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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鹿斜張橋 921 地震震後之鋼纜張力分析

言

集鹿斜張橋位於南投縣集集鎮與鹿谷鄉之間，橋跨濁水溪，外觀造型如圖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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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單塔柱 (塔高 58m)、雙索面扇狀（17 組，每組 4 索，共 68 索鋼纜）、流線形

發行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單箱雙室樑、橋面寬度 24m (四車道)、跨徑 120m+120m。箱樑為預力混凝土構造，與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主塔採剛接方式銜接，深 2.75m，錨座採左右二排配設於箱樑中央。於建造接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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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21 集集地震破壞了集鹿斜張橋部分構件，明顯的受損狀況為：(1)橋塔軀體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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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開裂，橋塔底部混凝土剝落。(2)一索鋼纜脫落。(3)橋塔與橋面剛接處混凝土碎裂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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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4)主橋與鄰跨引橋銜接處橋墩混凝土破損，盤式支承及其混凝土墊塊錯位壓潰。
地震發生後，相關修復工程即已進行，大部分修復工程於九十一年八月前完成，唯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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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系統複雜，修復作業困難，至今九十二年九月尚未完成。不過，為便利當地交通與
為日後鋼纜修復工程做好前置作業，交通部公路局於九十一年七月委託本中心(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和氣象局進行相關現地實驗與研究分析，就短期的目標而言，期能在
現地實驗後，在確定安全的情況下，先開放小型車通行；就長遠的目標而言，公路局
擬重新調整鋼纜預力系統，改善橋樑結構體質、確保橋樑服務壽命，修復工程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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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開放大型車通行，以上是本計劃建立之緣由。由於 921 地震對本橋造成傷害，鋼纜

˙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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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鋼纜張力檢測與分析

17
集鹿斜張橋之鋼纜系統與其他斜張橋相較之下，具有「短鋼纜、中長鋼纜、長鋼
纜」之性質，範圍從 29.30m 至 126.42m 不等，在國內外斜張橋中，可說相當獨特。本
文將就現地鋼纜振動量測結果，建立完整定量鋼纜張力方法以解析目前鋼纜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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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鋼纜楊氏係數分析
楊氏係數是材料行為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物理參數，鋼纜為碳
鋼，楊氏係數比純鋼楊氏係數 2.04E11 Pa 為小。對鋼纜張力檢測
而言，鋼纜楊氏係數可說是分析工作的首項任務，有了準確的鋼纜
楊氏係數，才能進行下游的分析工作。為求得鋼纜楊氏係數，研究
人員於樑內錨頭處敲擊錨頭，製造鋼纜之縱波(縱向振盪)，並於橋
面上離橋面版大約 3 公尺高處，以微震儀計記錄鋼纜之縱向振盪，
然後根據波傳理論:
V=

E

ρ

(1)

= 2 × L × f1

計算得出鋼纜的楊氏係數大約為 1.8289E11 Pa，下文採取此值進行
張力分析。
2. 鋼纜張力溫度影響實驗

圖二

物體熱漲冷縮現象產生應力與應變，室外溫度的改變必然會影響
鋼纜張力的大小，因此，溫度影響效應實驗可說是項基本校定工
作。關於集鹿斜張橋鋼纜，包括短、中、長鋼纜，分析溫度對鋼纜
張力的影響。表一標示五索「溫度影響效應實驗」之鋼纜，即 R33、
R25、R17、R9、R1。實驗從早晨 5:30 到下午 4:00，室外溫度最低
0

R33 鋼纜隨時間與室外溫度變化的情形

圖二繪示 R33 鋼纜隨時間與室外溫度變化的情形。從圖二可看出
R33 鋼纜振動頻率接隨時間而變化，更精確地說，鋼纜振動頻率隨
氣溫而變化，當氣溫低時，鋼纜振動頻率高 ; 當氣溫高時，鋼纜
振動頻率低。這現象即顯示當氣溫低時，鋼纜張力大 ; 當氣溫高
時，鋼纜張力小。

0

攝氏 19.5 ，最高 35.2 。

茲引用弦理論公式估算高低溫下，鋼纜張力變化情形。從弦

表一 鋼纜溫度影響實驗處(較淺色)，較深色為鋼纜脫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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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公式可知:同一鋼纜下，張力值之比等於同一編號駐波頻率的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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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f n , 2 
∝
T1  f n,1 

