Transformation

Exception
Handling

N-HSE A’s
Executor

N-HSE B’s
Executor

N-HSE A’s
Remote Sub-str.

N-HSE B’s
Remote Sub-st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Translator

A-to-B

B-to-A

Translator

Translator
functionality

interface

inheritance

圖三 ISEEdb/UI-SimCor Translator 界面

五、示範例：2006 台灣-加拿大跨國
橋柱實驗之重現
本研究完成數個實驗示範例之軟體模
擬，驗證 ISEE 與 UI-SimCor 得以進行跨系
統網路同步複合實驗。本精簡報告僅展示
其中一個示範例：2006 台灣-加拿大跨國雙
鋼管混凝土(DSCFT)橋柱實驗[6]之重現。
本實驗的結構示意圖如圖四。其中動
力分析之時間積分、橋面板與 P4 橋柱由
ISEE 的 Commander (Analysis Engine)進行
分析，而結構 P1、P2 與 P3 三個橋柱(子結
構)則以 UI-SimCor 的 Executor (Component
元件)負責。三個 Translator 程式物件各分
別負責三個子結構的跨系統訊息轉譯與傳
遞的工作(如圖五)。由於本示範例為軟體模
擬，並沒有實體試體，三個橋柱子結構均
由 OpenSees 的纖維斷面法進行數值模擬。
本示範例的執行結果與本實驗結果一致。
詳細測試細節可參考 Yang et al. 2008。
40 m

40 m

40 m

圖二 Translators 連接兩個 N-HSEs 架構圖

40 m

40 m

Z

Slab 19.48 t/m
X

Y

四、ISEEdb 系統的改良

8.75 m

1.25 m
13.5 m

1. 5 m

10.5 m

13.5 m

在本研究中，ISEEdb 部份功能被改
良，以具備較高的可攜帶性。改良之後的
版本為 ISEEdb 2.0。

圖四 DSCFT 橋梁結構示意圖

ISEEdb 2.0 採 用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ODBC)將 Communication 中
的資料庫擷取抽象化，使得 ISEEdb 不再侷

在以上測試例中，動力分析時間積分
是由 ISEEdb 執行。ISEE/UI-SimCor 合作示
範例的另一種執行方式是由 UI-SimCor 執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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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P4

行動力分析時間積分。在此情況下，軟體
架構圖將類似如圖六所示。
Analysis Engine

OpenSees

PseudoGen 1

PseudoGen 2

PseudoGen 3

~member P1

~member P2

~member P3

PseudoGen
PseudoGen
BeamColumn
Element3 3
Element
Element 4,5,6…

Message in SQL form

Message in LabVIEW2 form
Translator

Translator

Translator

Component
(Fiber Model)

Component
(Fiber Model)

Component
(Fiber Model)

~member P1

~member P2

~member P3

SQ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LabVIEW2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圖五 本文示範例之軟體架構圖
LabVIEW2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Main Routine

Simulation coordinator

SQ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Message
in LabVIEW2 form

MDL_RF 1

MDL_RF 3

MDL_RF 2

Message
in SQL form

Facility Controller
~member ad

Translator

Component 3

2
3

1

2
1

d

d
a

Component 2

Data
Center

e

b

4

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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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NSC95- 2923-I-492-001)。本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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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UI-SimCor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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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總結
本研究提出一個通用橋接方法，以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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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式有限元於結構物倒塌之數值模擬分析
王仁佐1 蔡克銓2

摘 要
本計畫以向量式有限元(VFIFE 或 V-5)之平面剛架元為基本理論，並且加入鋼筋混凝土材料模
型來模擬 RC 構架非線性動力行為。對於鋼筋混凝土材料模型方面引用三參數材料模型，並且考慮
勁度與強度折減及握裹滑移效應。除此之外，在本研究中引入損傷指標於 RC 構件中以便可進一步
評估結構損傷情況，亦可決定 RC 構件是否會發生斷裂。經由數值分析與實驗結果比較可得知，
V-5 確實能模擬鋼筋混凝土結構倒塌行為。

關鍵詞：向量式有限元、三參數材料模型、鋼筋混凝土結構倒塌行為
解 RC 結構物斷裂所引起的非線性動力反
應。

一、前言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立能夠分析結構
物倒塌之數值模擬分析方法，並且比較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進行的 RC 結構物
倒塌實驗，來證明本計畫所提出之數值模
擬方法之正確性。縱觀國內所發生的大地
震均嚴重造成嚴重的生命及財產之損失，
例如在 1964 發生於臺灣的台南白河大地
震，1998 年嘉義地區的瑞里大地震與 1999
年南投縣集集大地震中，許多建築結構因
為構件承載力不足而倒塌。由於鋼筋混凝
土建物在國內相當普遍，因此掌握其結構
系統的極限與崩塌特性的瞭解，無論是用
以提供充份資訊來制訂或修訂下一代我國
耐震設計規範，建物結構補強修復方案或
是耐震能力評估方法，都是相當重要的研
究工作。
有鑑於此，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
不斷致力於鋼筋混凝土結構之極限崩塌
行為的研究與實驗。在其數值模擬研究方
面，本年度以向量式有限元(Vector Form
Intrinsic Finite Element, VFIFE，或稱為
V-5)方法[1]，來模擬鋼筋混凝土結構崩塌
行為。選用此方法之優勢在於能確實有效
模擬構件斷裂與運動軌跡，能夠更詳細瞭
1
2

二、向量式有限元基本理論
V-5 方法是屬於結構的原本模式，將
真實的結構行為以質點及結構元(包括剛
架元，固體元等)的組合來描述，並以質點
在空間的位置定義出結構的幾何形狀。結
構元的內力之計算，描述質點間的互制關
係。V-5 與傳統有限元最基本的差異是連
續體的假設以及微分控制方程式都不存
在。傳統有限元常用的變分法與近似解程
序，以及差誤和收歛討論都不適用。
d (t )

te

A

td
tc
P
tb
ta
B

t0

圖一 質點 B 的運動軌跡與途徑單元
一般質點運動軌跡為連續位移軌跡為
d(t ) ，在 V-5 方法中簡化為離散位移軌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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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圖一，每一個離散軌跡稱為途徑單元
(path element)。每一個質點均滿足牛頓第
二運動定律如下
&& = Fext − Fint
(1)
M Bd
B
B
B
在(1)式中，如何計算質點 B 內力 FBint 即為
V-5 方法重要課題，也是本計畫之研究重
點。
M

M yt

K

M new = − M yt × S1

(a) 勁度衰減參數 S1 示意圖
M
M max × S2

M new = M max × S2

K

三、損傷指標與 RC 構件材料模型
本研究採用鋼筋混凝土構件材料模
型 ， 為 三 參 數 模 型 (Three-parameter Par
Model)Tsai[2]，能夠模擬勁度與強度劣化
及握裹滑移效應。鋼筋混凝土構件在地震
力作用下，經歷反覆荷載會有勁度衰減現
象 ， 因 此 以 勁 度 衰 減 參 數 (Stiffness
Degrading Parameter)S1 來考慮此效應，此
參數只在材料達降服與握裹滑移狀態且發
生卸載行為時才有。一般而言，應用上 S1
介於 1~20 之間。鋼筋混凝土強度劣化也
引用強度劣化參數 (Strength Deterioration
Parameter)，當材料在加載狀態與握裹滑移
狀態時，強度則會發生折減。一般而言應
用上，S2 介於 1~0.7 之間。鋼筋混凝土握
裹滑移主要由混凝土開裂裂縫導致鋼筋混
凝土握裹力不足所產生之效應，因此當材
料於握裹滑移狀態時，會有握裹滑移參數
(Pinching Parameter)S3 來考慮此現象，如
圖二所示。一般而言應用上，S3 介於 0.1~1
之間。
一般來說，在諸多損傷指標定義當
中，以 1985 年 Park 與 Ang[3]所提出構件
中最大變形與累積滯回耗能線性組合的雙
參數模型，最具為代表性。1987 年 Park
與 Reinhorn[4]等人修改 Park 與 Ang 損傷
指標定義，改以下列公式計算損傷指標：
D=

(b) 強度劣化參數 S2 示意圖

φm − φ y
∫ dE
+ βe
M yφu
φu − φ y

(2)

M

而後 1993 年 Stone 與 Taylor[5] 根據 (4)
測試 83 個 CALTRANS 圓形橋柱試體，
並且將損傷指標分類如下：

M max

M new

D < 0.11

K
U max
U max × S3

無損傷或局部小開裂

( 第一類損傷狀態 )
0.11 ≤ D < 0.4

(c) 握裹滑移參數 S3 示意圖

可維修或構件勁度足夠

( 第二類損傷狀態 )

圖二 RC 構件之三參數材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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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不可維修或構件已經破
壞但尚未倒塌

Experiment

Displacement (mm)

0.4 ≤ D < 0.77

( 第三類損傷狀態 )
D ≥ 0.77

倒塌 ( 第四類損傷狀態 )

本文將根據 Park 與 Reinhorn，1987 等人
所定義損指標，作為 RC 構件斷裂與否之
依據，並且進行鋼筋混凝土構架倒塌模擬
分析。同時也以 Stone 與 Taylor，1993 所
建議的損傷分類，來探討 RC 結構損傷與
倒塌現象。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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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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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頂層位移與時間曲線(尚未崩塌)
40

Shear Force (KN)

四、倒塌實驗與數值模擬分析之比較
本計畫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振
動台崩塌試驗結果作為 V-5 數值模擬分析
之比較對象。鋼筋混凝土構件模型是以斷
面模型方式來模擬。屬於線段型歷時模型
(Polygonal Hysteretic Model)中之三參數模
型，可考慮鋼筋混凝土勁度與強度劣化及
握裹滑移等效應。振動台崩塌實驗之試體
與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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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柱子 C4 頂層位移與剪力遲滯回圈
(尚未崩塌)

(a) 振動台崩塌實驗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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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振動台加速度歷時
圖三 振動台崩塌試驗與加速度歷時

本試體共輸入兩次地震歷時，第一次
先輸入 0 至 58 秒之加速度歷時來模擬未崩
塌之行為，再以此狀態下材料參數與數值
分析模型不作任何調整，作為預估後續第
二次加速度歷時 58 至 83.5 秒之鋼筋混凝
土結構崩塌行為。第一次先輸入 0 至 58
秒 V-5 與實驗比較結果如圖四與圖五所
示，說明 V-5 能有效模擬鋼筋混凝土損傷
行為。接下來輸入 58 至 83.5 秒之加速度
歷時，進一步預估鋼筋混凝土結構之崩塌
行為。分析結果如圖六與圖七所示，由此
可得知 V-5 在不調整任何迭代參數下，就
能有效預估鋼筋混凝土結構崩塌行為。
接下來要討論 Park 與 Reinhorn，1987
損傷指標 D 引入 V-5 方法中後，是否能有
效模擬鋼筋混凝土倒塌實驗之結果。由圖
八可得知，損傷指標 D 確實能模擬結構損
傷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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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mm)

100

五、結論與展望

0

本研究計畫已經建立 V-5 方法與三參
數鋼筋混凝土材料模型，來模擬國家地震
中心之振動台崩塌試驗。經由分析結果亦
可得知，V-5 方法適合用於預測鋼筋混凝
土結構之材料與幾何非線性效應及崩塌
行為。除此之外，也引入損傷指標概念來
探討鋼筋混凝土構件之損傷情形。分析結
果亦顯示，Park 與 Reinhorn，1987 損傷指
標 D 定義能反應出 RC 構件的損傷狀態與
斷裂與否之依據。未來本中心將持續研發
V-5 分析方法，並且更進一步以纖維斷面
模型來模擬 RC 構件材料非限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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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變位需求之或然率分析與考慮動力效應之
結構能耐曲線推算法研究（一）
翁元滔1 鄧崇任2

摘 要
2006 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藉由桃園縣瑞埔國小既有老舊校舍，進行一系列的
現地試驗，希冀提供工程師進行耐震評估與補強時之重要參考，並解決既有中小學校
舍之耐震評估與補強之需求。以往的現地試驗皆僅以單向側推方式模擬地震力，但未
能適切考慮實際地震所引致反覆變位行為，故特以其中一座 RC 校舍構架試體，規劃
擬動態試驗與反覆側推試驗以探究其對校舍耐震能力評估之影響，該試驗可作為單側
向載重試驗之對照比較，以探究此兩種加載方式對結構受震反應之影響；靜態反覆側
向載重試驗－本試驗亦為靜態單側向推垮試驗之對照組，透過反覆位移控制手法呈現
結構耐震能力，兩組試驗結果比較後，實驗結果初步獲得不同載重施加方式所得之試
體容量曲線及相關局部構件之耐震性能表現。本組試驗實可作為常見建物耐震評估方
法應如何考慮反覆變位行為之重要參考，故本研究期透過該兩組現地試驗結果，探究
及推導單向側推與反覆側推試驗所得容量曲線之轉換關係，包含其結構強度或勁度劣
化行為之量估，以及對其非韌性柱構件耐震性能表現之影響，以作為先前既有 RC 校
舍現地單向推垮試驗結果修正之依據。

關鍵詞：現地試驗、負勁度、容量曲線、擬動態試驗

分別為靜態單向側推載重、靜態反覆載重
及擬動態載重。本次試驗試驗規劃 4 項試
由於校舍結構之尺寸龐大，實驗室內
驗，分別為：教室 3、4 為空構架標準試體
多採縮尺或單一構件進行試驗，且材料性
受擬動態載重及靜態反覆載重之試驗單元
質、興建時之施工品質、基礎與樓板之模
(命名為試體一)；教室 5、6 為空構架標準
擬皆未能完整反映校舍實際老舊情況，故
試體受靜態單向側推之試驗參考單元(命
除實驗室試驗外，尚須藉由現地試驗之執
名為試體二)；本文探討兩組空構架標準試
行，以瞭解實際校舍結構之耐震能力。本
體分別受單向或側向反覆載重下耐震能力
中心研究團隊遂利用預定拆除之老舊校
之異同，此二棟校舍興建年代相近，且皆
舍，進行了一系列校舍耐震補強之現地試
採標準圖設計施工，兩試體之尺寸相近，
驗，目前已分別於 94 年 1 月及 94 年 7、8
皆為 2 層樓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物，
月完成花蓮新城國中與雲林口湖國小之校
單一樓層有 4 間教室，教室外單側有走
舍現地單向推垮試驗。但其皆未能適切考
廊，走廊外無柱。本研究主要介紹擬動態
慮實際地震中結構往復運動之效應，故於
與反覆側推試驗之試驗結果，並與試體二
2006 年暑假期間，承蒙桃園縣政府協助，
之試驗結果進行初步比較。試驗進行前，
同意本中心於桃園縣瑞埔國小針對待拆除
首先將兩座試體之校舍切割為測試單元與
重建之校舍建築進行實體建物現地試驗。
反力單元，該座測試單元經整理後為 2 層
本次試驗將探討不同載重型式對結構受側
樓結構物，單一樓層有 2 間教室，再利用
力行為之影響，採用三種不同施力方式，

