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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立台灣大學與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於 2004 年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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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進行全世界首次跨國性合作式大尺度的地震工程實驗。本實驗的結構物為五跨

行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第 10286 號

度、具有四個雙鋼管混凝土柱的橋梁系統，其中三支橋柱分別設計置於本中心(簡稱

中華郵政北台字第 4690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交寄

CU)，第四支橋柱以及梁元件等其它元件，均以數值計算的方式，由電腦來進行模

NCREE)、台灣大學地震工程實驗室(簡稱 NTU)與加拿大 Carleton 大學實驗室(簡稱
擬。本實驗採用本中心於 2002 年與 2003 年建置的合作平台 ISEE(Internet-based
Simulation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使各實驗室之間，得以合作共同進行試驗與
資訊交換。本實驗的試體設計與實驗規劃均已完成。目前三座試體中，CU 之試體正
在製作，而 NCREE 與 NTU 兩實驗室的試體已製作完成。本實驗預計於 2005 年 5
月開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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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國合作實驗技術
隨著研究的日趨精緻、新型構件的快速發展，地震工程實驗的需求，不論在試
體的規模，或是實驗的精確度等各方面，也日益增高。開發跨實驗室進行合作實驗
的技術，成為各國地震工程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美國 NEES、日本 ED-Net、韓國
KOCED 與歐洲 I-SAMCO 等計畫均已先後投入網路合作式地震工程實驗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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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實驗的能力可謂刻不容緩。本研究接續民國 91 與 92 年度相

表一 本實驗各橋柱的縮尺比例資料

關計畫已建構一套地震工程模擬與實驗之網路化平台
(Internet-based Simulation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 簡 稱
ISEE)，並多次進行本中心(NCREE)與台灣大學實驗室(NTU)之間
的合作實驗，並嘗試將分析引擎置於美國，以軟體模擬的方式，
確認 ISEE 平台的國際合作能力。

三、實驗橋梁系統

用的非線性反應。如圖二所示，本實驗具四個雙鋼管混凝土橋
柱，其中三個橋柱分別設置於本中心、台灣大學與 Carleton 大學
三個實驗室，最後一個為橋柱與其它元件則由分析引擎以有限元
素法進行數值模擬。

P1
Carleton
1/5 scale

橋柱 2
NCREE
40%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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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柱 3
NT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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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柱 4
數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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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5m
2.0 m
2.0 m

本次實驗模擬的地震力為雙水平向，包括東西向與南北向。
為了模擬橋柱頂部所受的地震力，實驗室的致動器必須配置為水
平雙向，並具有雙向的反力牆或反力座。在 NCREE 與 NTU 實
驗室中，我們可以安排 L 型反力牆的角落，作為雙向的致動器反
力支撐(如圖三所示)。加拿大的 Carleton 實驗室具有 11m x 27 m

40m
10m

橋柱 1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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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水平向實驗架設

本合作實驗乃模擬一座五跨度的橋梁結構受雙向地震力作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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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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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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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剛性地板與 11 公尺的淨高空間，若搭配適當的反力座支撐、
致動器、控制器，在結構實驗硬體設備上即能進行此實驗。但
Carleton 實驗室並沒有足夠高度的反力牆角落。如何克服空間限
制，架設剛性足夠的反力支撐，成為本實驗的一個挑戰。

圖二 NCREE/NTU/Carleton 合作實驗橋梁的側面圖草圖
合作式網路實驗最困難之處之一，除了結構實驗本身的複雜
性之外，莫過於軟體與實驗室硬體控制器的相容性。由於各實驗
室的硬體型號與規格不完全相同，研究人員必須為各實驗室安
裝、修改或開發一套與硬體相容的軟體，方能進行網路合作式實
驗。目前初步建構的 ISEE 平台，已經可以和 NCREE 實驗室與
NTU 實驗室的實驗硬體相容。此次跨國實驗的進行，必須將將
ISEE 已開發之軟體針對 Carleton 大學實驗室現有之硬體設備做
適當之修改，並移植至其實驗室。
鑑於 NCREE 實驗室與 NTU 實驗室之網路合作實驗經驗，

圖三 NCREE 實驗室之雙水平向致動器架設(俯視圖)

以及因應本次與 Carleton 大學實驗室合作，甚至未來與世界其他
各國實驗室跨國合作之機會，ISEE 平台亦針對其整體安全性、
實驗資料之明確定義與分類、不同分析引擎之連結、視訊系統與
資料庫備援系統、以及開放適當權限透過網頁遠端控制實驗做嚴
謹之檢討與修訂。

四、不同縮尺比例的合作實驗

六、大尺寸的雙鋼管柱實驗
本次實驗在 NCREE 實驗室的柱體本身高度 6.0 公尺，外徑
1.2 公尺，全試體(含基礎、軸向預力螺桿及相關施加軸力組件)
總高 11.27 公尺，為全世界曾在實驗室進行過，尺寸最大的雙鋼
管混凝土柱。軸力加載系統(如圖四所示)採用一端為鉸接支承，
另一端則以油壓千斤頂施力，因此穿過雙鋼管混凝土中心之軸力