2

(2)

其中 T1 與 T2 為兩組鋼纜張力，fn,1 與 fn,2 為兩組鋼纜張力下，
第 n 駐波頻率值。據此檢視室外最低溫度 19.50C 與最高溫 35.20C
兩組來做比較
2

R33 鋼纜

T2  f 2, 2
∝
T1  f 2,1


 = (1.4079 ) 2 = 0.951

1.4432


R17 鋼纜

T2  f 2, 2
∝
T1  f 2,1

R1 鋼纜

T2  f 2, 2 
 = ( 8.2005 ) 2 = 0.935
∝
T1  f 2,1 
8.4785

2


 = ( 3.4104 ) 2 = 0.978

3.4482


(3)

2

從以上的結果得知，高溫 35.20C 的鋼纜張力的較低溫 19.50C
的鋼纜張力少了 2.2%至 6.5%，越接近主塔和邊跨，預力損失愈
大。持平而論，本次實驗溫差並不大，但短鋼纜 R1 預力差額高達
6.5%，若考量年度高低溫，預力差額勢必達 10%以上，因此，在
分析鋼纜張力時或在未來鋼纜修復時，應顧慮溫度效應。
3. 鋼纜張力系統識別
與弦理論相比，真實的鋼纜系統是個複雜的物理系統，多了許
多不易估算之狀況，如重力效應、鋼纜慣性矩效應、邊界條件問題、
索帽效應，甚至溫度效應等等。如以粗略的數學公式來表達真實鋼
纜張力與弦理論估算的張力之間的差別，則下式可定性地說明之:
鋼纜張力=弦理論值 – 懸垂效應 – 慣性矩效應
– 邊界條件效應 – 索帽效應

(4)

式(4)指弦理論值估算的張力必然大於真實鋼纜張力，原因是懸垂
效應、慣性矩效應、邊界條件效應、索帽效應會使得鋼纜振動頻率

增加，至使弦理論值高估真實鋼纜張力。以上是定性地描述鋼纜系

析，計算鋼纜張力、斷面慣性矩性質、懸垂量等未知量。圖四繪示

統與弦理論系統差異，以下本節將考慮這些效應，較弦理論更為準

R34 鋼纜振動訊號頻譜圖，並表列二十三個主徵頻率。此圖表有兩

確地計算鋼纜張力，並詮釋目前全橋鋼纜系統狀態。

點值得留意的，第一點，兩倍的 f1 大於 f2。第二點，主徵頻率間距

1. 最短鋼纜之系統識別

逐漸擴大，如 f7 - f6 = 0.767 Hz、f14 - f13 = 0.823 Hz、f21 - f20 = 0.914

圖三繪示 L1 鋼纜振動頻譜圖，圖三有個特點，主徵頻率

Hz。第二點現象仍可以用斷面慣性矩的存在來解釋；但第一點需

(dominant frequency)間距逐漸擴大，兩倍的 f1 小於 f2，這顯明與弦

要用重力懸垂效應來解釋。本文建立考量了“重力”、“幾何非線性”

理論相背，因為弦理論之主徵頻率呈等差級數。主徵頻率間距逐漸

的有限元素模型，尋找最佳鋼纜張力參數與斷面慣性矩參數，以吻

擴大的原因是鋼纜斷面具有慣性矩。以下首先考慮固接端與鉸接端

合圖四上表列的二十三個主徵頻率。

兩種邊界條件，楊氏系數採用前節實驗識別值，以鋼纜張力、斷面

最長鋼纜 R34、R33、L34、L33 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 仰角 26o，

慣性矩為調動變數，搜尋鋼纜張力、斷面慣性矩之最佳參數解，以

設計長度 126.42 m，質量密度 47.9kg/m。其他資料：楊氏係數

吻合圖三的五個主徵頻率。表二列出固接與鉸接兩種邊界條件下之

1.8289E11 Pa，斷面積 0.0060 m2 ，重力加速度 9.81m/sec2，邊界

最佳參數解。從表二可知，兩種邊界條件下的兩列特徵頻率答案均

條件為固接，鋼纜有限元素模型為一千等分的樑元素所構成，搜尋

吻合實驗結果，但這意味著 14 %的鋼纜力量無法單從鋼纜上的振

變數為鋼纜張力與斷面慣性矩。搜尋後，最佳參數：鋼纜張力 1.66E6

動訊號決定，此 14 % 的鋼纜力量取決於錨定系統，本研究最後的

N，斷面慣性矩 5.0E-6 m4。鋼纜詳細狀態如圖五所示，其中懸垂

分析結果是採用固接邊界條件，但礙於篇幅，本文在此省略原由，

量為 49 cm。表三列出了實驗的主徵頻率以及有限元素模型分析的

請詳見[5] 。

主徵頻率，兩者數值上十分接近，而本分析的鋼纜張力只有弦理論
值的 91.4% (1.66E6 N/ 1.81E6 N)。(R32 分析的鋼纜張力亦只有弦
理論值的 88.2%)