一、前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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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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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二長向基本週期分別為 0.33 秒與 0.
38 秒，而微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體一
與試體二長向基本週期分別為 0.30 秒
與 0.28 秒；強迫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
體一與試體二短向基本週期分別為 0.1
5 秒與 0.17 秒，微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
體一與試體二短向基本週期分別為 0.1
3 秒與 0.14 秒；以上結果皆可看出微振
動試驗結果所得週期皆較其它振動試
驗結果為短，主要因為微振動試驗無法
詳細考慮結構與土壤互制效應。而三種
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體一之阻尼比約
在 2.63%至 3.50%之間、試體二之阻尼
比約在 2.38%至 2.86%之間。

施力控制系統進行擬動態試驗反覆側推試
驗。由實驗所得之頂層位移與基底剪力關
係圖，可驗證探討地震造成反覆變形對此
類校舍耐震性能之影響。

二、校舍動力特性試驗
一般而言，結構物之耐震能力可藉由
模型建置集分析獲得結構物本身之自然頻
率及阻尼比，其關係著結構物基本受震反
應之特性。因此針對既有建築物之動力特
性參數：自然頻率及阻尼比，本試驗經由
結構物實際振動記錄，分析獲得該自然頻
率的阻尼比，作為結構分析模型的校正依
據，並作為擬動態試驗中所需阻尼比及側
向勁度等參數設定之參考。實際量測的方
式有三種：
1. 自由振動(Free vibration)：本試驗規劃
於結構物頂部施力使其變形，再瞬間釋
放，則結構物在本身固有阻尼作用下會
產生衰減特性之自由振動。藉由量測儀
器紀錄振動狀況，進行頻譜分析以獲得
結構物主要振動頻率與阻尼比。
2. 強迫振動(Forced vibration)：以振動產
生器對建築物施加已知振動頻率之穩
定外力，紀錄該建築物擺動情形與大
小。如此逐一改變振動頻率，從低頻到
高頻，分別紀錄建築物在不同頻率下之
反應，即可得到頻率反應曲線，藉此了
解建築物之動力特性。
3. 微振量測(Mircotremor measuremen
t)：本試驗藉由自然界對建築物所造成
的自然振動，經由量測儀器得到結構物
各樓層不同地點之振動，經分析以獲得
結構物本身的振動頻率。
表一為試體一與試體二經以上三
種量測方式得到的結果。本試驗藉由此
三種量測方法，量測振動紀錄以瞭解結
構物本身之動力特性，並據以計算此結
果對於既有結構物耐震能力評估之應
用，可作為結構分析模型參數校正之依
據，提供老舊校舍補強工程之參考。自
由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體一與試體二
長向基本週期分別為 0.36 秒與 0.37
秒，強迫振動試驗結果顯示試體一與試

表一 試體構架之動力特性試驗結果
Longitudinal
direction
Monitoring methods

Transverse direction

Frequency Damping Frequency Damping
(Hz)
(%)
(Hz)
(%)

Free Vibration

2.90

2.63

*

*

Forced Vibration

3.00

3.50

6.44

2.39

Microtremor
Measurement

3.32

*

7.83

*

Longitudinal
direction
Monitoring methods

Transverse direction

Frequency Damping Frequency Damping
(Hz)
(%)
(Hz)
(%)

Free Vibration

2.73

2.38

*

*

Forced Vibration

2.65

2.82

5.85

2.86

Microtremor
Measurement

3.52

*

7.36

*

三、地震歷時與擬動態試驗規劃
進 行擬動態試驗與反覆側推試驗之
前，先分別進行自由振動、強迫振動、微
震量測三種動力特性量測，以獲得結構物
的自然週期與阻尼比。擬動態試驗所選用
施加的地震歷時有兩組：2000 年 6 月 10
日發生在桃園的 TCU006 測站加速度記
錄，與 1999 年 9 月 21 日集集大地震在嘉
義的 CHY041 測站所量得之加速度記錄，
圖一顯示該兩組地震之阻尼比為 5%的彈
性反應譜及原始加速度歷時。若利用
Shome 與 Cornell 所建議之 Sa(T1)法調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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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強度[4]，該方法以結構基本振動週期
T1 為準，將自然地震調整至 T1 所對應該自
然地震譜加速度值 Sa(T1)與平滑化之設計
譜加速度值相同，若以此一地震調整方法
為準，根據自由振動試驗結果所得試體一
長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T1 為 0.36 秒，將
CHY041 測 站 東 西 向 加 速 度 記 錄
(CHY041EW)調整使其 T1 所對應之譜加速
度值與 2005 年台灣建築物耐震規範[5]所
訂該試體所在工址設計地震反應譜之譜加
速度值相同，調整後其對應之 PGA 值為
240gal，作為擬動態試驗第三回 PDT No.3
之地震強度，而縮減其一半強度，使構架
試體保持彈性，故設定擬動態試驗第一回
PDT No.1 及第二回 PDT No.2 之地震強度
皆為 120gal，但分別使用 TCU006 測站南
北 向 加 速 度 記 錄 (TCU006NS) 及
CHY041EW 兩組加速度記錄。擬動態試驗
施載地震力過程參照表二。擬動態試驗結
束後，隨即進行沿結構長向之反覆側推試
驗，其試驗位移歷時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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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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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所得試體構架基底剪力與側
位移角之關係曲線如圖三所示，而當構架
試體一與試體二達基底剪力達最大值後強
度衰減之斜率（在此又稱結構負勁度）分
別為-267.5 kN/rad 與-125.8kN/rad；表三顯
示試體一與試體二之彈性割線勁度分別為
52.3kN/mm 與 52.9kN/mm，最大基底剪力
分別為 1177kN 與 1190kN，顯示兩座試體
之彈性勁度與最大側向強度甚接近，的確
適合作為對照組。
2000

Earthquake
Intensity

Specimen I
In-situ PDT
TCU006EW
TCU006NS
CHY041EW
T1=0.36 sec
Cod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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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反覆側推試驗位移歷時

表二 擬動態與反覆側推現地試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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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擬動態試驗與單側向載重試驗所得
結構負勁度斜率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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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Comparison of stiffness, ultimate base
shear, and peak roof displacement

30

圖一 擬動態試驗所用自然地震歷時與其
加速度反應譜

Frame
Specimen
No.
Specimen I
Specime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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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fness
(kN/mm)
52.3
52.9

Ultimate
base shear
(kN)
1177
1190

Peak roof
displacement
(mm / % rad.)
28.2 / 0.4% rad.
55.1 / 0.77% rad.

2

四、考慮動力效應之結構能耐曲線
推算法
若以等面積法分別將試驗所得試體一
及試體二之容量曲線加以雙線性化後，所
得最大基底剪力所對應之構架側向位移為
δp，令單向側推試驗所得最大基底剪力後
之構架側向位移為δM，則單向側推試驗所
得容量曲線與擬動態試驗所得容量曲線可
依下列式(1)加以轉換：
(1)
When δ > δ p , δ ′ = δ p + (δ M − δ p ) / 2
其中 δ ′ 為單向側推試驗所得容量曲線轉
換後之構架側向位移。修正前後之容量曲
線如圖四所示。

Base Shear (kN)

2000
Mono. Pushover Exp (Specimen II)
Specimen I (+)
0.75Vp, Vp=1126.7kN(=0.95Vmax)
0.6Vp, Vp=1160.5kN(=0.97Vmax)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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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此次擬動態試驗獲得如何修正單向
側推試驗所得容量曲線以考慮地震反
應變形之效應，可應用於先前已執行之
現地試驗所得結構容量曲線，以適切修
正其耐震評估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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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of Drift (%, radian)
圖四 擬動態試驗與單側向載重試驗所得
容量曲線轉換結果

5. 內政部建研所，「建築物耐震規範條文
與解說」，營建雜誌社，2005。

五、結論與展望
1. 試驗所得試體一及試體二之容量曲線
顯示，試體一及試體二之初始彈性側向
彈性勁度分別為 52.3 kN/mm 與 52.9
kN/mm，顯示此二座試體構架之側向勁
度非常相近，的確適合作為試驗對照
組；最大基底剪力分別為 1177 kN 與
1190 kN，即此二座試體構架之側向強
度亦非常相近。
2. 由試驗所得試體一及試體二之容量曲
線顯示，試體一及試體二在達到最大基
底剪力後強度衰減斜率分別為-267.5
與-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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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結構分析平台之開發與應用
林柏州1 莊明介 1 游宜哲 1 楊元森2 蔡克銓3

摘 要
本研究計畫 96 年度主要成果為: (1)利用物件導向技術，將 OpenSees 材料程式庫
整合於 PISA3D 中，擴充 PISA3D 非線性材料程式庫。(2)以 GISA3D 及 PISA3D 分別
作為圖形介面與分析核心開發 GISA3D-IDEERS 軟體，作為 2007 抗震杯高中組參賽學
生模型設計與分析的入門工具。(3)持續擴充 PISA3D 程式庫，並應用纖維梁柱元素於
一實尺寸四層樓鋼構架之崩塌分析。

關鍵詞： PISA3D, GISA3D, GISA3D-IDEERS, 纖維梁柱元素、物件導向

一、前言
台灣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數值模擬與
分析方法在地震工程之研究與實務上的重
要性持續增加。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
開發的 PISA3D/GISA3D 軟體在學術界與工
程界的運用也日益廣泛。對於以物件導向技
術為系統開發基礎的 PISA3D/GISA3D 而
言，唯有對其架構與程式庫作持續開發、擴
充與應用，才能滿足工程實務、學術研究，
甚或是地震工程知識教育的需求。

二、OpenSees 材料於 PISA3D 之引用
物件導向技術開發軟體架構的目的，即
希望利用設計良好的架構，達到軟體的易維
護性、可擴充性與再利用性。在現今的軟體
工程中，軟體 IC(元件)的再利用，可使程式
的開發工作不再如傳統的開發過程，需要軟
體設計師逐步建立程式碼，取而代之的是大
部分的程式碼或程式庫是由他人已開發、測
試完成的軟體元件組成，使用者只需撰寫少
量的程式碼即可組合這些軟體元件，達成程
式碼的再利用。以有限元素分析軟體及其程
式庫而言，PISA3D 與 OpenSees 是目前以物
件導向技術開發較成熟、且程式架構較為本
中心所瞭解的兩套軟體。本計畫研究將
1
2
3

OpenSees 的 非 線 性 材 料 程 式 庫 整 合 到
PISA3D 中，讓 OpenSees 的非線性材料能支
援 PISA3D 應用，迅速擴充其程式庫，亦達
到縮短開發時間的目的。對不同的有限元素
分析程式而言，雖然在材料非線性的程式邏
輯都非常接近，但不同程式的操作函式
(operation method)介面與定義均不盡相同。
為了解決此問題，很簡單地可以在架構中定
義一個轉換的介面，轉換對應的函式、參數
值及屬性。此即為設計模式中的 Adapter
pattern。Adapter pattern 在(Gamma et al. 1995)
的定義為：將一個類別的介面轉換為另一個
所預期的介面，使介面不相容的類別能共同
工作。此架構設計的好處是不需要變更任一
方的介面或程式碼，就算沒有欲引入類別的
原始碼還是可以進行整合。
如前述， PISA3D 與 OpenSees 材料各
有不同的函式介面，根據 Adapter pattern 的
概念，可針對 OpenSees 設計一個 adapter: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 如 圖 1 ， 此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繼 承 了 原 有 的
PISA3D 材料介面(PISA3D Material)，用以呼
叫 OpenSees 材料的相對應函式，以及對
OpenSees 材料進行某些 PISA3D 材料需要的
處理。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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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圖 3 到圖 6。PISA3D 原有的材料有九種，
如圖 7，再加上引入的 OpenSees 的材料六
種；而目前 PISA3D 非線性元素為圖 8 的九
種元素，都可以互相搭配使用。藉由此
Adapter 架構，將能方便的在 PISA3D 中使用
OpenSees 的 材 料 程 式 庫 ， 未 來 加 入 新 的
OpenSees 材料也十分簡單。以物件導向的觀
點而言，實現軟體元件的再利用(reuse)特
性，大幅提高了開發效率。

PISA3D Material
Adapter Pattern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OpenSees Material

-OpenSeesMaterial*

Steel01

Concrete01

An abstract interface of
OpenSees Material

BoucWen

......