本次實驗的各個不同橋柱試體採用不同縮尺比例。雖然縮尺

螺桿將於柱頂施載兩倍千斤頂出力。設計施加於該試體的軸力為

實驗在各式實驗經常被採用，但在地震工程實驗中，單一實驗的

170 公噸。圖五為 NTU 實驗室的試體設計圖。加拿大 CU 之試

不同試體採用不同比例，並不多見。由於各實驗室的硬體設備與

體設計與 NTU 試體相似，礙於篇幅有限，本文不予列出。

空間限制等條件與均各異，各實驗室所能進行的實驗試體尺度不
同，因此本次實驗決定採用混合比例的縮尺實驗。縮尺比例愈接
近原尺寸，愈能表現原尺寸結構元件的物理行為，但相對在實驗
室硬體設備、空間配合與實驗架設方面則是技術上的挑戰。混合
縮尺比例的實驗，除了需要考慮縮尺實驗的物理因次轉換關係，
還需注意縮尺實驗本身的限制與可能造成的誤差，例如混凝土級
配、鋼材焊接方式等，受限於現有規格或技術，無法依比例進行
縮尺，對於各實驗室採用不同縮尺比例可能具不同的影響程度，
都是研究的課題。本次合作實驗中的各實驗室的橋柱尺寸與各物
理量的縮尺比例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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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數值分析
本研究在實驗之前，即以數值分析模擬實驗的結果，包括
線性模態分析與非線性動力歷時模擬。本研究以 OpenSees 分析
軟體為工具，採用 fiber section 搭配 OpenSees 內的 FEDEAS 鋼
材與圍束混凝土單軸向材料應力應變模型[7]。地震力採用 921
地震南投國小測站(TCU076)所測得的雙向水平加速度資料，分
別放大其最大水平加速度為 0.6g、0.75g 與 0.6g，分三段輸入該
橋梁結構。模態分析的結果如圖六至圖九所示。依據非線性動

力歷時分析的結果來推測本實驗於 CU、NCREE 與 NTU 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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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認，而最大水平剪力則可以來複檢水平致動器的最大出力
與試體與強力地板間固定是否充足，以確保整個實驗過程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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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雙鋼管混凝土柱試體軸力加載系統

圖六 數值模擬第一模態(週期 0.90 秒)
主任 蔡克銓、副研究員 楊元森、助理研究員 汪向榮、副技術師 王孔君

研究動態

光纖於橋梁即時沖刷監測之研發
.

一、 前言

臨界管理值時，適時發出必要的警告資訊與救災準備，以確保橋
梁結構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提供橋管及工程搶修人員作為搶

台灣地區因為中央山脈縱列，橋梁為維持道路交通安全通暢
之重要設施，如有任何損害均將使交通系統與使用民眾遭致嚴重
威脅。交通部於民國 89 年高屏大橋因為沖刷意外崩塌後，針對所
管轄的鐵公路橋梁進行安全檢測與橋梁複勘 1，發現全國共有一
百一十座橋梁受損，其中公路橋梁有三十四座、鐵路有七十六座
橋梁受損，公路橋梁部分，因河川沖刷受損的有二十八座，其餘
六座為劣化、超載或地震造成橋梁傷害。橋梁損害主要是由於橋
墩基礎的穩定失衡所引起，當作用於橋墩外力大於橋墩基礎所具
有的承載能力，如基礎摩擦力降低或握裹減少時，橋墩基礎將降
低承載能力，產生下陷、位移、傾斜甚至崩塌的現象。而河水將
橋墩台周邊的土壤沖刷淘空，或地表的沈陷使得周邊土壤與基腳
底部發生間隙，往往是使得橋墩失去承載能力的主因。特別是河
床之沖刷淘空所造成之橋梁基礎裸露損害，有可能在無警告性之
小破壞之前，即產生瞬間坍塌崩倒之嚴重橋梁災害；而且因基礎
裸露發生事故均是在惡劣氣候情況之大洪流時期，此時不易由河
岸邊或橋面觀察得到河流之基礎情況。因此，利用儀器監測河床
高程及基礎沖刷是有必要的 1；監測資料透過快速的數據網路傳
送技術及資料處理設備，可以在監測值趨近主管機關研定之各項

修及必要管制的判斷依據。
近年來，除 921 集集地震所引致的斷落橋事件，台灣老舊橋
梁受損的方式與過去迥異，最嚴重的當屬因地質條件改變，如盜
採砂石，河道改變，以致於橋墩遭河水沖刷，原先規劃的橋墩基
礎、受力點發生改變，嚴重影響橋梁安全，以濁水溪沿線中沙、
溪州、西螺、自強及西濱等橋梁為例，過去十數年間因不肖砂石
業者的濫盜採、及颱風夾帶洪水的衝擊後，目前均出現嚴重的橋
墩基樁裸露情況、甚至有部份基樁還曾斷裂過；台灣河川由於山
脈陡峭、流域狹小、河流短促、坡度陡峻、侵蝕及堆積旺盛、豐
枯流量懸殊及河砂開採過剩等原因，部分河流沖刷現象本已非常
嚴重；尤其每當颱風豪雨造成山洪爆發時，土石洪流更會加速河
床淘刷，加劇河床高程嚴重下降，導致橋梁基礎與基樁裸露，橋
梁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自八十五年迄今因沖刷災害受損橋梁，
如中山高基隆河三號橋、中山高淡水河橋北二高大漢溪橋、台四
線大溪橋、台三線武嶺橋、北 110 線三鶯大橋、台 19 線自強大橋…
等，計有六十八座橋梁因沖刷災害受損。就橋梁沖刷問題而言，
影響台灣地區跨河構造物之沖刷問題主要和台灣的氣候條件、河
川特性、河川開發利用、河沙盜採濫採問題、及廢棄物堆積等問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53 期／3