圖三

L1 鋼纜振動頻譜圖
圖四

表二

鉸接與固接兩種邊界條件下，斷面慣性矩與鋼纜張力之最
佳參數解
量測頻
率:Hz

斷面
慣性矩
鋼纜張
力

R34 鋼纜振動訊號頻譜圖暨二十三個主徵頻率值

3. 分析結果之檢討
以上述同樣的方法，可識別了其餘鋼纜，包括：識別的鋼纜張

弦理論

計算頻率:Hz
(邊界鉸接)

計算頻率:Hz
(邊界固接)

4.12

4.12*

4.14

4.13

8.43

8.24*

8.43

8.41

12.97

12.36*

12.99

12.96

17.93

16.48*

17.94

17.91

23.26

20.60*

23.38

23.35

力、斷面慣性矩、識別的鋼纜張力值對弦理論值差額百分率。圖
六匯整分析的 17 索鋼纜，包括了分析的基本資料以及識別的力學
參數。從圖六可以觀察到幾件事，第一：用弦理論的公式來估算
鋼纜的張力誤差隨鋼纜的位置而改變，對最短的鋼纜來說差額達
15%，這是因為邊界條件效應所引起的；對長的鋼纜來說差額達
12%，這是因為懸垂效應所引起的；對中長鋼纜來說，弦理論值差
額百分率最小，只有 3%，這是因為中長鋼纜長度不算短，所以沒

0. m4

1.95E-5 m4

1.74E-5 m4

3.57E6
N

3.57E6
N×0.99

3.57E6
N×0.85

* 等差級數
2. 最長鋼纜 R34 之系統識別
本節將使用 R34 鋼纜之振動訊號，經由振動訊號特徵比對分

有邊界條件效應的問題；中長鋼纜長度不算太長，所以沒有懸垂
效應的問題(當然也可以說成是鋼纜張力夠大)。第二：除了最短
的前三根鋼纜之外，識別的斷面慣性矩與鋼纜單位長度質量分
類，呈現一致性，這說明了本文的分析方法不但可以用來檢測鋼
纜張力，還可以用來檢查鋼纜有否誤置。至前三根最短的鋼纜，
相對於較長的鋼纜而言，斷面慣性矩放大了兩倍之多，這顯示短
鋼纜的斷面慣性矩會因尺寸始效應、邊界條件效應的影響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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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圖五

表四

有限元素模型分析的

力與鋼纜張力設計

主徵頻率之對比

值，兩者差額百分比
集
-30
-30
-21
15
8
22
6
3
23
-6
12
7
-7
2
25
-8
7

R34 鋼纜識別之狀態

結論與建議 : 全橋鋼纜張力現況討論與修復工程之建議
表四列出 230C 時全橋鋼纜的鋼纜張力、鋼纜張力設計值、以及
兩者差額百分比。從兩者差額百分比可以觀察到：第一，脫落的
L14 鋼纜其鄰近的鋼纜的鋼纜張力明顯地大於鋼纜張力設計值
等，並且以其斜對的 R16 鋼纜、R12 鋼纜，和 L12 鋼纜受到了
影致使得跨度中間的鋼纜的鋼纜張力呈現“群聚性的過大”。響
此，本文建議在未來的鋼纜修復工程，可考慮先補上

弦理論值機減百

識別的鋼纜張力、識別的斷面慣性矩、識別的鋼纜張力值對弦理論值差額百分率之彙整分析

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訊 第四十七期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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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4
-7
-4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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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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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

與設計張力
差百分比

最大。第二，兩邊跨鋼纜的鋼纜張力呈現 “群聚性不足”， 因

圖六

230C 時鋼纜張

R34 實驗的主徵頻率及

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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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谷

International, 1995.