Stress

圖 1 OpenSees 與 PISA3D 材料整合架構

和傳統 Adapter pattern 不同的是，本架
構所設計的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並不直
接 呼 叫 OpenSees material 物 件 ( 例 如
Steel01、BoucWen)的函式，而是持有一個
OpenSeesMaterial 的物件指標(在 C++語法中
以 OpenSeesMaterial*來表示)，用以代表這些
物 件 。 此 設 計 的 用 意 在 於 避 免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在每個函式中，呼
叫不同種類 OpenSees 材料時，還需額外地以
實際程式碼去判別材料種類，才去呼叫該材
料的函式，而造成後續的軟體維護負擔。在
本設計下，當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物件
生成時，根據使用者的材料選擇，該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物件即會負責建構
OpenSees
材 料 物 件 的 指 標
OpenSeesMaterial* ， OpenSees 材料物 件在
PISA3D 的建構過程可參見圖 2；根據物件導
向的機制，當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被呼
叫時，Adapter 即動態連結 OpenSeesMatrial*
指標以呼叫及轉換正確的函式值給 PISA3D。

0.000
Strain

0.0

-0.4
-0.004

0.004

圖 3 Bond_SP01 材料

0.000
Strain

0.004

圖 4 BoucWen 材料
0.4

Stress

Stress

0.00

-0.03
-0.01

0.00
Strain

圖 5 Concrete04 材料

0.0

-0.4
-0.004

0.000
Strain

0.004

圖 6 Hysteretic 材料

PISA3D Material
Elastic
Bilinear
Bilinear02
BilinearElastic
Concrete
Degrading
Fracture
Hardening
TensionOnlyBilinear
OpenSees Material
Bond_SP01
BoucWenMaterial
Concrete01
Concrete04
HystereticMaterial
Steel01

Model:=constructModel( )
Component:=addModelComponent(CommandString[ ])
:OpenSeesMaterialAdapter
:OpenSeesMaterial

0.0

-0.4
-0.004

:ModelBuilder

create( )

0.4

Stress

0.4

PISA3D Element
BeamColumn
Damper
FiberBeamColumn
Gap
Joint
Panel
SixDJoint
ThreeDRotationalJoint
Truss

圖 8 PISA3D
非線性元素

圖 7 PISA3D 可用材料

三、IDEERS 2007 高中組競賽專用
模擬軟體 GISA-IDEERS
圖 2 於 PISA3D 建構 OpenSees 材料之循序圖

為落實地震工程教育，將防災科技與概
目前已加入 PISA3D 的 OpenSees 材料有 念向下扎根，自 2001 年起本中心於每年夏季
六 種 ， 包 括 了 Bond_SP01 、 BoucWen 、 舉辦 IDEERS 地震工程的教育推廣活動與競
Concrete01、Concrete04、Hysteretic、Steel01， 賽，希望藉由本活動可以深化學生地震工程
並在 PISA3D 中進行了測試，部分結果可參 與防災概念。有鑑於高中到研究所各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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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賽者背景有著顯著的差異，尤其高中生
對於結構動力分析的專業知識有限，本計畫
於 IDEERS 2007 的活動中研發一套高中組競
賽專用的模擬軟體 GISA3D-IDEERS，成為
參賽學生其模型設計與分析的入門工具。如
圖 9 所示，以 GISA3D 以及 PISA3D 分別作
為圖形介面以及分析核心開發基礎的
GISA3D-IDEERS，與 GISA3D 具有類似的操
作介面，並提供更簡化的界面與動畫教學，
讓高中生進行簡單的地震工程結構分析。

地震歷時。使用者可自行調整地震強度，以
針對其模型進行動力分析。如圖 11 所示，為
判斷模型的性能優劣，本軟體提供兩項破壞
準則作為性能指標。當分析結果顯示該模型
屋頂水平位移大於 8cm，即判定為破壞。此
外，系統採用色譜方式顯示各元素之應力比
D.C.R. (Demand/Capacity Ration)。倘若任一
個柱構件發生應力比超越 1 的情況，即被判
定為破壞案例。

圖 9 GISA3D-IDEERS 使用者介面

圖 11 破壞準則

為使軟體的操作上更為便利，降低初學
者的門檻，GISA3D-IDEERS 除了基本的幾
何模型，並且提供預先定義完備的材料與構
件尺寸。當中 PISA3D 所支援的材料模型
Elastic 與 Tension-Only 分別應用於集成材與
棉 線 的 物 性 模 擬 。 如 圖 10 所 示 ， 透 過
GISA3D-IDEERS 可提供使用者自行定義模
型的結構系統外，亦可自行調整構件尺寸以
及質量塊堆疊的數量。

誠如上開所言，GISA3D-IDEERS 以放大
反應的動畫以及色譜的方式呈現應力比。使
用者可以充分了解其模型之受震反應。透過
系統所採用的破壞準則，使用者可以對其模
型性能進行初步且簡易的評估。因此，對其
模型的幾何型式、質量塊的配置以及構件尺
寸的選用，皆有了基本的參考依據。故
GISA3D-IDEERS 實屬高中組參賽者，初步
著手結構設計時的一大利器。

四、PISA3D 程式庫之擴充與應用
本研究已於 PISA3D 的非線性材料庫中
新增模擬混凝土行為的 Concrete 材料(圖
13)。此材料應力應變曲線使用(Popovics 1973)
所提出之模型，而如果使用者定義初始勁度
Ec 為 57000

f C ，則此模型等同於(Mander

et al. 1988)之模型。材料卸載、重新加載的
勁度遞減特性，則根據(Karsan et al. 1969)所
提出之模型。
圖 10 可選用之構件尺寸

當使用者在 GISA3D-IDEERS 的視窗介
面完成模型的定義後，系統提供 10 秒的雙向

以柔度法為基礎的纖維梁柱元素(Fiber
BeamColum)已成功新增於 PISA3D 的非線
性元素庫。此擴充包含了 Fiber、Fiber 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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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iber 元素。柔度法開發之纖維梁柱元素
以 力 量 內 插 函 數 (Force Interpolation
Function)配合在桿件及斷面階層的迭代流
程 ， 解 決 了 勁 度 法 以 形 狀 函 數 (Shape
Function)造成離散失誤的問題。這使得分析
者能用較少的纖維即可模擬出準確的非線
性行為，並且能考慮不同形式的橫向載重對
元件的影響，而不僅以固端力來考慮。
2007 年九月，日本的 E-Defense 舉辦了
一個預測實尺寸鋼構架震動台試驗競賽。參
考圖 12，此試驗試體為四層樓之鋼結構抗彎
構架。本中心使用 PISA3D 做為分析工具參
與此競賽(圖 13)，預測研究此結構受震下的
破壞模式及非線性行為。

圖 15 為 PISA3D 中的構件試驗與實驗
結果的比較。由圖中可看出經由 PISA3D 中
纖維梁柱元素複合斷面的定義，可準確地模
擬出含混凝土樓板之梁元件遲滯迴圈強度
不對稱的行為。經過此構件模擬，再將參數
用於整體模型中，可預測分析此試驗受震下
的非線性反應。

圖 15 構件試驗模擬結果

五、結論與展望

圖 12 E-Defense 試體圖 圖 13 PISA3D 模型圖

本研究於結構模型中，以纖維梁柱元素
模擬模型中的梁元件。此元件將桿件同時沿
軸向及斷面上細分為許多較小的元素，使用
者透過不同纖維元素的性質及其位置的安
排，可模擬出異於塑鉸模型所提供的勁度及
強度性質，以及塑性區在軸向及斷面上的擴
展現象。參考圖 14，PISA3D 以混凝土材料
模型之纖維模擬混凝土樓板；以雙線性鋼材
料模型纖維模擬鋼梁，透過此定義複合斷面
的方式模擬結構中的複合梁元件。

圖 14 含樓板之 Fiber 元件模擬

本研究團隊致力於發展工程界與學術
界泛用之非線性結構分析平台，並透過物件
導向的技術，與現有的 OpenSees 程式庫作
整合。立足 PISA3D 與 GISA3D 的現有成
果，本研究並拓展軟體功能與服務範疇至地
震工程教育。故此，持續進行本研究，以及
追求更完整的系統架構，進一步擴充非線性
程式庫與使用者介面，將有助於非線性結構
分析技術在地震工程上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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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EE 資訊管理工具之研發與應用
周光武1 林峻毅2 涂文祥3 謝尚賢4 林顯堂5

摘 要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成立以來，已進行許多實驗和累積不少寶貴的研究成果。
為保存並有效管理中心實驗資料，本研究建置 NCREE 實驗資料管理系統。此外，為提升
中心服務效率，數個中心網頁資訊管理及資訊服務系統亦於 96 年度分別完成系統建置或
功能擴充。最後，本研究研發地震工程領域專屬跨語言資訊擷取工具，藉以推廣地震工程
知識和全球化中心研究成果。

關鍵詞：實驗資料管理、研討會網站管理、實驗室線上申請、跨語言資訊
擷取、參考測試集、抗震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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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技術的創新、地震
工程學術研究、結構耐震設計與補強相關
研究、以及地震災害模擬等方面，已累積
許多研究成果。如能藉由管理及有效呈現
中心研究成果來推廣地震工程知識，中心
知識將可獲得更廣泛的應用，進而衍生新
知識來解決地震工程問題。因此，如何管
理中心知識產出及促進中心知識的應用是
本研究之目標。
考慮地震工程實驗所利用和所產出的
資料實為中心可重覆使用或應用之重要知
識資產，本研究建立 NCREE 實驗資料管理
系統來管理中心實驗產出及相關資訊。此
外，為幫助中心同仁推動地震工程研究相
關工作、增進其工作效率和提升中心服務
品質，本研究以提供中心內外完善資訊服
務為目標，開發數個管理和服務系統，並
針對部分運作中系統進行功能擴充。
1
2
3
4
5

由於能夠及時且無地域限制地傳遞資
料，網際網路(Internet)是當前資訊傳播的最
佳利器。若能再搭配跨平台之網頁技術
(Web technology)來實作網際網路使用介
面，資訊的分享和交流就更無障礙可言。
因此，本研究利用網際網路和網頁技術建
構 NCREE 實驗資料管理系統以及 NCREE
資訊服務。透過這些系統，使用者可隨時
隨地存取中心資訊或應用實驗相關資料。
再者，為推廣地震工程知識以及中心
研究成果，本研究研發地震工程知識管理
工具來幫助使用者存取及應用地震工程知
識。本研究於 96 年度之跨語言資訊擷取工
具研發則為實現此目標之一重要工作。

二、NCREE 實驗資料管理系統
本研究延續前一年的成果，將去年所
制定符合中心初期需求的實驗資料模型
(Data Model)進一步精練化，並採用反覆漸
進的方式逐步勾勒出符合中心需求的模
型，進而制定出第一版的 NCREE Data
Model(見圖一)。制定 NCREE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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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技術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資訊技術組組長;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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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為定義實驗資料的範圍，並作為往
後實驗資料管理的依據。
接 下 來 是 完 成 符 合 NCREE Data
Model 的 網 頁 式 實 驗 資 料 管 理 系 統
(NCREE Data Center，如圖二)之初步開
發。NCREE Data Center 提供單一的管理介
面與集中的儲存環境來保存實驗資料，同
時以三層式架構[1]建置系統環境，分離使
用者介面，應用程式與資料庫，以利未來
彈性擴充與管理(如圖三)。此外，NCREE
Data Center 已於 96 年 2 月上線。目前已有
22 筆實驗資料完成上傳。

行儲存管理，以提高資料容錯能力與傳輸
上的可靠度。

三、NCREE 網頁資訊服務
NCREE 網頁資訊服務以「不斷利用最
新技術，提供中心最好服務品質」為研發
目標。96 年度完成 NCREE 入口網站國震
之友相關頁面之擴充、實驗室線上申請暨
管理系統、研討會網站管理系統更新及維
護、會議室線上登記系統之今日會議功
能、以及抗震盃程式系列。以下逐項說明
之。
國震之友
使用者可經由中心首頁，進行國震之
友的註冊(如圖四)。目前已有 394 人註册為
會員。會員可以享受到目前中心規劃之服
務，如中心出版品全文電子檔下載和中英
文電子報之訂閱。

圖一 NCREE 實驗資料模型

圖四 國震之友登入暨註冊頁面
實驗室線上申請暨管理系統
圖二 NCREE 實驗資料管理系統網頁介面

圖三 典型三層式系統架構
由於實驗資料儲存於電子媒體上，所
以可能面臨因不當外力或設備耗損造成資
料遺失或錯誤等保存上的風險。管理系統
後端資料庫以磁碟陣列(RAID 5)搭配儲存
區域網路(Storage Area Network)的方式進

此系統(如圖五)之運作目標為簡化實
驗申請過程和減少紙本作業，並藉以提升
實驗室管理效率。另一方面，此系統有利
於實驗申請資料之保存及查核。為配合實
驗室對外服務項目，此系統於 96 年度針對
以下實驗設備租借提供申請頁面: 三軸向
地震模擬振動台、減震消能元件測試系
統、反力牆與強力地板實驗系統、材料試
驗機、結構強迫振動實驗系統、以及微動
量測系統與量測儀器等。此外，歷年來之
紙本申請記錄，亦輸入此系統使申請資料
更趨完整，便於備查。而自 96 年 12 月上

126

線以來，此系統處理之實驗申請案已達 200
件。
研討會網站管理系統
本研究開發的研討會網站管理系統
(Conference Website Management System,
CWMS)，自 95 年正式上線運作以來，已
提供中心研討會網站之建置一套自動化解
決方案。目前完成 40 個研討會網站架設專
案。在這一年多的時間裡，蒐集了使用者
的回饋意見。意見整理歸納後，則進行管
理系統的維護與更新作業。而 96 年度之更
新重點在於權限分配與控管(如圖六所
示)。透過與中心網路基礎建設的整合，本
系統利用 Windows 整合性驗證機制，有
效地針對每個專案作好妥善的權限設定，
如此一來，本中心各個研討會承辦人員可
以獨立維護所屬專案，不必擔心因為資料
的誤改而導致延誤專案時程。除了權限方
面的更新之外，本年度新增三種報名表樣
式，以提供各研討會作最適當的選擇。

程式。亦即，吾人可以在多台機器上執行
各自的顯示程式(在同一時間點，不同機器
可以顯示不同畫面)，吾人只需透過一個控
制程式即可操控多個顯示畫面。而 AJAX
技術的利用，則使顯示程式畫面切換流
暢，大大提升本程式之視覺觀感。

圖五 實驗室線上申請暨管理系統

會議室線上登記系統—今日會議功能
去年度開發之會議室線上登記系統運
作良好，經綜整使用者意見回饋後，本年
度加強其功能—今日會議(如圖七)，方便同
仁檢視當日會議室預約登記情況。

圖六 研討會網站管理系統

抗震盃程式系列
抗震盃活動是本中心之年度重大活
動，本研究首度採用 AJAX 技術開發及更
新相關程式來支援 96 年度抗震盃活動。抗
震盃程式系列(如圖八)包含計分程式、成績
顯示程式、控制程式三大部分。計分程式
的設計要求是在根據抗震盃規則之狀況下
能夠達到及時輸入及輸出競賽相關資料，
同時能夠配合競賽現場的流程。成績顯示
程式則根據所計算出之成績，以適合且美
觀的方式秀出成績。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
包含版面設計、感官與色彩特性、畫面切
換之流暢性、資料顯示之清晰與正確性。
控制程式則負責操控顯示程式，同時亦需
掌握清晰易用、控制準確、操作便利的原
則。本系列程式經特殊設計，透過網路連
線，一個控制程式可以同時操控多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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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會議室線上登記簿—今日會議頁面

圖八 抗震盃程式系列

四、NCREE 資訊擷取工具之研發
為提供地震工程領域知識用戶精確且
完整之文字資訊搜尋，本研究與台大合作
研發地震工程領域專屬之跨語言資訊擷取
(Cross Language Information Retrieval) 工
具。為使中心研究成果能夠得到全球使用
者之廣泛應用，本研究以使用者可利用英
文查詢中心中文研究成果為主要之研究課
題。
由於中心出版之年度成果報告有相互
對應之中文及英文版本，本研究即針對年
度成果報告進行一系列的實驗來測試本研
究跨語言資訊擷取解決方案之有效性。此
一解決方案是利用中研院中文斷詞系統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並 採 取 機 器
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策略，將成果報
告之中文內容轉為英文詞組。而從中文內
容輸出之英文詞組與成果報告之原始英文
內容(可視為人工翻譯後之結果)，兩者將導
入於一般用途之資訊擷取系統進行字詞索
引製作，以便兩者因應接下來之查詢實驗
及實驗結果比較。最後即以特定查詢進行
文件搜尋之結果來驗證機器翻譯相對於人
工翻譯之可行性。