題有關，易言之，橋梁的沖刷破壞所造成之問題為（1）基礎及橋

說，當河流寬度並無急遽之變化時，若河水流量因颱風洪水等天

墩裸露，減低耐震能力，甚或受洪水衝擊發生變化，導致橋梁傾

然因素暴增時，河流流速對於橋墩之沖刷現象更趨明顯，將造成

斜或損壞；（2）洪水高漲，直接沖落橋梁大樑；與（3）橋台與

基樁裸露，影響橋梁側向穩定安全。本文所研發之光纖沖刷監測

聯絡道路之損壞。

系統，係於橋墩裝置光纖沖刷監測機構並配置適當之保護設施，

就橋梁工程技術而言，相關的建造安全技術已經漸趨成熟，

諸如鋼套管等，以防止河水中的浮木、砂石直接沖擊感測器造成

設計施工時對於橋梁的安全程度都能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完工以

損壞。

後的監測與維修卻往往是左右橋梁長期安全的重要因素。根據公

A.光纖光柵監測技術簡介

路局轄下三十四座受損較嚴重的橋梁中，有二十八座是因為河川

光纖感測監測系統擁有無雜訊與多點量測之優點 25-27，目前

沖刷造成，六座是因老化、劣化造成，可見隨時間的增加，工程

國內、外發展中也是最常用之光纖感測器為光纖光柵感測器（fiber

技術再好、安全係數再高的橋梁都有老化、劣化的發生，必須加

Bragg grating sensor, FBG）和藉由布理淵散射所做成之布理淵散

強其安全監管與維修才能保障安全，尤其是關於老舊橋梁的使用

射儀（Brillouin optical time domain refectometer, BOTDR）。光纖

狀況，安全評估與診斷等，迫切需要一套可靠度良好的沖刷監測

光柵感測器係一多點式光纖感測技術，可依現地實際需求，只透

系統，以便進行長期之監測與分析。此外，台灣地區因地形的關

過一台光纖光柵波長飄移量測儀器，建置成後端同時擁有數百個

係，有四分之三都是山地，河流大都具有短且急的特性，切割山

光纖光柵感測器之量測監測系統，此一系統不僅大為降低量測系

脈所帶來的土石沈積，對於橋梁的墩基具有穩定的作用，但是在

統之龐雜線路問題，與儀器維護問題；光纖光柵感測器更可就實

濫採砂石造成運砂量不足，造成橋墩基樁裸露受到水流直接衝擊

際需求設計成溫度、應變、壓力、加速度、位移、腐蝕、化學作

侵蝕，進而損壞墩基、崩塌橋面。對此，在橋梁新建與維修方面，

用….等等各種不同感測器，而此等不同感測器且可以同時串聯在

除善用公共工程現有的審查制度外，對橋梁結構，尤其是橋基及

一條光纖上，透過前述之量測儀器同步量測、紀錄不同的物理、

其保護工程，必須增加河川水利的專業評估程序，以減少河流沖

化學變化。

刷所造成的橋梁損害。在維修監測方面，尤其需要進行橋梁的沖

B.布理淵散射監測技術簡介

刷監測研發，以便快速有效的監測河床沖刷深度的變化，並依據

當光纖中之入射光與音波相互作用時，會造成光纖折射率的

台灣河川特性、流量、流速，輸砂量與沖刷情形，進行適合本土

變動，因而產生散射的現象。在散射的過程中，音波扮演的角色

性的地質環境與河川特性之研究，除提供工程師橋梁維護手冊並

如同一往前移動之布拉格光柵 (Bragg grating)，此光柵使部分的

落實平時養護與檢測外，更可建立全國統一的橋梁監管資訊系

光 被 往 後 散 射 ， 此 散 射 的 現 象 稱 之 為 布 里 淵 散 射 (Brillouin

統，供公路與河川主管機關擬訂相關採砂政策與相關的河川治理

scattering)。受到都朴勒效應 (Doppler effect)，往後散射光之頻率

計畫及保護工法補強作業之規範研訂等，包括橋梁防災資料庫、

比入射光低，此降低的頻率稱為 Brillouin 頻率 νB。此 νB 會隨

橋梁資料、管理、檢測及維修補強，安全評估等相關資訊，以提

光纖受溫度之影響或應變而改變。BOTDR 為一全光纖式之量測

供未來橋梁風險的管理、緊急應變的依據，如此一來，全國人民

技術，依現地量測需求之不同，目前最遠距離之可量測感測長度

對於行的安全才有多一分的保障。

將近 50 至 80 公里，簡而言之，意即吾人可藉由佈設一條自台北
至高雄之光纖感測線路，例如台灣高速鐵路由北到南全長約三百

二、橋梁沖刷監測技術之開發
國內多位土木、水利、橋梁方面學者及專家一致表示，橋基
裸露是目前最嚴重的橋梁安全問題，而橋基裸露則是因為橋墩沖
刷所引起，因此，河川橋梁之沖刷問題研究，尤其是即時沖刷監
測技術之開發，非常重要，應該特別投入人力與物力進行開發研
究，本文主要利用力學理論配合光纖感測監測之特性進行開發研
究與試驗。
1.橋梁沖刷監測技術之開發
國內多位土木、水利、橋梁方面學者及專家一致表示，橋基
裸露是目前最嚴重的橋梁安全問題，而橋基裸露則是因為橋墩沖
刷所引起，因此，河川橋梁之沖刷問題研究，尤其是即時沖刷監
測技術之開發，非常重要，應該特別投入人力與物力進行開發研