L14，趨使其與其鄰近的鋼纜朝向至設計的狀態。接著，本文建議
考慮同時張緊兩邊跨鋼纜，致使其與跨度中間的鋼纜朝向至設計的

3 .“ABAQUS USER MANUAL,” Hibbitt, Karlsson, and Sorensen, Inc.

狀態。以上對集鹿橋修復工程的兩個建議用意在於使整個集鹿橋的

4.Charles

Chadwell,

Near-Source

Earthquake

on

the

Ji-Lu

Cable-stayed Bridge in the 21 September 1999 Chi-Chi Taiwan

橋體取得較佳的平衡狀態，而有助於其他鋼纜的換修作業。

Earthquake,”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2001.

參考文獻

5. 集鹿斜張橋監測與分析研究計畫期中報告，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 Hiroshi Zui, Tohru Shinke, and Yoshio Namita, “Practical Formula

副研究員 李政寬、組長 張國鎮

for Estimation of Cable Tension by Vibration Method,” Journal of

主任 羅俊雄、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陳建州

Structural Engineering, June 1996, p651~656.
2. Design Drawings for the Gi-Lu Cable-stayed Bridge, T.Y. Lin

台灣大學研究生 周智傑、專案助理研究員 黃新愷

光纖光柵感測器於實際結構遷移工程之應
第一階段為爐底新舊支撐柱應力轉移監測工作，確保新設之

一、前言

支撐柱能承擔舊支撐柱原有分擔爐體之載重而不破壞爐心結構，

本研究廠房為約有 30 年之久的建築物（如附圖一），當爐體
遷移過程進行中，可能存在很多難以確知之因數，其性質不易掌
握，此外台灣地震頻仍，遷移過程之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為有效
掌握遷移期間之工程安全和結構承載情況變化等功能，必須於爐體
遷移過程進行即時安全監測，以便經由裝設之監測儀器來控制遷移
期間所產生之變化，萬一有超出設計之外者，能確實掌握現場狀
況，並研判基礎及臨時支稱系統之安全性。
國內對於廠房之監測與預警之研究經驗與建立相當缺乏，更且
因為遷移過程之安全非常重要，需要進行精密的量測與監測，本研

必須逐步謹慎進行，並由監測之數據作為執行與修正之依據。第
二階段為廠房南牆開口補強構材暨舊主支撐應力監測，因爐體遷
移需於南牆鋼構開口，依應力分析結果，原結構加設斜撐以補開
口後結構強度之不足，設置監測點在應力較大之構件，以監測開
口後其應力變化是否超出電腦分析之結果。第三階段為爐體遷移
樓版支撐構材應力暨一樓樓版垂直變位監測，遷移路徑地下室臨
時支撐係做為爐體遷移過程中，將載重傳遞至地下室基礎，為使
遷移過程能確定該臨時支撐有足夠強度，確保樓版結構不致損壞
所進行之現場監測並與原設計分析結果比較，以達預警之目的與
改善之可能性。

究將採用光纖監測技術為主並佐以傳統監測儀器與監測系統如應
變計與位移計等進行監測。

光纖感測器(optical fiber sensor)正由於光纖本身所具有
的高靈敏性、高耐蝕性、可撓性、細徑質輕且不受周圍環境之雜
訊干擾等之諸多優點，適用於此一工程，可建立安全監測警示系
統。

三、監測結果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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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監測爐體示意圖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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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廠房已有 30 年之廠房，當爐體遷移過程中，可能存在許
多難以確知之因素，因此，為有效監測爐體遷移過程，廠房結構體
之安全，並加以即時記錄、監測、預警遷移過程之安全，特別是有
關結構廠房安全承載情形，亟需裝設有效之光纖監測系統，以便即
時記錄、顯示爐體遷移過程所產生之應力與位移變化，確實掌控現
場遷移狀況，以供研判基礎及臨時支撐系統之安全。結構體遷移過
程所需之安全預警，非常重要，此時監測系統之有效性與靈敏性，
將更為重要，以確保遷移過程之安全。