程領域跨語言資訊擷取技術研究之翻譯資
源。

五、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於資訊管理及服務系統之建置
已有初步的成果: NCREE 實驗資料管理系
統及 NCREE 網頁資訊服務皆已獲得實際
的應用。而在 NCREE 資訊擷取工具的研發
方面，未來將持續相關研究及應用系統之
開發來落實地震工程知識及中心研究成果
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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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材開發
與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地震工程館落成
李政寬1 邱世彬2

摘 要
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為提升民眾之抗震防災知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將地震工程教育之推廣訂為發展目標之ㄧ，為了接待參訪團體時候能夠由淺入深
解說地震工程知識，本中心特別製作了一系列的地震工程教材及展示模型，並協助「國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規劃地震工程教育館，將近年來中心所研發地震工程教材及展示
模型於此館中展示，作為地震工程教育之推廣教材。

關鍵詞：地震工程教育推廣、地震工程教材

一、前言

二、地震工程科普教育

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
的發生勢不可免，為提升民眾之抗震防災
知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乃將地震工
程教育之推廣訂為五項發展目標之ㄧ，除
了定期舉辦講習會、國際耐震訓練班及舉
辦國際抗震杯活動，並不定期接待各級學
校與機關團體之參訪。

地震工程，以最淺顯的意思來說，即
是在地震發生前如何準備自保，免受傷
害。如何淺入深出地對非工程背景人士解
說，即為科普教育之重點，因此，研發教
材擬以「安全的家」為出發點，以震前自
保為目的，來介紹地震工程：
(一) 慎選居住的地方－常見的山坡地地

為了接待參訪團體的時候能由淺入深
震地質災害
出解說地震工程知識，本中心特別製作了
常見的山坡地地震地質災害有地震山
一系列的地震工程教材，包括模型、海報、
影片，希望能藉由這些教材的啟發，使一 崩、土石流以及邊坡破壞等。山坡地的滑
般民眾能夠重視地震災害，以便提早做好 動面在正常情況下，下滑分力與節理面摩
擦力互相抵銷，坡面維持平衡（如圖一
防範措施以減少損害。
左）。在大地震時，如果滑動面下滑分力
此外，在 921 地震發生後，政府在台 大於節理面摩擦力，就會導致土石崩塌，
中縣霧峰鄉光復國中舊址成立了「921 地 稱為地震山崩，圖一之照片即為 921 地震
震教育園區」，除了地震遺址的保存外， 造成南投縣國姓鄉九份二山山崩，十幾戶
更希望透過地震造成的破壞遺跡，提醒人 人家遭到活埋。
們要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因此，國震中心
協助「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規劃地震工
程教育館，將近年來國震中心所研發之教
材於此館中展示，作為展覽品。

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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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921 地震時土壤液化造成霧峰民房傾
斜（左圖）及臺中港碼頭下陷（右圖）
至於土壤液化的防治，可以用土壤改
良的方法來防止沙土層液化，或是打設樁
基礎至非液化層或堅硬岩盤內(如圖四)，
增加基礎的承載力。

圖一 地震造成的山崩
(二) 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的發生主要在於地下水位
高、土壤為疏鬆的細砂或粉砂的地方，一
旦發生震度大、持續時間長的地震，土壤
內的孔隙水壓會因地盤的震動而升高，使
得土壤剪力強度降低，容易發生土壤液
化。液化時，砂粒和水瞬時間混合成近似
泥漿的液體，之後砂粒重新排列並且趨於
緊密，原本在沙粒間的水會被排出(圖
二)。

土壤液化的防治

地盤改良

液化區

樁基礎
樁基礎
堅硬岩盤

圖四 打設樁基礎以防治土壤液化
地震前

地震時

地震後

(三) 危險的建築物－底層挑高、隔間牆壁
打通、頂樓加蓋

圖二 土壤液化成因
土壤液化發生時，地表可能會破裂、
噴砂、沈陷，導致建築物下沈或傾斜。常
發生於沖積平原、高灘地、舊沖積河道、
抽砂回填新生地、碼頭後線回填區、排水
溝渠、池塘、湖邊等等。圖三為 921 地震
時土壤液化造成霧峰民房傾斜以及臺中港
碼頭下陷。

許多建商或屋主為了氣派美觀或建築
機能，將樓房的一樓挑高、隔間牆打通，
或者在頂樓違法加蓋，造成建築物上面
重、下面支撐力不足的現象，稱為軟弱底
層，這種建築物底層很容易在地震時崩
塌。位於一樓的隔間牆雖然不是主結構
體，發生強烈地震時，卻能成為抗震的第
二道防線，可能彌補主結構體耐震力的不
足，避免造成軟弱底層(如圖五)。

圖五 底層挑高、隔間牆壁打通、頂樓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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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進地震工程技術

目前用於減少地震震害的技術主要分
為隔震及減(制)振兩種，隔震是在建築物
的基礎上裝置隔震器，以減輕地表震動的
干擾，如圖六所示，一般來說，重要的建
築物如醫院等，若使用隔震技術，在地震
發生時可不僅減少建築的震動，也降低了
設備受損的可能。地震之後，建築物的機
能仍可正常運作。
地震前

地震時

上部結構
上部結構物
隔震系統

隔震系統

下部結構物

下部結構

圖六 隔震建築物示意圖

三、地震工程展示—921 地震教育園區
(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介紹

依據教育部專案小組之規劃，「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主要目標包括：（一）
普及地球科學及地震知識，（二）保存地
震共同記憶，（三）喚起國人注重防震救
災的意識，（四）協助推廣我國地震研究
成果等四個面向。針對這四個目標，園區
的規劃基於現址博物館的理念，包含了斷
層保存館(圖八)、影像館、毀壞教室保存與
利用、防震建築展示及防災教育等部分。
斷層保存館以介紹車籠埔斷層為核心，有
地震相關的地球科學展示。另外還有北棟
倒塌教室原址保存(圖九)、南棟教室則規劃
地震工程的展示館(圖十)。
「921 地震教育園區」藉由光復國中
運動場車籠埔斷層、毀壞教室等 921 地震
遺址的保存，透過自然科學、防災、人文
三個面向的展示和教育活動，期觀眾在踏
進教育園區時，能從認識地震的自然現象
開始，進而瞭解地震與人類社會的關係，
加強地震防災的觀念。

1999 年 9 月 21 日清晨 1 時 47 分，台
灣中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七．三的強烈地
震，造成 2,321 人死亡及 8000 多人受傷，
為台灣百年來最大的地震災難。
地震發生後，地質學者專家前往震央
地帶勘查，認為位於台中縣霧峰鄉光復國
中斷層隆起之現址具有保存價值(見圖
七)，因此規劃改建為「921 地震教育園
區」，以保存地震原址，紀錄地震史實，
提供社會大眾及學校有關地震教育之活教
材。

圖八 車籠埔斷層保存館

圖九 北棟倒塌教室原址保存

圖十 地震工程的展示館

圖七 從光復國中操場穿切過的車籠埔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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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震工程教育展示館
在地震工程教育部份，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主要協助園區規劃地震工程教育
展示館，除了將前述之科普教材繪製成海
報，並配合毀損教室之受災情況，說明相
關之工程知識外(圖十一)，及重新設計、
改良中心現有的教具，將複雜的工程實驗
簡化成一般民眾都可輕易操作之模型，如
土壤液化實驗(圖十二)、牆壁敲除及頂樓
加蓋影響，結構振動模型等(圖十三)。

說，國家地震中心亦協助地震教育園區舉
辦過多次之教育訓練課程(圖十四)，給予
較專業且深入之說明，希望藉由更多有熱
心的人，來傳達地震工程教育知識。

圖十四 志工教育訓練

五、結論與展望
圖十一 毀損教室震損柱子透明壓克力補
強支撐(左)、結構翼牆補強(右)

台灣地區近百年來平均每十餘年發生
一次災難性地震，但是國人的抗震意識和
危機應變能力仍然明顯不足，營建施工的
品質亦有待加強。因此，更應積極地推廣
地震工程教育，使全民皆有抗震防災的意
識，以面對下一次的地震挑戰。

參考資料
1. 921 地震教育園區網址：
http://www.921emt.edu.tw/
2.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網址：
http://www.nmns.edu.tw/

圖十二 土壤液化手搖模型

圖十三 牆壁敲除及頂樓加蓋對結構耐影
響之手搖模型(左)說明結構振動特
性以及隔、制震效用之模型(右)
地震教育園區地震工程館於 96 年 9
月 21 日落成啟用，館區地址: 台中縣霧峰
鄉坑口村中正路 46 號(二高霧峰鄉交流道
下) ，教育園區非常適合家長與學童，或
師生前往參觀。地震教育園區除了專職之
導覽員外，在現場亦有志工配合導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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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之建立
溫國樑1 謝宏灝2

摘 要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了解地震發生時之地動特性，在臺灣各人口集中的都會區、斷
層附近及各種不同地質環境之自由場設置「強震儀」，以蒐集完整強震記錄。為使所設之
六百多處自由場強震儀測站，量測到的地震記錄，在分析時可以考量到測站場址之地質特
性，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民國八十九
年起合作，針對自由場強震儀測站之地質狀況進行調查。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測站位置地表
現況描述、工程地質鑽探試驗，以及利用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Suspension P-S Velocity
Logging System)量測地層波速結構。本年度調查測站主要分佈於台北、高雄與屏東地區，
共計完成了 49 個測站之現場調查(座標量測、測站平面圖及描述、現況照片及像片基本圖
標示等)、47 孔測站之地質鑽探調查(含 KAU040 牡丹旭海分校)及 46 孔之懸盪式井測波速
測量。

關鍵詞：鑽探、地質調查、強震儀、地層波速、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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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料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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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國家地 震工程 研究 中心組 長
國 家地震 工程 研究中 心助 理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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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測站基本資料描述—

Sequence)。另外，所得波速資料亦會與鑽
孔岩心及標準貫入試驗結果，整理繪製成
與深度對應之剖面圖，如圖三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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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

CHY028(雲 林 縣 山 峰 國 小 )

-10

near

CHY028(雲 林 縣 山 峰 國 小 )

Depth (m)

-10

-20

-20

-30

-30

0

5

Travel time (ms)

圖一

0

Depth (m)

能充分提供研究者使用，本計畫主要工作
項目如下：

10

0

1

2

Travel time (ms)

圖二

懸盪式速度井測試驗所得訊號深
度序列圖(Depth Sequence)

圖三

岩心、SPT-N 值、P-S 波波速對應
深度剖面圖

測站平面與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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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建立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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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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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成果
本年度調查測站主要分佈於台北、高
雄與屏東地區，共計完成了 49 個測站之現
場調查(座標量測、測站平面圖及描述、現
況照片及像片基本圖標示等)、47 孔測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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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探調查(含 KAU040 牡丹旭海分校)
及 46 孔之懸盪式井測波速測量。上述測站
中，除 KAU047 甲仙國小與 TAP028 永和
國小因故無法施作鑽孔及井測，以及
KAU040 牡丹旭海分校可能會鑽遇高溫高
壓之溫泉，僅鑽至深度 14.3 公尺停止外，
其餘測站鑽孔深度介於 30 至 40 公尺之
間。鑽探結束後，各鑽孔裝設 2.5 英吋 PVC
管並封底，且於管內灌滿水，管壁與孔壁
間以水泥與皂土(Bentonite)回填，以利懸盪
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量測地層波速。
本年度調查測站名稱與站碼詳列於表
一，其分佈如下︰台北縣市 12 孔、桃園縣
1 孔、苗栗縣 2 孔、台中縣 1 孔、南投縣 1
孔、嘉義縣 2 孔，台南縣市 4 孔、高雄縣
市 10 孔、屏東縣市 13 孔、宜蘭縣 3 孔。
圖四為測站分佈圖。
表一
站碼

本年度調查測站站名與站碼
站名

CHY014 大埔國小
CHY045 新美茶山
分校
CHY065 崇和國小
CHY069 日新國小
CHY071 安佃國小
CHY114 顯宮國小
ILA008 學進國小
ILA050 金洋國小
ILA066 武塔國小
KAU004 中山國小
KAU005 忠孝國小
KAU015 大華國小
KAU026 海豐國小
KAU032 仙吉國小
KAU033 以栗國小
KAU038 楓港國小
KAU040 牡丹旭海
分校
KAU041 長樂國小
KAU042 滿州國小
KAU047 甲仙國中*
KAU051 春日國小
KAU054 民生國小
KAU061 高雄中學
KAU064 彌陀國小
KAU069 茂林國小

站碼

站名

KAU070
KAU071

里港國小
麟洛國小

KAU074
KAU075
KAU076

萬巒國小
南州國小
玉光國小
民族國小
大寮國小
富安國小
泰山國小
昌隆國小
幸安國小
永和國小
大安國小
大豐國小
天生國小
山佳國小
瑞亭國小

KAU088
KAU090
TAP004
TAP016
TAP017
TAP020
TAP028
TAP031
TAP033
TAP041
TAP044
TAP046
TAP075
TAP094
TCU014
TCU029
TCU036
TCU064
TCU129

圖四

本年度完成 49 個測站分佈圖

將本年度鑽探深度達 30 公尺以上之
46 個測站，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耐震設
計規範，取地表 30 公尺厚之地層平均剪力
波速進行分類。平均剪力波速大於
360m/sec 者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盤），
介於 180m/sec 到 360m/sec 之間為第二類地
盤（普通地盤），小於 180m/sec 則為第三
類地盤（軟弱地盤），分類結果如表二所
示。
表二

本年度鑽探調查測站地盤分類

站碼
CHY014
CHY045
CHY065
CHY069
CHY071
CHY114
ILA008
ILA050
ILA066
KAU004
KAU005
KAU015
KAU026
KAU032
KAU033
KAU038
KAU041
KAU042
KAU051
KAU054
KAU061
KAU064

平溪國小
桃源國小
大坑國小
西湖國小
坪頂國小
順天國小
新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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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分類
第2 類
第1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2 類
第2 類

站碼
KAU070
KAU071
KAU074
KAU075
KAU076
KAU088
KAU090
TAP004
TAP016
TAP017
TAP020
TAP031
TAP033
TAP041
TAP044
TAP046
TAP075
TAP094
TCU014
TCU029
TCU036
TCU064

地盤分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2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第1 類