四十五公里，吾人僅僅只需 2 至 3 台 BOTDR 即可全天候 24 小時
全線即時監測高速鐵路結構之安全狀況，或是電車線之化學作
用、腐蝕作用等情況，以便保障行車安全，或者佈置於水庫壩體、
港灣堤岸、河川邊坡等作為大範圍之邊坡侵蝕或穩定之監測，因
此，此一技術特別適用於長距離、大範圍面積之監測，實有必要
加以進行更為詳盡之研究與試驗。
2.光纖河川沖刷監測機構
光纖河川沖刷監測機構本研究團隊包括利用 FBG 與 BOTDR
監測技術，總共發展有 6 種監測機制，部分機制目前正於水工試
驗室進行進一步之試驗，部分機構則將於明年於現地橋梁進行安
裝與試驗，本文將就 FBG 技術所研發之光纖光柵河川沖刷監測機
構之試驗與結果進行探討。

究，本文主要利用力學理論配合光纖感測監測之特性進行開發研

由於目前先進的光電產業技術，可以快速製造光纖光柵感測器，

究與試驗。

相關光纖光柵感測器已有市場商品，極易獲得；本文係利用光纖

(1)光纖河川橋梁沖刷監測
水流遇阻礙物產生淘刷之流況，最直接的現象為河床砂面之
變化，即河床沖刷深度的改變，流速增加，沖刷深度亦相對增加，
反之流速減少則將會產生砂石回淤填補沖刷坑之現象。一般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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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柵的反射波長與應變呈線性關係的特性，並藉其多點、同步、
即時、高靈敏度與低雜訊干擾的優點，將此光纖光柵的特性應用
於橋墩沖刷狀態之量測；基本的光纖沖刷監測機構概念係於懸臂
梁安裝複數個不同波長之光纖光柵感測器並予以串接，依懸臂梁

受荷載之特性，假設水流為一分佈載重作用於光纖沖刷監測機構

化訊號，其意義為此次颱風豪雨對下游橋墩造成一公尺左右的沖

之受力面，河床底面可視為固定支承端，則於河床上方最接近河

刷，圖五顯示其逐漸沖刷之過程約半天(8 月 26 日中午)。

床底面之光纖光柵所量測之應變值相較於其他光纖光柵量測值為

圖六及圖七為上游處所獲得之艾利颱風豪雨對大度橋沖刷深

大，由此應變量測最大值之光纖光柵位置可推估河床沖刷深度。

度資料，圖六與圖七之光纖感測係連接一起，意即圖六係位於圖

換言之，藉由不同位置光纖感測器之反應，光纖沖刷監測機構可

七之上，最上面之感測器起初為埋入於於河床內，由監測資料（圖

即時監測河床沖刷狀態，訊號可透過光纖網路傳回監測中心，若
達沖刷預警深度值則提供預警，以便橋梁管理單位採取適當應變
措施，光纖沖刷監測機構之量測機制示意圖如圖一所示。

六）顯示有三個訊號出現明顯變化情形，其意義為此次颱風豪雨
對上游橋墩造成三公尺左右的沖刷，若依大度橋原始設計基本資
料，其允許沖刷深度為三公尺，但是河床在安裝光纖沖刷監測機
構之前，已經裸露約二～三公尺，顯示此次艾利颱風對河床上游

Da-Du Bridge
FBG Scour Monitoring System

橋墩有進一步之沖刷，約 6 公尺，豪雨時應加以持續之觀測，以
確保其安全。

P13

P9

P12

riverbed

Pier/
Abutment

Fill in sand

Fill i

t

圖一 台一線大度橋與本文所研發之光纖沖刷監測機構
（台中--彰化）

三、艾利颱風大度橋沖刷光纖監測
圖三 光纖沖刷監測機構位置

圖二及圖三為大度橋颱風侵襲台灣後現地勘查情形，圖四到
圖七係艾利颱風侵襲台灣時，於大度橋所進行之即時光纖沖刷監

圖三與圖八為艾利颱風後，在大度橋之勘查情形，這些照片

測結果。每一個感測器之間距為一公尺，圖四為安裝於下游橋墩

顯示大度橋於 P12 橋墩之垃圾雜物、流木堆積及洄淤情形，圖八

之沈箱上面，用來監測水面上升之光纖感測機構，此一光纖感測

明顯出現橋墩之局部沖刷所造成的沖刷坑，驗證本文所研發之光

機構之開始量測時間為當晚凌晨開始進行，颱風所帶來之豪雨已

纖沖刷監測機構所量測之資料的確為於此次颱風洪水於橋墩附近

開始侵襲台灣，在 8 月 25 日中午時，此圖顯示大度橋水面上漲之

所造成之即時沖刷情形。

速度極快，在極短時間內即淹沒光纖感測機構。

由以上實地光纖沖刷機構於颱洪水災之即時監測結果，顯示
此一機構確實可用於洪水之沖刷監測，此為國內外首次實地監測
並經颱風洪水驗證之沖刷監測機構，研究團隊於國外研討會中皆
受到與會者最大的關注與肯定，期望此一設計與發明能為台灣橋
梁於颱風洪水的沖刷災害問題，作進一步之持續改良設計以便實
地應用於橋梁即時沖刷監測。