圖二

傳統應變計量測之新舊柱軸力轉換歷時圖

此研究案第一階段監測作業，爐底室新舊柱應力轉移於二零
零二八月二十二日順利完成，由監測數據驗證新支撐柱能夠取代
舊有支撐柱承載爐體載重而不破壞爐心結構。由舊支撐柱所釋放
之軸力歷時圖（如附圖二）與新支撐柱所承載之軸力歷時圖（如
附圖三）比較，兩者與時間軸成高度對稱性，可知舊支撐柱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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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過程中所釋放的應力轉由新支撐柱所承載，且皆保持在單柱軸力
設計值 50 噸（16 支計 800 噸）最大容許值 150 噸之下，因此可驗
證工程安全和結構承載情況變化均在可掌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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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由爐底室新舊柱應力轉移監測作業驗證，經由裝設適當之監測

0.5

開口鋼構應力、爐體垂直切割及爐體遷移路徑臨時支撐柱應力監測
作業事前規劃之參考，確保能夠在安全監控的條件下施工，確保作
業人員之安全及順利完成各項工作項目。

光纖光柵各感測器量測之波長飄移歷時圖

專案副研究員 林子剛

單站頻譜比法在軟硬地盤條件之比較
其中， R ( t ) 表在時間域的地震記錄，而 So ( t ) 、 P ( t ) 與 Si ( t ) 分別表

一、前言

示震源、路徑與場址三個效應。而在頻率域則是此三個效應相乘，

近來愈來愈多的研究結果顯示，地震災害的輕重和局部場址的
反應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尤其當地震經過沖積盆地之鬆軟土層時，

即

R (f ) = S o (f ) × P (f ) × S i (f )

(2)

其振幅常被顯著放大。如發生於 1985 年 9 月 19 日的墨西哥大地

所以當我們要探討特定站 S 與參考站 R 之場址放大效應時，我們可

震，離震央 400 公里外的墨西哥市，即因位於鬆軟土層而造成重大

將特定站之加速度頻譜 R s (f ) 相對於參考站之加速度頻譜 R r (f ) 求

災害；在臺灣，1986 年 5 月 20 日及 11 月 15 日發生於花蓮附近的
地震，也使得位在 100 公里外的台北盆地內多棟建築物結構破壞，
甚至倒塌而造成傷亡。所以為了降低地震所可能帶來的災害，並提
供地區建設規劃之參考依據，局部場址的反應特性研究是相當重要
的。

其頻譜比值，即
R s (f ) S os (f ) × Ps (f ) × Sis (f )
=
R r (f ) S or (f ) × Pr (f ) × Sir (f )

(3)

由(3)式可知，若兩筆資料其震源與路徑效應可相消的話，則
留下的便是兩站間場址的效應。

對於地震場址效應的研究，若欲得知地震波進入鬆軟土層所造
成的放大效應，傳統上多經常利用雙站頻譜比法(Borcheret,1970)
以消除震源和路徑效應。然而，雙站頻譜比法在應用上遇到最大的
困擾為參考站選取之不易，因為在許多研究場址，尤其是沖積平原
地區，往往不易覓得合宜的參考測站，因而限制該方法之應用普及
性 。 Nakamura 於 1989 年 另 外 提 出 之 單 站 頻 譜 比 法 (HVSR,
Horizontals-to-Vertical Spectrum Ratio)，由於不須尋找參考站，所
以近來許多研究紛紛改依循此法，進行場址放大反應之研究。
本文將介紹利用單站頻譜比法，針對中央氣象局自由場強震測
站之記錄，與部份已完成場址地質調查的成果，依據所得頻譜比所
披露的不同特性與該場址地質條件（如地層材料、波速結構等）進
行綜合比較，以建立單站頻譜比結果與地層條件之相關性，使單站
頻譜比法能更準確地應用在場址分類的研究上。

為比較不同場址條件在消除震源與路徑效應後之場址效應，除
選擇一軟弱地盤之土壤測站外，另須選取一鄰近的參考測站。因為
若選取的沖積層測站和參考測站距離遠小於此二測站到震央的距
離時，則選取的沖積層測站和參考測站的震源效應與路徑效應即可
視為相同而相消不計，最後相比反應出來的結果便是主要由場址效
應差異所造成的現象，簡單地表示如下：
S s , r (f ) =

R s (f ) Sis (f )
=
R r (f ) Sir (f )

(4)

而參考測站一般以位於岩盤露頭（outcrop）上的測站為佳，因為
如此才可清楚地比較出場址放大的效應。但往往由於在所研究場址
的鄰近地區沒有直接位於岩盤露頭上的測站，所以雙站頻譜比法使
用上常會造成困擾。
2. 單站頻譜比法
單站頻譜比法（HVSR）是由 Nakamura 在 1989 年利用微地動