四、結論與展望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年起開始，進行
自由場強震儀測站調查及資料建置工作。
八十九年調查重點以速報站為主，總數量
為 44 個；九十年則針對宜蘭縣、雲林縣、
嘉義縣及台南縣市平原地區進行調查，共
完成了 65 個測站的調查工作；九十一年至
九十六年，則進行全臺各地共 268 個測站
之調查，迄今已完成 377 個自由場強震儀
http://geo.ncree.org.tw
測站之調查工作，分佈情形如圖五所示。
在 377 個已完成調查測站中，有 22 個測站 圖六 資料庫首頁 http://geo.ncree.org.tw
鑽探深度大於 50 公尺，鑽探深度最深的是
彰化縣湳雅國小(TCU138)，深度達 150 公 參考文獻
尺。
1.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強震儀
測站地質鑽探調查工程紀實報告書」，
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
2. Wen, K.L., Hsieh, H.H. and Chiang H.J.,
“Strong Motion Observations and
Geotechnical Database in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Seismic Design of Structures and Hazard
Mitigation (ITP), Taipei, Taiwan, October
24-26, 2006. p.9-18.
3. 陳銘鴻、謝宏灝、溫國樑，懸盪式井測
法在軟硬地盤中之適用特性，2004 岩盤
工程研討會論文集，558-565 頁，2004。
4. 陳銘鴻、李榮瑞，「懸盪式井測資料擷
取系統(Suspension PS Logger)之介紹及
說明」，地工技術，第九十八期，民國
九十二年十二月。
5. COSMOS (2001), Guidelines for
Installation of Advanced National
圖五 已完成調查 377 座自由場強震儀測
Seismic System Strong Motion Reference
站分佈圖
Stations, Socument C-USGS-2000-01,
Version 0.92.
為了增加資料之可讀性與應用性，本
計畫持續將包含波速、標準貫入試驗值、 6. John Diehl, GEOVision P-S Log Notes &
Procedures, 2001.
岩心、土壤試驗……等地層相關資料系統
化，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建構資料庫，適 7. Ward S. H., Geo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Geophysics Volume I:
時地將成果公告於網頁上，提供資料查詢
Review adn Tutorial, Socity of
與申請服務，期使國內外學者皆能充分利
Expolration Geophysics, pp. 303-304
用該資料庫之內容，提升相關研究之準確
(1990).
性。該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網頁網址為
http://geo.ncree.org.tw（如圖六所示），歡
迎相關研究學者能多多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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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參數與微地動地盤特性研究(微震監測)
張道明1 陳阿斌2 張麗琴 2 謝宏灝3 張毓文 3 郭俊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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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在科學園區及附屬園區利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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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已順利完成中部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台中園區測點為 103
點，虎尾園區測點為 49 點。並且採購寬頻地震儀，在觸口斷層北段佈設微震觀測網。
另外，本計畫主要在針對 9 個其鑽井深度大於 50 公尺的強震測站，以微地動陣列法量
測波速構造，以協助全國強震儀地震資料庫之建立。

關鍵詞：中部科學園區、場址效應、微震監測、微地動陣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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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以中部科學園區為
主要研究對象，藉由微振動量測確定並討
論園區內土壤震動特性及沈積物厚度，未
來將配合強震網測站所在場址進行地層特
性調查的鑽探資料庫成果，建立大比例尺
1
2
3
4

之地盤特性微分區圖。而微震監測方面，
針對鄰近的新化及觸口斷層附近選擇適當
位置，佈設寬頻地震儀建立微震監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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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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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測站所在地質進行鑽探並以懸盪式井測
法(Suspension P-S Logger)進行波速構造
調查。但由於儀器限制，懸盪式井測法對
5 米內之土層性質不能準確量測，也對超
過鑽探深度之土層無法量測。為更加了解
測站地質特性，有必要採用其他方法來得
知淺層與深層之土層特性，因此本計劃採
用表面波頻譜分析法(SASW method)來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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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家中央大學地球物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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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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適合量測 10-20 米以上之
深層土壤性質。此兩種方法結合後，可建
立測站之土層波速構造，並彌補現有懸盪
式井測法之限制。本年度共對 9 個鑽井深
度大於 50 公尺的強震測站進行調查。

二、中部科學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
由於科學園區以半導體廠、LCD 面版
廠、生醫科技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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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之工作地點為中部科
學園區，在台中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總計
測點為 103 點，在虎尾園區密集微地動量
測總計測點為 49 點，平均測點距離為
150~200 公尺（科學園區內）及 300~400
公尺（科學園區周遭）。各測點之微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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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之中科微地動振動主頻（Predominate
Frequency）分佈圖可見圖一、圖二。圖一
中黑色線條表示台中縣市在西屯區、沙鹿
鄉、大雅鄉的行政分界，也正好是大肚山
的東翼，由此圖可以推論台中園區下方之
沉積物厚度大致呈現由西向東增厚的趨
勢，與丘陵地起伏趨勢相符，但是其中有
些地點其厚度增加不少。虎尾園區位於虎
尾鎮西北邊，原本為台糖農場，地勢平坦，
北邊緊臨新虎尾溪，由圖二看出本區沉積
物的厚度變化應該是與新虎尾溪的沖積作
用非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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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台中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得到
之場址振動主頻分佈圖

圖二 中科虎尾園區密集微地動量測得到
之場址振動主頻分佈圖

三、科學園區微震網設置及觀測
94 年度在新竹科學園區附近地區，95
年度在台南科學園區附近地區，設置了微
震觀測網，本年度持續觀測。微震監測網
測站分佈位置及觀測到的微震震央可見圖
三。北邊主要為三段：三義埔里地震帶北
緣、獅潭斷層、麓山帶地區，南邊則為觸
口斷層南段。
就監測中部科學園區之小區域地震活
動而言，需小範圍之監測網。以目前全台
地震網分佈而言，現有儀器無法有效偵測
到一些微小地震；而強震網分佈雖然較
密，但儀器之功能是在記錄較強之地面震
動。但微小地震正是用以研究地震震源型
態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今年度及下年

138

度針對車籠埔斷層、觸口斷層北段之地震
活動進行評估及監測。本年度採購高靈敏
度的寬頻地震儀（英國 Guralp 儀器公司製
造的 6TD 寬頻地震儀），配合國震中心現
有同型寬頻地震儀，佈設在觸口斷層北段
周邊，直接評估園區東側近期之地震活動
性及其地震破裂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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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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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平面波的特性。
資料處理過程中，採用移動視窗方式來截
取陣列信號。而每次視窗移動之時間差為
1.0 秒。將每段被截取的陣列資料，對不
同頻率進行頻率-波數分析，則可得出各個
頻率之相速度值。之後，再將各頻率的相
速度加以篩選，則可得平均相速度及標準
偏差值。
CHY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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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國震中心設置之寬頻地震觀測站●及
觀測到的地震震央(紅點)

四、微地動陣列法求土層速度
試驗時將十組地震儀以三個同心圓
陣列方式擺設，在每個同心圓上之地震
儀，相隔之角度（地震儀-圓心-地震儀）
約為 120 度。而每個同心圓之半徑大約呈
2 的倍數增加，其最大半徑為 32,或 64m。
記錄時間至少為 1 小時。經由頻率-波數分 圖四白河國小的頻散曲線（藍色圓圈）及
析法（Frequency-wavenumber method，簡
其逆推結果（紅色曲線）；上圖則為
稱 F-K）求得表面波頻散曲線，如圖四所
剪力波速剖面，紅色為微地動陣列最
示 ， 再 利 用 基 因 演 算 法 （ Genetic
後反算結果，綠色曲線為 PS-logging
Algorithms，簡稱 GA）逆推土層之剪力波
所測量之結果。
速度構造。
基因演算法以隨機方式產生第一代
頻率-波數法主要是由頻率（F）和波 世代個體，並將變數形成二進位制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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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鏈」。計算每一個體（速度模型）之表 參考文獻
現（頻散曲線），並據此賦予每一個體之
1. Nakamura, Y., (1998). A Method for
存活機率。根據存活機率，隨機選取兩個
dynamic characteristies estimation of
體，進行基因交換形成子世代。針對子世
subsurface using microtremor on the
代隨機產生基因突變，再隨機產生基因潛
ground surface, QR of RTRI 30, no. 1,
移。GA 逆推測試過程，一共執行 4 次。
February, 25-33.
每次以每世代 20 個體進行 100 世代演化。 2. 富國技術工程 (2002)，雲林縣強震儀測
站地質鑽探調查工程紀實報告書，富國
本年度對 9 個鑽井深度大於 50 公尺的強震
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呈送國家地震工
測站，以微地動陣列法量測波速構造。量
程研究中心及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測點分別為：白河國小 CHY015、太保國
報告書。
小 CHY095、僑真國小 CHY104、吉安國
小 HWA015、壯圍國小 ILA004、大龍國 3. Foinquinos Mera, R. (1991). Analytical
Study and Inversion for the Spectral
小 TAP007、霧峰國小 TCU065、國姓國小
Analysis of Surface Waves Method,
TCU072、湳雅國小 TCU138。其試驗結果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以白河國小為例，微地動陣列法所得之頻
Austin.
散曲線，如圖四所示。而土層速度剖面與
4. Joh, S.H.(1996).
Advances in
懸盪式井測結果也很吻合。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五、結論與展望
本本計畫年度結論如下：(1)藉由微地
動之實際量測，得到該園區內各主要頻率
的分佈，瞭解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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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中部科學
園區廠房耐震設計之參考。其特徵地震可
能引致的震度潛勢分佈圖（ShakeMap）則
可供規劃未來緊急防災應變之用。目前所
計算之結果未來仍須進一步的隨著地震參
數的增加而進行調整及運算。(4)藉由地震
前兆監測及微地動量測對於場址效應之成
果，未來可提供設計地震、地盤效應、近
斷層效應及三维盆地效應等研究所需之基
本參數，結合中心地震學與地震工程相關
研究經驗，以提升本中心地震學專業能
力，強化地震工程與地震學之整合。

for Spectral-Analysis-of-Surface-Waves
(SASW)
Measurements,
Ph.
D.
Dissertation, U. of Texas at Austin.
5. Horike, M. (1985). Inversion of phase
velocity of long-period microtremors to
the S-wave velocity structure down to the
basement in urbanized area, J. Phys.
Earth, 33, 59-96.
6. Liu, H-P, D. M. Boore, W. B. Joyner, D.
H. Oppenheimer, R. E. Warrick, W.
Zhang, J. C. Hamilton, and L. T. Brown
(2000), Comparison of phase velocities
from array measurements of Rayleigh
waves associated with microtremor and
results
calculated
from
borehole
shear-wave velocity profiles, Bull.
Seismo. Soc. Am., 90, 666-678.

本計劃共對 9 個強震測站以微地動陣
列法進行土層波速構造調查。實驗結果顯
示，微地動陣列法可有效獲得 10 至 20 米
以上之土層波速構造。但仍有部分測站結
果不吻合，其原因需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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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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瓦里亞 1、林世榮 2、楊燦堯 3、溫國樑 4

摘要
利用斷層帶上的土壤逸氣變化，用來監測區域構造活動已成為地球化學方式之一。本
研究目的為利用此一工具，觀測新竹新城斷層及台南新化斷層，透過氣體組成及含量變
化，試圖瞭解兩地區之構造活動性，目前在新城斷層及新化斷層帶上均設置土壤氣體觀測
站。觀測結果顯示某些主要地震事件具有潛在前兆訊號，兩區域分別反映出不同的構造
活動性。新化站觀測結果顯示潛在的異常訊號所對應的地震以台灣東南部為主；而新竹
測站觀測結果顯示潛在的異常訊號所對應的地震主要發生在沖繩海槽及琉球海槽附近。

關鍵字: 土壤氣體、斷層、地震、氦氣、氡氣、二氧化碳

一、前言
近年來在地球化學研究地震災害及斷
層活動性上顯示出有潛在的發展性，許多
研究指出地底下的氣體藉由擴散
（diffusion）或滲流（advection）行為，透
過潛在的通道如斷層或破碎帶上升至地表
(King, 1993; Baubron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3)。
斷層因其截切過岩層，可視為一弱
帶，由高度破碎的材料所組成，其破碎行
為為地底下氣體提供一個遷移的通道，有
助於氣體逸散。
為瞭解地底下氡氣之所以能遷移如此
大的距離，許多學者建立數種可能的模式，
如透過地下水或載流氣體（carrier gases），
如CO2、CH4、He或N2的攜帶，而遷移至他
處(Kristianson and Malmqvist, 1982; Etiope
and Martinelli, 2002)。
氣體遷移速度及濃度受控於許多因
子，如底岩中鈾土元素的分佈、土壤孔隙
1
2
3
4

率、濕度及微裂隙發育等，這些稀有的地
球化學氣體釋放與地熱及地震活動有強烈
的關聯性存在。
因此調查土壤氣體濃度的分佈及變化
可被用來辨認斷層帶的位置(Walia et. al,
2005a; Fu et al., 2005; Al-Tamini and
Abumurad, 2001; Guera and Lombardi, 2001)
及偵測地震活動(Walia et al., 2005b; Walia
et al., 2006; Yang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6)，成為有效的偵測活動斷層的工具。
此技術目前用於新城斷層及新化斷層
的調查上，並陸續在斷層帶上設置地球化
學觀測站。

二、方法：
為設置氣體觀測站，第一階段需對斷
層沿線進行土壤氣體採樣，透過氦氣偵測
儀分析氦氣含量；攜帶式氣相層析儀分析
CO2、N2、O2等含量；氡氣氛析儀得到Rn
含量，討論彼此間的相互關係，研判異常
值與斷層帶分佈關係。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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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進行第二階段工作，選取一剖面
作定期採樣，藉以瞭解該場址對地震活動
事件之敏感性。

能是潛在小規模地殼活動造成。

經過長期定期採樣分析，選取一處具
有高濃度的氦氣及氡氣值位置設置觀測
站，其內部放置氡氣分析儀（RTM 2100,
SARAD）、地震儀（Etna, Kinemetrics）及
一台個人電腦，透過網路即時將資料傳回
台北辦公室中，如圖一。

新化站設置於新化畜產試驗所內，於
2006 年 10 月底設置完成，在 2006 年 11
月至 2007 年 9 月觀測期間（圖四），本區
共發生 11 起地震事件，土氡氣體連續觀測
資料記錄到 11 起異常事件，研判其中有 8
起異常事件可能與地震活動有關（圖五）。
其餘未能對應的地震事件，主要受到如暴
雨影響而造成資料暫時中斷。

B.新化斷層

以 2006 年 12 月 26 日屏東地震為例，
測站所記錄到的震度達到 4 級，為當地近
兩年來最大的一次，土氡氣體連續觀測資
料顯示與該地震事件有良好的關係性（圖
六）。本測站的觀測結果較新城斷層測站
有較佳的信賴水平（Confidence Level）。