四、結論
本研究計畫所研發之光纖沖刷監測機構安裝於台一線大度橋
之 P12 橋墩，歷經敏督利颱風及艾利颱風之洪水與流石、流木衝
擊下，驗證可於颱風時進行 橋梁河床沖刷深度、水位高程之即時
監測，其成果可協助交通部相關單位與水利署對其所管轄之河川
橋梁進行颱風即時監測。後續將針對水流流速進行量化的分析，
圖二 大度橋颱風後第三天現地洪水狀況
圖五為下游處所獲得之艾利颱風豪雨對大度橋沖刷深度資

以便校正及建立流速和流量與訊號的關係曲線，並配合現地監測
結果，修正沖刷深度公式。

料，最上面之感測器起初為露出於河床底部約 1 公尺，每一個感

此一系統除可作為河川、港灣堤岸之沖刷、淤積、水位變化、

測器之間距為一公尺，由監測資料（圖五）顯示有兩個訊號出現

與洪水流量監測外，亦可應用於水庫作為颱洪豪雨排放水操作之

明顯變化情形，除原先已裸露之感測器外，仍有一個感測器有變

依據或是都市水災之監測預警，此外，亦將藉由光纖沖刷監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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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艾利颱風水面高程即時監測

圖五 艾利颱風下游即時沖刷監測

圖六 艾利颱風上游第一段部份即時沖刷監測（河床下 1-6 公尺）

圖七 艾利颱風上游第二段部份即時沖刷監測（河床下 7-12 公尺）

構搭配光纖加速度計、光纖傾斜計及光纖位移計，或是光纖腐蝕
監測機構與水庫壩體、邊坡穩定監測機構等光纖感測器，建立一
套完整的光纖監測預警系統。

五、誌謝
本文承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研究計畫、交通部公路總
局、台灣大學水工所與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第二結構部實驗
上之諸多協助，於此一並誌謝。
副研究員 林詠彬、台大土木系主任 張國鎮

圖八 大度橋颱風後橋墩基礎之局部沖刷坑

1/2 縮尺非韌性配筋鋼筋混凝土構架重力倒塌行為研究
一、前言

建立此遲滯模型的主要課題。雖然國際學界預見倒塌分析對性能
耐震分析設計方法的深化推廣具有重大的指標性意義，然而國際

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先進國家已逐步將性能設計法概念納入
新一代耐震規範內考量；其中，一般設計水準的建築結構物於 50

間於此方面的研究尚處於中期階段，許多研究成果仍有賴經由實
驗驗證並進一步探討在工程實務上的應用性如何。

年 2%超越機率之地震力作用下預期將會嚴重損壞或甚而幾乎倒

本試驗旨在重現因開裂而導致的遲滯圈負勁度效應並希望藉

塌。為求落實性能設計法所倡導的雙水準設計理念﹙dual-level

以建立可靠的數值模型，該材料模型若與現有的 P-∆效應數值分

design﹚，近年來國際學界致力於研發能準確模擬材料負勁度行

析方法結合之後，可望賴以準確評估建築結構物受震後的動態反

為的數值遲滯模型；其中，理論模型、實驗驗證及工程應用性為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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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試體構架基座連接荷重計且頭重腳輕、不易維持平衡的特

二、非韌性配筋 RC 構架

性增加試體吊掛、裝配及實驗過程中許多安全上的顧慮與困難
本研究所設計之½縮尺低韌性鋼筋混凝土門型構架，雖然其

度；但本次實驗在柱體設計及近斷層地震紀錄篩選方面，均設法

構想來自於 Moehle 與 Elwood（2002），但作了局部修改以改善

充分反應台灣地區特性，以建立本土適用之研究成果，所獲取的

其缺點，並希望藉由本實驗能對台灣地區騎樓式建築受震特性有
較深層的探討，實驗試體修改的項目包括：
z 採用門型構架設計(圖一)，去除荷載重分配的可能性，使柱頂

產生擬真的垂直變位，於實驗室重現結構整體倒塌。
z 柱尺寸及配筋()取材自南投地區六、七十年代四∼五層樓住商混

合騎樓式建築，以求忠實呈現台灣地區傳統的四層樓建築結構
特性。

特殊經驗極為珍貴。本次實驗蒐集的樓頂位移、遲滯圈分別如圖
三與圖四所示。所獲致之重要學術貢獻如下：
z 因為本計劃成功達成世界首次振動台上的 RC 構架動態倒塌實

驗，已引起美加兩國高度興趣參與為期五年的國際合作研究
案。其研究成果並可作為未來全國中小學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
之參考。
z 使用消費型數位攝影設備及自行撰寫的小型電腦分析程式進