二、原理與方法

資料估算場址效應所得之經驗式，由於使用單站頻譜比法不需要
1. 雙站頻譜比法

參考站，所以在應用上方便許多。1993 年 Lermo and Chávez-García

早期在研究場址放大效應之行為時，大都使用雙站頻譜比法，
因為在實測的地震資料中，其主要受到震源效應（Source effect）、
路徑效應（Path effect）與場址效應（Site effect）之影響，其關係
在時間域為三個效應作摺積（convolution），簡單以下式表示：

R ( t ) = S o ( t ) ∗ P( t ) ∗ S i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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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單站頻譜比法正式應用於強震資料上後，單站頻譜比法便常被
學者們拿來作為估計場址效應之一簡易且快速的方法。
由於微地動量測到資料內容，受到地表雷利波（Rayleigh
wave）之影響為主，在地表所記錄到之垂直向振幅 S isV 會大於地
下岩盤站之垂直向振幅 S ibV ，所以震源所造成的放大效應可視為

E s (f ) =

SisV (f )
SibV (f )

(5)

No smooth

而(4)式為利用雙站頻譜比法所估算出之場址效應，在水平向可表

10

示為

5points---N=10

S (f )
SiH (f ) = isH
SibH (f )

(6)

為了去除震源所造成的放大效應 E s (f ) ，我們將(6)式除以(5)
式，即

SisH (f ) SisH (f )
SiH (f ) S ibH (f ) SisV (f )
S(f ) =
=
=
E s (f ) SisV (f ) SibH (f )
S ibV (f ) SibV (f )

(7)
1
0.1

上式中之分母 SibH (f ) ，Nakamura 曾利用井下微地動觀測資料求出

圖一

SibV (f )

CHY021

其值約等於 1（此為單站頻譜比法之重要假設），將其代入式(7)
式即可得到單站頻譜比法此一經驗式：

SisH (f )
SisV (f )

原始頻譜比曲線與平滑化後之比較

台 南 縣 新 市 國 小 (vs,30 = 220.48 m/sec, type III)
0.55

20

(8)

也就是單一測站之水平向頻譜與垂直向頻譜之比值。
3. 資料來源

H/V Ratio

S(f ) =

1.0

10

本研究利用中央氣象局自由場強震測站(TSMIP)自 1991 年到
2002 年所收集之地震記錄，求出各測站於不同地震事件中之單站

0
0.10

頻譜比結果。除找出各測站之共振主頻外，同時配合本中心與氣象
局合作進行之「全國強震儀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料庫之建立計畫」

20

圖二 單一強震測站各筆地震記錄之頻譜曲線

所得成果，加以分類比較，進而歸納出不同特性場址於單站頻譜比
之反應。

1.00

Period (sec)

依照上述步驟，可將各測站所有地震記錄之單站頻譜比求出，
進而得到一平均值(圖二中之粗曲線)與其標準偏差。利用此一平均

三、資料分析
由於本研究擬經由各強震測站之地震事件，探討全台各地區之

單站頻譜比，可找出其頻率介於 0.2~20Hz(週期 0.05~5sec)之間的
最大峰值(Pmax)，再以最大峰值所在週期為中心，往長短週期兩邊
分別找出比值為最大峰值 1

2 ( Pmax

2 ) 的所在週期(圖二中 T1

場址特性，所以在資料處理上須設定一標準程序，以使各測站所得

與 T2)，此一週期區間範圍稱為帶寬（bandwidth），而共振主頻則

結果得以相互比較與歸納。尤其在共振主頻的認定上，若無一特定

認定位於 T1 與 T2 的中點(如圖二週期 0.55sec 處) 。

判斷模式，則易使共振主頻在認定上參雜許多個人主觀的判斷，使
得資料在比較歸納上失去較為客觀的一面。
在進行資料分析前，收集地震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取得地震記
錄後，先利用傅氏轉換(Fourier transform)原理，將地震記錄從時間
域轉換至頻率域得到傅氏振幅譜(Fourier amplitude spectrum)，其中
各筆地震所得之三方向(東西、南北、垂直)傅氏振幅譜，取東西向
與南北向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值，以作為單站頻譜比中所使
用之水平分量。
隨後將所得之水平分量與垂直分量相除，便可得出單站頻譜
比結果。但為了避免因資料轉換或相除的處理上，所造成比值過大