圖一 土壤氣體地震觀測站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論
經過前兩階段的調查，找出新城及新
化斷層空間分佈後，隨即在斷層帶上設置
土壤氣體觀測站，以便觀察本區地化氣體
的異常與構造應力改變的關係。
初步觀測結果顯示本區域對主要地震
活動有潛在的前兆異常訊號。
A.新城斷層
竹科測站設置於新竹科學園區內，於
2005 年 10 月底設置完成，在 2005 年 11
月至 2007 年 9 月觀測期間（圖二），本區
共發生 27 起地震事件，土氡氣體連續觀測
資料記錄到 20 起異常事件，研判其中有
12 起異常事件可能與地震活動有關（圖三
及表一）。其餘地震事件未能反映出氣體
異常，主要原因是暴雨影響或儀器維護所
造成資料暫時中斷，另可能原因為該地震
屬深源地震，無法反映出土氡氣體變化。

圖二 竹科土壤氣體觀測站於 2006/11/1
～ 2007/9/30 期 間 ， 土 壤 氣 中 氡
氣、二氧化碳與地震活動事件之
關係

竹科測站在這段觀測期間，大約有 6
成的氣體異常事件可反映出鄰近的地震活
動事件，如表一，剩下的氣體異常事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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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竹 科 測站氣體異常訊號所對應地震
事件分佈圖

圖 五 新化測站氣體異常訊號所對應地震
事件分佈圖

圖六 新化測站在 2006/11/15 至 2006/12/31
期間，土氡異常變化與 1226 屏東地
震事件之關係

四、結語
圖四 新化土壤氣體觀測站於 2006/11/1～
2007/9/30 期間，土壤氣中氡氣、二
氧化碳與地震活動事件之關係

從以上結果可發現新城斷層及新化斷
層反應不同的構造活動區。
從新城斷層帶上的土壤氣體變化對應
的地震事件主要在測站東南方及宜蘭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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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土壤結構互制試驗
柯永彥1 許尚逸 1

摘 要
傳統結構耐震能力評估，常採用剛性基盤模式，不考慮地盤之變形性，可能無法確實
掌握結構之振動特性與受震反應。本研究利用 2007 年國家地震中心於台南縣關廟國小進
行之校舍現地試驗，進行校舍推垮試驗之基礎反應量測、校舍微振動量測、以及校舍強迫
振動試驗，藉以探討校舍結構之土壤結構互制效應。此外，本研究建立有限元素校舍結構
模型，用以模擬強迫振動試驗，並檢驗剛性基盤與柔性基盤模式之差異。

關鍵詞：校舍、推垮試驗、微振量測、強迫振動試驗、土壤結構互制效應

一、前言

二、試驗方法與試驗配置

921 集集大地震造成全國中小學校舍
合計 656 所損壞，突顯出老舊校舍耐震能
力不足之事實，實有必要對既有校舍進行
全面性之耐震能力評估。

2.1 校舍推垮試驗之基礎反應量測

工程界常以 ATC-40 之容量震譜法進
行 耐 震 能 力評估，由推垮分析 (pushover
analysis)建立建物基底剪力與屋頂位移之
關係，並轉換為容量震譜；再引入非彈性
之設計反應譜，作為需求震譜。兩者之交
點即為性能點，代表結構物在設計地震需
求下之性能表現。但傳統推垮分析係採用
剛性基礎模式，未考慮土壤結構互制之行
為，可能造成所求得容量曲線之偏差，進
而影響耐震能力評估之正確性。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曾針對花蓮新
城國中、雲林口湖國小、桃園瑞埔國小，
利用老舊校舍進行現地推垮試驗，實際驗
證其耐震能力。2007 年，於台南縣關廟國
小，再度進行校舍現地試驗，實際驗證各
種耐震補強工法之成效。本研究藉此機
會，於校舍推垮試驗中，進行基礎反應之
量測；此外，量測校舍在環境微振源下之
反應，並以振動產生器進行校舍強迫振動
試驗。以下將簡介試驗方法，呈現試驗成
果，並探討於其中之土壤結構互制效應。
1

本試驗係針對預力鋼棒補強試體（如
圖一）與標準試體為之。關廟國小校舍之
基礎型式，係於各柱下方設置獨立基腳，
並以地樑連接（如圖二）。觀察位置為柱
與地樑之接頭，然由於其位於地表之下，
須以間接方式進行量測。所採量測方法如
圖三所示，於預定量測之柱腳處開挖至地
樑底。然後於柱與地樑之接頭設置儀器
架，架上裝設角度計，以量測基礎轉角；
並於鐵架上設置一延長桿，向上鉛直延伸
至地表以上，再於開挖坑旁設置參考架以
裝設測微計，量測延長桿頂端之水平與鉛
垂向位移，經考慮延長桿因基礎轉角而傾
斜之效應，便可換算得基礎之位移。量測
位置為圖二中之 C1、C3、C5 柱基礎處。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案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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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預力鋼棒補強試體（C 構架側）

僅在達最大強度前為可靠，茲分述如下：
1. 預力鋼棒補強試體
圖四為基底剪力與 C1、C3、及 C5 柱
基礎轉角間之關係，由圖中可見，C1 柱與
C5 柱基礎轉角差異有限；C3 柱基礎轉角
則明顯較大，然而，基底剪力為 2985kN，
亦即達試體最大強度時，其值約僅 0.1°左
右。此外，因本試驗中間有卸載再加載之
動作，由基底剪力與柱基礎轉角間之關
係，可明顯看出非線性之現象。

圖二 關廟國小校舍基礎配置平面圖
LVDT

Base Shear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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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基礎反應量測配置
2.2 校舍微振動量測與強迫振動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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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試驗係針對標準試體為之。微振
動量測中，振源為環境中隨機產生之微小
振動，其涵蓋各種頻率範圍，可幫助識別
結構之振動特性。強迫振動試驗中，採美
國 ANCO 公司之振動產生器 MK4600，其
利用旋轉偏心質塊產生簡諧外力，出力分
別與偏心量以及轉動頻率之平方成正比，
則藉由改變偏心量及轉動頻率，便可改變
出力大小。本試驗中，偏心量固定為 20%，
頻率範圍為 2~8 Hz，頻率增量為 0.1 或 0.2
Hz，視是否接近結構體顯著頻率而定，出
力值範圍 1.67~26.8kN。振動產生器之固定
位置位於屋頂各柱位之中點，出力方向分
別為沿校舍長向與短向。於試驗中，採用
速度計記錄結構各代表位置之振動速度。

三、現地試驗結果
3.1 校舍推垮試驗之基礎反應量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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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預力鋼棒補強試體基礎轉角
在基底剪力與柱基礎水平向位移間之
關係方面，部分柱基礎出現了不合理的負
向（向左）之位移。推測其原因為：由於
固定測微計用之參考架，係設置於試體 C
構架旁水溝內側之地坪，其緊接教室窗
台，在側推過程中，可能和一樓地板一起
向右移動，且位移可能略大於基礎處，因
而造成基礎相對於參考架之位移為負值。
圖五為基底剪力與 C1、C3、及 C5 柱
基礎鉛垂向位移間之關係。由圖中可看
出，C1 柱基礎係向上移動，於最大強度時
位移值約 2mm；C5 柱基礎則是向下移動，
於最大強度時位移值約 1.2mm；C3 柱基礎
位移值則介於 C1 與 C5 柱基礎間。可知結
構在受側力作用下，整體略有翻轉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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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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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圖一之視角而言，側向載重係由
左側向右施加，在此將轉角方向定義為順
時針為正，位移方向則定義為向右向上為
正。推垮過程中，當試體到達最大強度後，
強度逐漸下降，此時試體將產生較明顯的
破壞，並開始有混凝土塊或碎磚掉落擊中
儀器架，造成量測結果產生嚴重誤差。因
此，在推垮試驗中所量測到之基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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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預力鋼棒補強試體基礎鉛垂向位移

2. 標準試體

3.3 校舍強迫振動試驗結果

圖六為基底剪力與 C1、C3、及 C5 柱
基礎轉角間之關係，與補強試體類似，C1
與 C5 柱基礎轉角差異有限；C3 柱基礎轉
角明顯較大，可能係因為其所受彎矩較
大，然而，於基底剪力為 1444kN，亦即達
試體最大強度時，值約僅 0.05°左右。

1. 資料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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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試驗中係以簡諧力作用於校舍屋頂
上，理論上結構反應為穩態反應。令所
得速度歷時記錄為 v(t)，若該試驗之振
動頻率為 fk，週期為 T，選取其中 N 個
週期長度之記錄，計算對應於該試驗頻
率之富氏級數係數，即為振動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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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標準試體基礎轉角
至於柱基礎之位移方面，亦與補強試
體類似，在水平向位移方面，部分柱基礎
出現了不合理的負向位移；鉛垂向位移間
則顯示出結構在受側力時之翻轉趨勢。
3.2 校舍微振動量測結果
分別將一樓地版處與屋頂處所測得之
微振動歷時，進行富利葉轉換後得到富氏
譜；再將屋頂與一樓地板之富氏譜相除，
便可得到微振反應之轉換函數，其尖峰值
對應之頻率，即代表了一樓以上結構之顯
著頻率。

Transfer Function

圖七為沿長向微振反應之轉換函數，
主要的顯著頻率出現在 4.55Hz。沿短向之
顯著頻率則出現在 9.70Hz。由於沿短向之
顯著頻率較沿長向者為大，反映出校舍結
構短向勁度較大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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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標準試體沿長向微振反應轉換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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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態反應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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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振動試驗中，各試驗頻率之出力
大小並不一致，若欲清楚識別出振動反應
與試驗頻率之關係，則須將所量得之振動
振幅除以振動產生器之出力大小，得到正
規化之動態反應函數，除了可用來判斷系
統顯著頻率外，亦可利用半功率頻帶寬法
來評估系統阻尼。圖八為沿長向出力試驗
中，以屋頂各測點資料平均而得之屋頂中
點動態反應函數，可看出標準試體長向之
顯著頻率為 3.8Hz，阻尼比約為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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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應於試驗頻率之穩態振動歷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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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長向出力試驗屋頂動態反應函數
在沿短向出力試驗中，A1-C1 柱側以
及 A5-C5 側振動特性略有不同。前者顯著
頻率約 7.0Hz，後者則約為 7.5Hz，但均明
顯較沿長向之顯著頻率為大。另由於反應
函數之頻寬較寬，阻尼值亦較沿長向者大。
整體而言，強迫振動試驗得到之結構
顯著頻率，均較微振動量測所得者為低。
微振量測係利用屋頂與一樓地板反應之轉
換函數識別顯著頻率，所得結果代表一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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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結構體的特性；強迫振動試驗直接以
屋頂動態反應函數識別顯著頻率，所得結
果代表整體土壤~結構系統之特性。由此可
知，土壤結構互制效應將降低系統之勁度。

長向動態反應函數比較，由圖可知，柔性
基盤分析與現地試驗結果尚稱符合；剛性
基盤分析尖峰反應值偏低，顯著頻率則偏
高。因此，考慮土壤結構互制效應與否，
對結構動態分析結果具相當程度之影響。
Dynamic Response (mm/kN)

四、數值分析
本節採用有限元素軟體 ABAQUS，建
立標準試體之數值模型，分別以柔性基盤
與剛性基盤模式模擬強迫振動試驗，並將
所得結果與現地試驗之結果進行比較。
由於強迫振動試驗屬小應變之試驗，
故在此不考慮結構與土壤非線性之行為。
另由於本試驗中，結構反應為穩態反應，
故此處採線彈性頻率域分析模式，在此情
況下，能較時域分析大幅減少計算成本。
本分析中，樑柱構架以三維二節點
Euler-Bernoulli 樑元素 B33 模擬；樑柱接頭
處則因剛性較大，在不考慮剪力變形的情
況下，可簡化分析模式，將接頭處之勁度
提高，使接頭之變形由樑柱端點分擔（葉
勇凱，2005）。樓版採用四節點薄殼元素
S4R 模擬。磚牆係參考蔡益超等人(2000)
整合許茂雄教授之磚牆性質研究成果（黃
國彰，1995；林正偉，1995），建議將磚
牆模擬為一等值受壓斜撐，其與磚牆具有
相等的勁度，且端點與構架係為鉸接。
在柔性基盤分析中，基礎勁度之效
應，係採用設置於各個地樑與柱接頭之水
平向、鉛垂向、與旋轉彈簧元素來模擬；
彈簧勁度則是由側推試驗中，基礎變形與
受力關係曲線之初始線性段予以決定，並
依強迫振動試驗所得之土壤～結構系統顯
著頻率予以適度修正。剛性基盤分析中，
則是將柱與一樓樓版之交點視為固定端。
至於阻尼之模擬，結構部分採用雷利
阻尼(Rayleigh damping)模式，基礎部分則
是採用阻尼盤元素，所需參數則是依強迫
振動試驗所得之阻尼比予以設定。
由頻率域分析，得到模型各節點之振
動振幅與相角，對外力正規化後，便可得
到動態反應函數。圖九為現地試驗、柔性
基盤分析、與剛性基盤分析所得之沿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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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現地試驗與有限元素分析所得動態
反應函數之比較

五、結論
1.

於推垮試驗中，基礎可量測到位移與
轉角之反應，雖然變位值並不大，但
已經可約略看出非線性之效應。

2.

由微振量測與強迫振動試驗所得顯著
頻率之差異，可明顯看出土壤結構互
制效應之影響。

3.