z 主要模擬第一層樓低韌性鋼筋混凝土柱倒塌行為，柱載重則以

行大位移歷時量測，並與傳統磁環式位移計比較其在量測準確

配重塊模擬實際垂直荷載。此考量係源於九二一集集地震時，

度上的優劣及方便性，成效卓著。未來計劃購入專業型高速攝

中部災區騎樓式建築產生一樓倒塌或嚴重受損的情形非常普

影系統及影像分析軟體，以進行速度、加速度等高頻訊號量

遍，但二層樓以上則損壞輕微或者根本未有任何損壞。

測，同時提高頻道同步技術及量測準確度。

Moehle 與 Elwood 在其振動台實驗中使用美國 SAC 研究計劃

z 本實驗為瞭解台灣地區地狹人稠的震區特性，特別使用九二一

所提供西雅圖相適的強震遠域寬頻地震力，實驗成果頗豐。然而，

集集地震相關之近斷層地震紀錄，作為輸入地震歷時。已收錄

近年來土木結構物受近斷層脈衝波作用下之非線性力學行為漸成

到非常珍貴的結構動態負勁度行為相關數據，將來可作為數值

國際學術界之研究重心，惟囿於振動台設備之限制，並無法重現

模型研發之平台。未來亦會於實驗前及實驗後舉辦跨國數值模

大衝程的脈衝波歷時，以致於相關實驗結果直至目前仍付諸闕

擬競賽，彼此切磋學習，建立良好的國際競爭環境，增加國際

如。因此，本次實驗從九二一集集地震中選取 TCU082、TCU076

互動。

等近斷層歷時紀錄，其頻率內涵非常飽滿，使得結構物在進入非
線性後其所受有效地震力不致於降低，便成為極佳的輸入地震力。

四、結構非線性分析模型
本研究採用纖維元素斷面分析法（fiber section technique）進
行動態數值模擬，主要係考量工程實務應用性以便將來能推廣至
業界作為分析設計之用，再者，此法亦可大幅降低數值運算負荷。
基於以上考量，遂選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發的 OpenSees
(2004)分析軟體作為數值模擬平台；因其具備了開放程式碼供使
用端模型聯結之用，同時可藉此公用平台與世界各國學者比較彼
此研發模型的優劣，切磋學習。輸入地震歷時採用振動台實際值，
樑柱元素之材料性質採用鋼筋及混凝土實測抗拉、抗壓試驗值鍵
入 OpenSees 內建 steel02 及 concrete02 材料模型作為數值模擬之
用。三號試體之樓頂側向位移數值模擬結果與實驗值相較示於圖
五。

圖一 1/2 縮尺非韌性 RC 門型構架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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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動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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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基底剪力與層間變位角遲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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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動態

17.00sec

比較式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
之 CNLA 認證

18.267sec

一、簡介與 CNLA 認證
針對我國實驗室服務與品質的提升，因此設立了中華民國實
驗室認證體系(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其為依
據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之規定為準，透過現場評鑑，定期評

17.40sec

18.300sec

鑑，能力試驗等各項認證，評鑑活動與說明會，人才培訓之舉辦，
提昇國內檢測校正實驗室品質及專業人員技術能力。此外，CNLA
亦持續與國際間維持相互認可的關係；藉由實驗室的認證，除對
實驗室品質管理與技術能力肯定且符合國內相關要求外，更可透
過國際間的認證相互承認，而可以確保標準品質檢定，對拓展國
際合作有莫大助益！

18.167sec

18.367sec

由於本中心所從事之相關地震工程研究與實驗，需要進行許

圖四 實驗倒塌過程瞬時影片（試體三）

多低頻之地震動態模擬測試，且需要透過加速規的量測，以得知
結構試體之動態特性與反應。因此，確保低頻加速規之量測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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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OpenSees simulation
Experiment

準確度與可信度，即為本中心之當然要務。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需

Top Disp. (mm)

求，中心實驗技術組即成立了校正實驗室，以便提供低頻加速規
之校正服務，使本中心內部，甚至是外部之學界、政府相關部門

50

與廠商皆可受惠於此。
本中心校正實驗室於 2002 年起即積極準備並依據 ISO/IEC－
17025 規範設立品質系統，實驗室提出認證申請前，進行固定、

0

密集而嚴謹的檢討與改進、並修正實驗室之作業與管理方式，透
過高標準的自我要求與達成提供最佳服務的期許，建立實驗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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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與 CNLA 評審員現場評鑑後，本實驗室順利於 20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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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三號試體樓頂側向位移實驗值與數值模擬結果比較: 0.63g
（上）及 1.16g（下）TCU082ew

五、結論
本研究成功完成世界首次低韌性 RC 構架承受近斷層地震力
作用下之整體倒塌振動台實驗，並率先於國內引用影像處理技術
進行大位移歷時量測；已成功開啟了為期五年國際合作計畫作為
實驗及數值模擬平台，為更新現行耐震性能設計法預作準備。
台大土木系教授 羅俊雄、副研究員 吳俊霖、楊元森

圖一 CNLA 現場評鑑

二、實驗室品質系統概述與架構
比較式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認證中之品質系統部分，秉
持著「誠信、親切的服務態度、公正、專業的技術報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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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客觀、專業、公正、嚴謹」的政策，提供最佳的校正服務。

室進行校正，以建立量測追溯鏈至國際標準制(SI unit)，如圖四所

人員組織方面設有實驗室負責人、品質主管與技術主管各一人。

示。此外，為更了解校正系統之作業狀態與管制校正品質，實驗

實驗室負責人之職掌為負責實驗室之技術、品質與行政業務、教

室建立管制查核作業，定期以查核加速規確認系統正常運作，並

育訓練之規劃、督導與協調，並擔任代表實驗室，對外溝通協調

執行量測不確定度的評估作業，以確保比較式校正作業之執行與

與聯絡的重要角色；品質主管之職責主要為：建立與推動品質管

提供高品質的校正結果。

理制度、維持相關品質文件、以及稽核實驗室之品質系統與客戶
服務；技術主管之職務主要為：維持實驗室之技術水準、負責儀
器設備管理與其校正追溯與品質管制、確保校正作業之有效性與
技術支援、以及客戶之技術諮詢服務。