以有限元素法模擬強迫振動試驗，柔
性基盤分析得之動態反應函數，與試
驗所得相近；至於剛性基盤分析所得
者，其顯著頻率偏高，反應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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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樁在砂土中之側推及振動台試驗
翁作新1 陳家漢2 陳益成3 曾永成3

摘 要
為探討在地震力作用下之液化土壤與樁基礎互制反應，利用所研發之大型雙軸向
多層剪力試驗盒，使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振動台進行樁基礎物理模型試驗，以
模擬實際地震力作用下土壤與樁基礎之受震反應行為。本研究使用空心鋼管樁為模型
樁，其尺寸為長 1500 mm，外徑為 101.6 mm，厚度為 3 mm。模型樁採固接於剪力盒
底部方式以模擬其貫入岩盤之情況。初期已進行側向載重試驗與振動台試驗，根據上
述試驗除可進行土壤－基樁互制作用之研究，更可以進一步探討目前常用之擬靜態分
析法是否能有效的涵蓋真實地震作用下之動力效應。

關鍵詞：模型樁、土壤-基樁互制作用、側推試驗、振動台試驗、土壤液化

一、前言
為符合基礎承載力以及動力的需求，
許多重要工程建設多採用深基礎設計，其
中樁基礎為常用的形式之一。過去的地震
災害中，例如 1964 年日本 Niigata 地震、
1989 年美國 Loma Prieta 地震、1995 年日
本 Kobe 地震以及 1999 年台灣的集集地震
等，皆有許多因地盤弱化或土壤液化而造
成樁基礎結構物破壞等災害案例，因此需
要針對液化土層與樁基礎之互制行為深入
探討，以確保結構物之受震安全性。

動之效應，同時也可以考量單向度及雙向
度振動作用下液化土壤-樁基礎結構互制
反應。以下簡介模型樁試驗之初步試驗概
況。

二、模型樁及試體準備介紹
本研究所採用之模型樁材質為不鏽鋼
SUS316，其尺寸為長 1500 mm，外徑為
101.6 mm，厚度為 3 mm 的空心圓樁，而
2
其彈性模數 Ep 為 2.04×106 kg/cm ，斷面性
質 Ip 為 113.035 cm4。樁身黏貼應變計，其
分布如圖一所示。

現今模型樁受震相關研究成果大多數
僅針對單向度振動作用下土壤液化對樁基
礎之影響進行探討(如 Willson et al., 2000;
Abdoun et al., 2003; Boulanger et al., 2003;
Tokimatsu et al., 2005)，且無法將上部結構
的慣性（inertial）與地盤運動（kinematic）
作用於樁基礎上的效應分別考慮。因此，
本研究使用翁作新等人所研發之大型雙向
多層式剪力試驗盒(Ueng et al., 2006)，配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大型振動台進行
試驗，利用雙向剪力盒的設計分別探討樁
基礎受震時作用於其上之慣性力與地盤運 圖一 模型樁及沿樁身之應變計分佈圖
1
2
3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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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的試驗規劃中，模型樁是
以固接的方式固定在剪力盒底部以模擬樁
基礎貫入岩盤中之情況。同時為了減少後
續分析的困難，試驗用砂則是選用較容易
大量取得而且均勻之進口純淨越南石英
砂，其基本物理性質如表一所示。其中砂
土的最小及最大孔隙比分別是根據 ASTM
D4253 Method 1B(wet method)及 ASTM
D4254 Method A 所得到。

化情形。圖二與三分別為單樁側推之儀器
配置情形與基樁在飽和砂土試體中之側推
試驗情況。

為配合本試驗盒之砂土試體準備工
作，使用所研發之固定式霣落箱來以濕沉
降 法 (wet sedimentation) 準 備 飽 和 砂 土 試
體，而詳細之試體準備資訊可參翁作新等
人的研究報告[5,6]。在本研究中側推試驗
與振動台試驗之試體準備皆採用上述方式
進行。
圖二 單樁側推試驗之儀器綁設情況

表一 越南石英砂之基本物理性質
Shape

Gs

Subangular 2.65

D50
(mm)
0.32

Cu

emax

emin

1.52 0.912 0.612

ρmax
ρmin
(kg/cm3 ) (kg/cm3)
1644

1386

三、側推試驗
為了解基樁的材料性質及基樁與土壤
之靜動態互制作用行為，因此在進行振動
台試驗前，分別進行一系列基樁以及埋置
在飽和砂土試體中基樁之靜態和動態反覆
側推試驗。側推試驗是利用油壓千斤頂以
位移控制的方式加載於基樁頂部，並控制
圖三 基樁在飽和砂土中之側推試驗
最大位移量在樁材的彈性變形範圍之內
（≤5mm）。其中靜態側推試驗是利用分階
圖四是根據所荷重計所量測之側推力
加載程序由小至大控制樁頂之位移量，而
動態反覆側推試驗則是施加 10 個正弦波， 與不同深度之樁身應變反算而得沿樁身不
同時變化其頻率（0.5~2Hz）以及不同的振 同深度之彎矩－曲率關係圖。由圖中可知
隨著深度增加樁身應變也愈大，此亦符合
幅(1~5mm)進行試驗。
在彈性狀態下，集中力施加在懸臂梁端點
基樁受側向載重時，其樁身變位是一
之反應。由圖中亦可觀察出在彈性範圍
個重要的課題，而基樁－土壤之互制作用
內，樁材之拉壓特性呈現良好的對稱性。
行為與引致之超額孔隙水壓變化等亦為觀
同時由於垂直施力側方向的應變計反應近
察之重點。因此在每次側推試驗中皆量測
乎為零的結果，可推測試驗樁材的對稱性
不同深度樁身應變與加速度，以及試體中
與均質性良好，其中性軸即在斷面的中心
樁身附近之土壤加速度與孔隙水壓力變
處。
化，並於試驗後量測樁身附近砂面高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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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Curvature ( PS1_1)

四、振動台試驗

Depth 11cm

Moment (N-m)

1000

模型樁振動台試驗是利用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之振動台為振動力來源，以大
型雙軸向剪力試驗盒為容器，進行大尺寸
物理模型試驗來模擬砂土地盤中樁基礎受
水平地震力作用下之反應行為。圖六為模
型樁在砂土試體中之振動台試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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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不同深度之基樁受靜態側向載重之
彎矩與曲率關係

圖六 模型樁振動台試驗之情形

根據彈性梁理論之基本假設，將在砂
土中之模型樁承受側向靜態載重試驗中不
同階段所量測沿深度之樁身應變反應，利
用回歸的方式求得沿樁身變化之彎矩函
數。該函數再對其樁身積分兩次即可求得
沿樁身變形曲線之函數。圖五為砂土中模
型樁承受靜態側向載重之樁頂變位與應變
反算之樁身變位圖，由圖中可知由位移計
直接量得之結果與樁身應變反算之結果能
有良好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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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秒之正弦
波，並變化不同頻率，然後再施加代表性
地震記錄；先以小振幅振動，再施加大振
幅振動。每次振動試驗中皆量測不同深度
剪力盒內外框 x、y 向的加速度與位移、樁
身應變、加速度與樁頂位移，以及試體內
樁周之近遠域土壤之水壓力、加速度反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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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為剪力試驗盒內部量測儀器配置
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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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單向度振動台試驗中基樁與土壤
之放大係數隨簡諧振動頻率的變化反應可
得知土壤的共振頻率約在 10Hz 左右，而基
樁與土壤系統之共振頻率約在 11.8Hz，如
圖八所示。其結果與利用 White noise 的振
動試驗所求得之土壤和基樁-土壤系統之
顯著頻率相當一致。

圖五 砂土中模型樁受靜態側向載重之樁
頂變位與應變反算之樁身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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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孔隙水壓力激發之耦合(coupled)反應，
更可以進一步探討目前常用之擬靜態分析
法是否能有效的涵蓋真實地震作用下之動
力效應。經由一系列試驗探討，期能對於
液化土層與樁基礎結構之互制現象及行為
有更進一步了解，進而提出一套合理之液
化地盤中樁基礎分析及設計方法以供工程
實務上耐震設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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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討其與受震時基樁變位與樁身周圍
NCREE-03-042，台北，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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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基礎非線性側推分析之樁材塑鉸設定方法
邱俊翔1 陳正興2 楊鶴雄3

摘 要
在進行結構設計時，經常使用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法來求取結構物之容量曲線。側
推分析上常採用塑鉸法來模擬梁或柱在構材降伏後之非線性撓曲行為。塑鉸法已成功應用
在梁柱系統的分析上，但對於樁-土系統，分析結果卻不盡令人滿意，其主要原因在於基
樁之塑鉸位置不易掌握，且缺乏合適的塑鉸性質。
為解決此一問題，首先為有效掌握塑鉸所發生的位置與範圍，本研究建議對於樁-土
系統應採用分佈塑鉸方式來模擬樁材非線性行為。在塑鉸性質的設定上，為求取正確之塑
性轉角，本研究修正 ATC-40 報告中在計算塑鉸性質時關於塑性曲率之定義。在塑鉸配置
上，為省去進行收斂性分析的麻煩，本研究更提出塑鉸最小發展範圍的估算公式，可將塑
鉸長度取為該最小範圍的某個比例作為合適之塑鉸長度。本研究利用 SAP2000 程式，以
塑鉸考量樁材非線性，對於一樁-土系統進行樁頭側力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本文所提之塑
鉸設定方法與 ABAQUS 採用非線性元素所得之樁基礎容量曲線相當接近。

關鍵詞：樁基礎、側推分析、樁材非線性、塑鉸

一、前言
當應用塑鉸法在樁-土系統之側推分
析上，仍有一些困難尚待克服。主要困難
點包括：
(1)基樁的塑鉸性質（即彎矩-塑性轉角曲
線）不易直接取得
許多研究報告中，如 ATC-40 (1996)
與 FEMA 273 (1997)，根據許多試驗資料歸
納出梁與柱構材的塑鉸性質，供參考使
用，並且這些塑鉸性質大部分皆為常用的
結 構 分 析 軟 體 所 採 用 ， 如 SAP2000 、
ETABS。然而，對於基樁，目前仍缺乏足
夠之試驗資料歸納出塑鉸性質，因此只能
透過理論分析求得。
(2)樁-土系統中，基樁塑鉸發生的位置不易
決定
對於簡單的構架分析，因為最大彎矩
發生的位置經常位於構架的梁柱接頭(joint)
上，因此可很容易地決定其塑鉸位置。然
1
2
3

而，對於樁-土系統，基樁因受周圍土壤影
響，當土壤進入非線性，最大彎矩位置與
範圍皆會發生變化，使得要事先確定塑鉸
位置與範圍變得相當困難。
因此本研究目的則是針對樁-土系統
之非線性側推分析，提出一適當的塑鉸設
定方式來模擬樁材非線性行為，包括塑鉸
性質的決定與塑鉸配置。

二、塑鉸模式
目前塑鉸模式依塑鉸配置型態主要可
分成二類，(1)集中塑鉸模式(concentrated
hinge model)與(2)分佈塑鉸模式(distributed
hinge model)。集中塑鉸模式應用場合係當
構材降伏的位置主要發生在構件的端點
上，較不可能發生在構件上；而分佈塑鉸
模式則是應用在當構材降伏的位置發生在
構件上。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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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集中塑鉸模式，塑性區內之所有

塑性撓曲變形係由一個實際長度為零的點
鉸所代表。而該點鉸所代表之塑性區範圍
（即塑鉸長度）應事先被給定，以計算塑
性轉角量。
然而，有別於集中塑鉸模式係以單一
個塑鉸來模擬某個特定位置整個塑性區行
為，分佈塑鉸模式則在沿著構件在可能發
生塑性之區域設置多個塑鉸。當塑鉸位置
的彎矩值超過構材斷面降伏彎矩時，代表
該塑鉸所在的區段整個已經發生降伏，使
得塑鉸降伏，並產生塑性轉角。藉由這些
已降伏的塑鉸可決定出塑性區的實際範
圍。由此看來，分佈塑鉸模式可省去事先
決定塑鉸發生位置的困擾。
從以上對於塑鉸模式的討論，對於樁土系統，由於基樁最大彎矩的位置會隨著
土壤進入降伏的範圍而改變，因此集中塑
鉸模式並不適用於樁-土系統之非線性分
析上。反之，採用分佈塑鉸模式可佈設多
個塑鉸在可能的塑性區上來避免錯置塑
鉸。並且，不若集中塑鉸模式之塑性發展
僅集中在單一點上，分佈塑鉸模式則可模
擬塑性區發展變化的情形。

三、塑鉸性質之決定
撓曲塑鉸性質係由所謂的彎矩-塑性
轉角關係所定義。然而這個關係並不容易
直接求得。ATC-40 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一分
析程序，可透過計算來求取塑鉸的彎矩-塑
性轉角關係。分析方法敘述如后：

φp = φ −φy

(2)

其中，如圖一所示，為一典型斷面彎矩-曲
率關係，φ為材料降伏後，斷面彎矩為 M
時所對應的曲率；φy 則為降伏曲率。

圖一 ATC-40 定義之塑性曲率
然而若考量整個構件在每個位置實際
上皆為非線性斷面，當採用此方法（以下
簡稱 ATC 法）所計算的塑鉸性質，在估計
構件的轉角與變形會產生誤差。這個誤差
的產生係因為塑性曲率的定義所造成的。
經比較一非線性元素與塑鉸模式，若
要正確求算非線性的轉角與變形，則必須
要修正塑性曲率的定義，如下式所示：

φ pm = φ −

M
EI e

(3)

其中，EIe 為彈性撓曲剛度。

首先根據材料之應力-應變關係可計
算得到構材斷面之彎矩-曲率關係。由該彎
矩-曲率關係可決定出降伏曲率φy 與極限曲
率φu。下一步則是設定塑鉸長度 。一旦塑
鉸長度決定後，根據下式，將塑性曲率乘
上塑鉸長度，則可計算彎矩-塑性轉角關
係。

θ p = φp ⋅lp

圖二 重新定義之塑性曲率

(1)

其中，θp 為塑性轉角；φp 為塑性曲率；lp
為塑鉸長度。而且，塑性曲率定義為曲率
超出降伏曲率的部分，如下式所示：

上式所代表的意義為塑性曲率應將材
料降伏後之曲率值扣去其曲率彈性回彈
量，如圖二所示。因此，塑性轉角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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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

θ p = (φ −

M
)⋅lp
EI e

Lp >

(4)

Mu − M y
2β ⋅ H u

(6)

其中，β為線性樁-土性統之特徵係數

(= 4 E s / 4 EI

四、樁-土系統之塑鉸配置方法

，Es 為地盤反力模數，EI

為樁

的撓曲剛度)。

塑鉸的適當配置對於掌握塑性區的位
置與範圍是相當重要的。一般來說，可藉
由收斂性分析，逐步改變不同的塑鉸長度
設定，從分析結果的收斂情形來決定合適
的塑鉸長度。
塑鉸長度最起碼的要求是塑鉸長度必
須遠小於實際上會發生塑性的區域範圍。
因此，從這個角度來看，如果可以事先知
道塑性區範圍 Lp，便可將塑鉸長度設定為
該範圍的某一比例，舉例來說，可以將塑
性長度設為 Lp/10 ，較小的塑鉸長度有助
於完整掌握實際塑性區範圍與模擬塑性的
逐步擴展情形。這樣一來，可以不需要進
行收斂性分析。基此，本節嘗試提出一方
法來估算樁-土系統塑性區的可能範圍。
假設有一基樁，其樁材為一非線性彎
矩-曲率關係，由該曲線可定義出斷面降伏
彎矩 My 與極限彎矩 Mu。當基樁斷面彎矩
達降伏彎矩時，基樁開始降伏；隨著荷載
持續增加，會發展出相當長度範圍的塑性
區，直至某斷面之彎矩達到其極限彎矩。

圖三 樁-土系統塑性區之自由體圖
一旦塑性區域的範圍被決定後，塑鉸
長度則可取為該長度之一某一比例。若採
用上述之塑性區最小範圍則可得到一個較
保守的塑鉸長度。

五、樁-土系統之塑鉸配置方法
本節將以一樁 - 土系統之數值模型評
估所提塑鉸性質與塑鉸配置方式之有效
性。圖四所示為樁-土系統數值分析模型，
為一長 30 m 之基樁埋置於雙層土中。

在決定基樁塑性區的可能範圍大小
上，考量二個塑性區可能發生的位置：(1)
塑性區發生在地表下的某個深度，以及(2)
塑性區發生在樁頭（樁頭受束制的情況）。

Load H
Silt

Sand

5m

Pile

25 m

在這二個位置取塑性區的自由體（如
圖三所示）來進行平衡分析，可導得塑性
區最小值估算公式如下：

(1) 塑性區發生在地表下的某個深度
Lp ≥

2( M u − M y )
pult

圖四 側向樁案例分析

(5)

基樁之斷面彎矩 - 曲率關係假設為雙
線性，如圖五所示，其彈性撓曲剛度為
其中，pult 為土壤極限反力。
375000 kN/m2，斷面的降伏彎矩與極限彎
(2)塑性區發生在樁頭（樁頭受束制之情況） 矩分別為 1500 kNm 與 2500 kNm。土層為
雙層土，表層為 5 m 厚之粉土層(silt)，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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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砂土層(sand)。此雙層土之 p-y 曲線假
設為彈性完全塑性，如圖六所示，其中粉
土層與砂土層之地盤反力模數分別為 6667
kN/m2 與 10000 kN/m2，粉土層與砂土層之
降伏土壤反力分別為 100 kN/m 與 300
kN/m。

800

Lateral load (kN)

600

400

200

3000

ABAQUS (nonlinear element)
SAP (ATC methed)
SAP (modified ф pm )

0
0

0.1

0.2

Moment (kNm)

2500
2000

0.3

0.4

0.5

0.6

0.7

Deflection (m)

ultimate point
(0.02, 2500)

圖七 自由樁頭容量曲線

1500

yielding point
(0.004, 1500)

1000

1000
800

Lateral load (kN)

500
0
0

0.005

0.01

0.015

0.02

0.025

Curvature (1/m)

圖五 樁材斷面性質

600

400

ABAQUS (nonlinear beam element)
SAP (ATC method)
SAP (modified ф pm )

200

350
0
0

30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Deflection (m)

p (kN/m)

250

圖八 固定樁頭容量曲線

200
150

五、結論

100
Silt

50

Sand

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y (m)

圖六 土層 p-y 曲線
利 用 ABAQUS (1995) 與 SAP2000
(2002)來分析此樁-土系統行為。兩程式主
要差別在於 ABAQUS 可使用非線性梁元
素來模擬樁材非線性，而 SAP 則是採用塑
鉸來模擬。將探討二種不同樁頭條件：(1)
自 由 樁 頭 ， 以 及 (2) 固 定 樁 頭 ， 並 以
ABAQUS 分析結果作為比較的基準。
進行 SAP 分析時，ATC 法與修正塑性
曲率法皆被採用來計算塑鉸性質。自由樁
頭與固定樁頭分析所得之基樁容量曲線，
分別如圖七與圖八所示，兩圖中皆可發現
利用本研究所提之塑鉸配置模式與修正塑
性曲率，所得到之容量曲線與 ABAQUS 利
用非線性梁元素所得之曲線相當一致。然
而使用 ATC 法之塑鉸性質顯然高估基樁降
伏後之位移。

基樁之最大彎矩深度會隨著土壤進入
非線性後而有所改變，因此對於樁 - 土系
統，建議採用分佈塑鉸模式來模擬樁材非
線性行為。利用分佈塑鉸模式，配合土壤
非線性行為之模擬，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
可用來建立樁-土系統之完整容量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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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主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
林沛暘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智慧型磁流變減震器，建構一套半主動控制樓板檢震系統。
樓 板 隔 震 系 統 是 由 滾 動 是 單 擺 支 承 墊 以 及 磁 流 變 減 震 器 所 組 成 ， 運 用 LQR with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 建構半主動控制系統，不同於以往的 clipped-optimal control，
LQR with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 可以計算出連續的控制訊號來控制磁流變減震器，提
供整體隔震系統證有效且平順的控制效果。本研究運用地震中心現有的足尺寸三層樓鋼構
樓房結構作為目標結構，在二樓部分架設半主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四種不同的地震紀錄
（包含近域與遠域地震紀錄），正規劃至各種震度的地震，均用來測試此半主動控制樓板
隔震系統的效能。兩種極端的被動控制模式以及三種半主動控制模式均於震動台上進行測
試，並比較其效能。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半主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可以大幅遞
減低樓板加速度反應。被動控制模式可以針對單一震度下做最佳控制，半主動控制系統則
可以適應各種震度與震波，全面性地可以有優異的控制效果。在此同時，整體結構的反應
也因為裝置樓板隔震系統而有所提升，再加速度與位移反應均有小幅度的折減。

關鍵詞：控制系統、半主動控制、隔震系統、磁流變減震器

一、前言
低功率、高可靠度以及高安全性這三
大特點，讓半主動控制系統成為了一向新
興的結構控制方法。在半主動控制系統
中，最常見的便屬與近年來蓬勃發展的半
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Lin 2006]。磁流變
減震器基本構造與運作方式類似傳統的液
壓減震器，但以磁流變流體取代液壓油，
並加入可產生磁場的線圈。磁流變流體是
由可磁化的微粒以及矽油所混合而成，藉
由磁場的變化磁流變流體的行為可以從液
態變化至接近固態。其降伏應力與磁場強
度成正相關。藉由外部電流（電壓）控制
磁場強度，可已快速地調整磁流變減震器
的出力特性。與主動控制系統相較，半主
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所需能量很低（僅止
於調整減震器特性），因此其經濟性、維
護性以及可靠度均較能為實務採用。
基底隔震系統的種類很多，如鉛心橡
膠支承墊、天然橡膠支承墊、滑動單擺支
承墊等等。有一些基底隔震系統則是由多
種元件所組合而成，例如鉛心橡膠支承墊

＋液壓減震器＋鋼彈簧，這類的設計均是
為了組合成一個適當的基底隔震系統。液
壓減震器可以提供此複合式隔震系統更多
的銷能機制，鋼彈簧可以進一步調節隔震
系統周期，達最佳化設計需求。基於相同
的考量，本研究提出了一種複合式隔震系
統：滾動式單擺支承墊＋磁流變減震器。
滾動式單擺支承墊負責提供系統適當的回
復力，也就是勁度。由於採用滾動式滾輪，
其摩差力極其微小，約為摩差式單擺支承
墊的千分之ㄧ，可與忽略不計。因此所有
的消能均集中於磁流變減震器。這樣的設
計將可控制範圍最大化，提升控制系統對
於外在擾動的適應性。
本研究提出一套，結合了滾動式單擺
支承墊以及可變式磁流變減震器的半主動
控制樓板隔震系統。圖一(a)為此半主動控
制樓板隔震系統 3D 示意圖，四組滾動式單
擺支承墊位於四週支撐整個樓板隔震系
統，中間連接一支磁流變減震器，作為消
能裝置。圖一(b)與圖一(c)分別為磁流變減
震器以及滾動單擺支承墊的照片。為求取
磁流變減震器的非線性數值分析模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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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進行了一系列的性能測試與系統識
別，建構出一個可以準確推估出各種控制
電壓與外在擾動下之磁流變減震器數值分
析模型。本研究以地震中心現有的三層樓
標竿鋼構樓房試體為測試結構，隔震樓板
系統裝置於二樓。四組截然不同的地震紀
錄被用來測試此樓板結構系統的性能。每
一種地震紀錄都會測試多組不同震度，由
100gals 開始，200gals、300gals 直到隔震
系統達到其極限。多種震度與地震紀錄的
測試，可以用來驗證此系統是否能具有強
大的適應性。不同控制電壓下的被動控制
系統與半主動控制系統均在震動台試驗中
進行測試，並比較其性能。傳統式的固定
樓板系統也將一併測試做為指標。

法 為 『 LQR with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其概念為以 LQR 主動控制理論
計 算 出 最 佳 化 控 制 力 ， 再 藉
由”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計算出所對
應的磁流變減震器控制訊號。此方法的優
點在於控制系統的控制目標可以很簡單且
直覺地設定，半主動控制系統可以針對控
制目標作最佳化控制。與其他半主動控制
如”Clipped-optimal Control”最大的不同點
在於，其他方法紙是在數個(一班是兩個)
固定控制訊號做切換，其控制訊號類似
Band-Band Control。本方法可以根據感應
器所回饋的訊號計算連續變化的控制訊
號，連續變化的控制訊號可以讓整個控制
系統有更平順且有效率的控制效果。
『LQR
with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控制理論
簡述如下：
結構控制系統的狀態空間方程式如
下：
X& (t ) = A X (t ) + B U (t )

(1)

X(t) 代表狀態空間向量，包含系統位移與
速度 。考量到要觀察或者是監視結構反應
狀態，可以定義已向輸出向量矩陣 Y(t)

(a) 半主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 3D 示意圖

Y (t ) = CX (t ) + DU (t )

(2)

藉由 C, D 矩陣的組合，可以輸出任何想要
的結構狀態向量。接下來定義控制目標函
數 J 如下：

(b) 磁流變減震器照片 (7kN/300mm)

∞

J=

∫ {Y

T

t =0

(c) 滾動單擺支承墊照片
圖一 (a) 半主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 3D 示
意圖； (b) 磁流變減震器照片
(7kN/300mm)； (c) 滾動單擺支
承墊照片

二、半主動控制系統設計

}

(t ) Q Y (t ) + U T (t ) R U (t ) dt

(3)

Q 為狀態權重函數矩陣，R 為控制權重矩
陣。Q 跟 R 的設定決定了控制目標函數，
本研究的輸出向量矩陣 Y(t)包含了結構相
對位移、相對速度以及絕對加速度。因此
可以針對各種需球設計控制系統目標。將
方程式(3)最小化，可以得到以下的 Ricatti
方程式 ：
C T QC + A T P + P A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為半主動控制系
統，必須及時地計算出半主動控製磁流變
減震器的最佳控制訊號。本研究採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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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B + C T QD) ( D T QD + R) −1 ( B T P + D T QC ) = 0

(4)

解 Ricatti 方程式，可以得到以下的控制回
饋矩陣 G：

G = − ( D T QD + R ) −1 ( B T P + D T QC )

三、震動台試驗

(5)

在一個隔震系統，隔震系統衝程以及
上部結構絕對加速度是最需要控制的課
題，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輸出向量矩陣與
權重函數矩陣如下：
Y = [ x, x& , &x&]T

(6a)

⎡10QD
0
0 ⎤
⎢
⎥
QV
Q=⎢ 0
10
0 ⎥
⎢ 0
0
10QA ⎥⎦
⎣

(6b)

R = 10

(6c)

RR

‘LQR1’: [QD QV QA RR] = [5, 3, 5, -9]

(7a)

‘LQR2’: [QD QV QA RR] = [6.2, 3, 5, -9]

(7b)

‘LQR1’ 的 控 制 目 標 以 加 速 度 為 優 先 、
‘LQR2’ 的控制目標以隔震系統衝程為優
先。

圖二 半主動控制系統流程圖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
藉由以上的方法可以計算出各個時間
點的最佳化控制力，但由於本研九採用的
是半主動控制，因此還需要進一步計算出
所對應之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的控制
訊號。圖二為此半主動控制系統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控制流程圖。藉
由感應器的回饋訊號計算出各種控制電壓
下（0V、0.2V、0.4V、…1.2V）的磁流變
減震器出力，與最佳化控制力作比較，挑
出最佳的控制訊號區間，在進一步作線性
內插（方程式 8），求取連續變化的最佳化
控制訊號。
V = V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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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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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研究採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現
有的三層樓標竿鋼構樓房試體進行測試，
此標竿鋼構試體長 3 公尺、寬 2 公尺、樓
高 3 公尺、總高 9 公尺。樑柱均採用
H150x150x7x10 的型鋼，樓板為剛性樓板
系統（25mm 鋼板與大、小梁焊接）。每
層樓 2.5 頓結構自重外加 3.5 噸配重鉛塊，
共六噸，試體總重 18 頓。
圖三為半主動控制隔震樓板系統控制
流程圖，所有樓板的位移、速度與加速度
均由適當的感應器量測，並由資料擷取系
統儲存。僅隔震樓板的衝程訊號回饋至半
主動控制系統作為回饋。圖四為半主動控
制隔震樓板系統震動台測試照片 (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2007 年八月)。半主動控
制樓板隔震系統裝置於二樓樓地板，隔震
樓板上部重 3.5 頓（包含鋼板與配重鉛塊）
。
四組歷史上的地震紀錄，（包含 1940
年 El Centro、1999 年神戶地震以及兩筆
921 地震紀錄(TCU068 與 TCU129)），配
合一系列由小到大的震度在震動台上進行
測試。測試系統包含：固定樓板系統、兩
種被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最大控制電壓
P-max 以及斷電 P-off）以及半主動控制樓
板隔震系統。
圖五顯示在「El Centro NS 1940」下
固定樓板系統與被動控制、半主動控樓板
隔震系統控制效果比較圖。上圖為各種震
度 PGA 下隔震系統最大衝程比較圖，下圖
各種震度 PGA 下樓板最大絕對加速度比
較圖。由圖可以發現隔震系統衝程隨震度
增加而增加，半主動控制系統在 400gals
下均可以達到衝程控制目標（小於 14 公
分）。僅被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 P-off（斷
電狀態）無法滿足衝程目標。被動控制樓
板隔震系統 P-max 的衝程最小。比較隔震
樓板最大加速度可以發現半主動控制樓板
隔震系統可以有優異的加速度隔絕效果，
遠優於 P-max。由此可以發現，被動控制
系統僅可適用於其特定設計地震力，而本
研究所提之半主動控制系統可以適應各種
震度的地震，做最佳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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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本研究提出了一套結合滾動式單擺支
承墊以及半主動控制磁流變減震器之半主
動控制樓板隔震系統，運用「LQR with
continuous-optimal control」方式求得最佳
化的控制訊號來控制磁流變減震器。震動
台實驗的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半主
動控制可以在各種震波與震度下有絕佳的
控制效果。當傳統被動式隔震系統只能在
其設計地震下（特定震波與震度）有最佳
控制效果，此半主動隔震系統可以適應各
種震波與震度，做最佳化控制，小震度下
提供優異的加速度隔絕效果，大震度下控
制衝程保護隔震系統。與其他半主動控制
系統不同的是本系統可以輸出連續變化的
控制訊號，來控制磁流變減震器，提供更
為平順且優異的控制效果。在此同時，整
體結構物的震動反應也因此樓板結構系統
的裝置，有小幅度的減低效果。

圖三半主動控制隔震樓板系統控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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