三、校正實驗室技術簡介
比較式低頻加速規的校正方式與系統簡圖，如圖二所示；而
系統相關重要儀器設備之實際圖，如圖三所示。如圖二所示，校
正實驗室所使用之標準校正程序為將標準加速規與待校加速規共
同於相同之振動條件下作業，比較此二者之電壓靈敏度亦即輸出
電壓與加速度的相關轉換係數。由於標準加速規必須具備高準確
性與可靠度，因此選用 QA-2000 此一款精密、高性能之加速規作
為本實驗室之參考與工作標準加速規。並透過高速取樣頻率之高

圖四 校正實驗室追溯性與查核管制作業

精確度數位電表，量測標準與待校加速規之電壓輸出，並利用自
動化控制、數據紀錄與運算軟體，經運算取得待校加速規之電壓
靈敏度。如此一來，將儘可能的防止人為造成之錯誤。

藉由維持儀器設備之追溯性至國際標準制，實驗室更能確保
其產出之校正結果具有認可之有效性與可信度。既然量測追溯是
如此重要，實驗室亦於品質系統中建立儀器設備管理作業程序
書，以確保儀器設備之驗收、校正流程，如圖五所示。一般而言，
重要儀器設備需進行年度校正，且技術主管將依照各儀器之使用
狀況，如使用頻率、產出結果等，評估各儀器設備是否適用，或
須進行維修保養。
由校正實驗室之技術層面來看，藉由謹慎的建立相關品質作
業流程，本實驗室追求居於此一領域與同儕組之間的領導地位，
並小心維持實驗室之專業技術。實驗室同仁亦全力以赴，以提供
客戶最高品質之加速規校正服務與最可靠之校正報告。

圖二 比較式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架構示意圖

圖三 比較式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實際圖
在技術部份，除了要求相關人員需接受專業訓練並自我提升
之外，亦須確保儀器設備維持於最佳量測狀態與可信度，因此品
質系統亦規劃定期將重要儀器設備送至較高層級之國家標準實驗

圖五 儀器設備品質管控流程與隸屬文件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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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PDCA 循環

四、校正實驗室品質系統簡介
本 實 驗 室 品 質 系 統 透 過
PDCA(計劃、執行、檢查、行動)之運
作，承諾實驗室保持在最佳運作狀況，
並建立文件與紀錄之組織架構與管制
辦法、合約制定與採購辦法、客戶服務
流程、預防矯正措施、內部稽核與管理
審查作業，以期將一完整之品質作業系
統提供實驗室依循。藉由切實執行這些
品質作業程序，幫助實驗室同仁以安
全、有效率且精準的方式執行校正相

圖七 客戶服務標準作業程序

關作業。此外，品質系統更確保了校
正結果的可信度 與 校正 報告之 正 確
性。
為提供客戶服務的品質與順暢
性，實驗室亦建立客戶服務標準作業
程序，如圖七所示。透過這標準作業
流程，品質主管得以檢查、管控服務
客戶的細節與品質。此外，並可以此
一透明化的服務流程，讓客戶對於本
實驗室所提供之校正服務更具信心之
外，更可幫助承辦人執行完整校正服
務流程時，滿足 ISO/IEC 17025 的要求
並維護品質系統。
品質系統中亦涵蓋了工作不符
合與矯正作業程序以及預防措施。品
質主管建立品質 系 統的 工作重 點 之
一，即為面對不符合或是工作異常的
情況時，應如何處理與應對。如圖八
所示，其為本實驗室面對異常狀況發
生時的處理程序與相關反應措施。此
依程序除了可幫助工作人員矯正錯誤，亦可幫助實驗室負
責人管控、監督並確認問題發生到最後解決的整個過程。
校正實驗室更可藉由良好的問題管制與處理，更有信心的提供校
正服務。
由此成功取得 CNLA 認證之經驗，提供了中心同仁充足的申
請認證經驗，更重要的是，學習並熟悉完整的品質系統與服務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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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工作不符合與異常矯正作業程序
程，相信對於實驗室之技術專業與實驗品質的提昇皆有莫大助
益，以期實驗室能精益求精的發展，並擠身於世界一流實驗室，
提供業界、學術界最高水準的實驗環境與高品質的校正結果。
專案助理研究員 游信源、實驗組組長 鄭橙標
專案助理研究員 吳紀弘

出國會議報告

第一屆都市減災國際研討會（ICUDR1）
一、會議簡介
第 一 屆 都 市 減 災 國 際 研 討 會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由參加研討會的美國、土耳其、台灣
等共四位專家與神戶市的市民直接對話，就災害防救經驗進行廣
泛交流。

Conference on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以下簡稱 ICUDR1）由日
本 Institute of Social Safety Science (ISSS) 與美國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EERI) 共同主辦，為阪神大地震十
週年的系列紀念研討會之一。會議地點為神戶市六甲島上的 Kobe
Bay Sheraton Hotel，日期為 1 月 18-20 日。ICUDR1 之前身為「美
日都市地震防災研討會（US-Japan Workshops on Urban Earthquake
Hazard Reduction）」，曾分別於 1984、1988、1991、1995、1997、
2000、2003 等年，於美、日二國輪流舉行過七屆。本屆則是第一
次擴大規模成為國際性的研討會；所考慮的災害類別，亦由地震
災害延伸為多重災害（Multi-hazards），會議旨在聚合國際著名
之專家學者於一堂，分享與見證近年來關於天然與人為災害防治
研究與實務的最新進展。

三、心得
本次出席 ICUDR1 有機會蒐集國際間在都市防災領域之最新
研究成果，並與知名專家學者進行交流，藉以吸收新知，可作為
本中心下一階段研究方向的參考。災害防治研究為跨領域的工
作，必須結合各項最新研發的科技和收集的資料庫，如整合地理
資訊系統、衛星遙測技術、地震及海嘯監測與早期預警系統…等
等，方能於事前減少各類災害的發生，於事後有效地進行救災和
復原重建的工作。本中心所研發的「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符
合地震災害防治的需求，但為落實應用，仍須與各級政府單位多
溝通協調，將相關模擬技術與詮釋技巧移轉給權責單位。其次，
本中心應加強開發大規模地震後資訊彙整和災情研判的工具軟

二、活動紀要
ICUDR1 之活動由全體會議與分組會議所組成。全體會議共

體，提供必要資訊給緊急應變中心人員參考。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四場，主題分別為：(1) Lessons learned from long-term recovery, (2)
Fu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practice oriented research, (3) New

本會議所出版論文集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technologies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4)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 Kobe, Japan,

in disaster reduction – good practices，各由數位專家學者進行報告

January 18-20, 2005” 計 1 冊，現已存放於本中心五樓圖書室中，

並接受提問。分組會議則包括九個項目：(1) Planning for disaster

歡迎查閱參考。

reduction, (2) Multi-hazard risk assessment, (3) Tsunami disaster
reduction, (4)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 (5) New directions in GIS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ies, (6) Disaster management: lessons
learned and new directions, (7)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and
recovery, (8) Comparing recovery processes from recent earthquakes,
(9)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disaster recovery 等，將所有
發表文章依屬性進行分組後，利用兩個下午的時間分別完成論文
發表與討論。各分組草擬結論後，提交至閉幕時進行總結報告。
除制式的研討會活動之外，大會在二天的午餐時段分別安排
了「Kobe Recovery」紀錄片播放與「日本新潟中越地方地震」（詳
簡訊52期）的美、日二國勘災報告，與會人員對於神戶市的重建
工作與新型態的勘災作業（跨國性、高科技、高效率），均留下
極為深刻的印象。針對去年12月26日發生的南亞大地震與印度洋
大海嘯（亦詳簡訊52期），大會於18日晚間也增闢了一場 “Open
forum: What should we do to reduce Indian Ocean tsunami losses and

圖一 ICUDR1 論文集之封面

damages?”，安排有關本次海嘯災難的最新衛星影像、勘災資料、
分析模擬等，以及過去災難案例與重建經驗等進行報告，多數與

震災模擬組組長 葉錦勳、副研究員 劉季宇

會人員在空腹的情況下仍然踴躍出席並積極參與討論。最後，大
會於20日下午也額外安排了一場公開的 “Public forum for citizens:
Competent practices in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prepa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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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資訊
Concrete & Development

Web Site: www.icebridgeengineering2005.com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X Chilean Conference on Seismology and

April 30 ~ May 2, 2005

Earthquake Engineering

Tehran, I.R.Iran

Tel：(+98)21-8259984

November 16 ~ 19, 2005

Fax：(+98)21-8254842, 8259984

Tel：56-41-204347

Email: iccd@bhrc.ac.ir

Fax：56-41-207089

Web Site: www.bhrc.ac.ir

Web Site: www.achisina2005.udec.cl./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First

Steel Structures (ICASS ‘05)

Engineering and Seismology (1st ECEES)

June 13 ~ 15, 2005

September 3 ~ 8, 2006

Shanghai, China

European

Concepcion-Chile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Geneva, Switzerland

Tel：(+86-21)65982975

Tel：+41 22 839 84 84

Fax：(+86-21)65983431

Fax：+41 22 839 84 85

Email: ICASS-05@mail.tongji.edu.cn

E-mail: ECEES2006@symporg.ch

Web Site: www.steelpro.net/icass/index.htm

Web Site: www.symoporg.ch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100th Anniversary Earthquake Conference

in Experiment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pril 18 ~ 22, 2006

(AESE 2005)

Tel：(510) 451-0905

July 19 ~ 20, 2005

Nagoya, Japan

Fax：(510) 451-5411

Tel：(+81)52-683-7711

E-mail: eeri@eeri.org

Fax：(+81)52-683-7777

Web Site: www.eeri.org

Web Site: www.civil.nagoya-u.ac.jp/aese
1st Canadian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Design of
Structures (CCEDS-1)
Transferr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July 10 ~ 13, 2005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Tel：905-525-9140 x 24315
Fax：905-529-9688
Email: ceds@mamaster.ca
Web Site: CCEDS2005.mcmaster.ca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Vibrations : Prediction, Monitoring, Mitigation and
Evaluation (ISEV2005)
September 20 ~ 22, 2005

Okayama, Japan

Tel：(+81)86-251-8146
Fax：(+81)86-251-8146
Web Site: ISEV2005.civil.okayama-u.ac.jp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Bridg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ctober 10 ~ 11, 2005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44 (0) 20 7665 2315
Fax：+44 (0) 20 7233 1743
E-mail: sue.frye@i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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