得到各測站單站頻譜比各項訊息後，針對下列二點進行討論：
A. 測站與測站間之比較—
利用強震儀地質資料庫中之詳細地層資料，如:地層速度、地
層材料、基盤深度......等，探討各測站間頻譜比之異同與地層特性
之對應關係，並進一步建立其關聯性。
B. 單一測站之探討—
即探討不同地震事件對於特定測站之單站頻譜比影響，尤其是震
度的大小對各場址之影響並不相同，觀察其對單站頻譜比所產生的
變化情形。

的現象，導致頻譜比曲線之峰值或主頻選取上的錯誤，並使主要峰
值可以突顯但不失真，所以將所得頻譜比作五點平滑化(smooth)十
次的處理。圖一所示即為一組頻譜比曲線經平滑化之效果，而所得
結果即為一單站頻譜比(圖二中之任一細曲線)。

四、分析結果
1. 測站間之比較
以宜蘭地區已完成地質調查之內城(ILA051)與新南國小(ILA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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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由地質調查結果發現，ILA051 屬於岩盤測站，除地表附近之

譜曲線帶寬較大，所以可研判其較為鬆散。此現象在其它地區亦有

回填層外，地下皆為較堅硬之岩層；反觀 ILA041 則屬土壤測站，

類似例證，可以用來初步判斷尚未地質調查之測站場址概況與分類

鑽探至地下 120m 處尚未入岩。再由頻譜比結果(圖三)，可以得到

(如圖四)。若可利用為數眾多的測站地震記錄與地質調查成果作有

兩測站之共振週期分別為 0.27sec 與 0.77sec，可初步得知 ILA051

系統之整理統計，將可找出可以量化之關係。

測站地盤相較於 ILA041 測站地盤為硬。此外，由 ILA041 所得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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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硬地層與土壤地層測站之頻譜比曲線（已完成地質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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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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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 縣 新 南 國 小 (vs,30 = 196.69 m/sec, typ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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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硬地層與土壤地層測站之頻譜比曲線（未進行地質調查者）

2. 單一測站之探討
由於許多場址在地動值較大時，地層材料會因較大的變形量而而

五、結語

產生非線性(Nonlinear)效應，甚至發生液化現象。根據許多研究
顯示，單站頻譜比法可反應出主頻往低頻移動之非線性效應，本
研究則整理同一測站不同地震事件所得之單站頻譜比，分別就最
大頻譜比值與共振主頻對於最大地表加速度(PGA)的關係作探討

本研究已完成近兩百測站之初步分析結果，對於日後資料的統
計與分析上有著相當大的幫助，再加上陸續完成之地質鑽探調查成
果，更可提供正確之地層資訊，使歸納結果更具可信度。惟在地動
值大小探討上，仍可能受限於地震記錄地表加速度大之資料較少甚

(圖五)。

TCU110 彰化員林國小(Vs30=205.50m/sec,typeII)

至沒有，而無法得到較佳之成果。

Max. H/V Rati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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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110 測站之頻譜比值與主要週期隨 PGA 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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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副研究員 陳銘鴻

實驗室動態

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之震動台試驗

表一
T (sec)

一、前言

1.5
2

近年來由於考慮經濟性、舒適性與易維護性，隔震橋樑與隔震

單擺週期曲率半徑的關係列表
R (m)

R (m)

0.5591

T (sec)

0.5

1.418507

0.993956

1

2.006071

2.5

1.553057

1.5

2.456926

結構系統的運用漸漸普及。其主要概念在於應用具有高軸向勁度，

3

2.236401

2

2.837013

低側向勁度之隔震器，提高結構物側向之主要震動週期。由台灣地

3.5

3.043991

2.5

3.171877

3

3.474618

區設計地震反應譜可看出，較長的結構物震動週期可以有效遞減低
地震作用下的加速度反應。然而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發
生頻率極高，此類型結構受地震力時，往往產生很大的相對位移，
特別在近斷層地震力作用下時，一般的結構設計無法負荷此極端狀
況。解決辦法之一就是運用結構控制系統來消散大部分的地震輸入

R-r=965m
m

能量。例如結合隔震器與消能器來同時控制結構物的加速度與相對
位移。對於短週期結構，使用消能器增加阻尼比可以同時減少結構
物的絕對加速度與相對位移，但對長週期結構，使用消能器增加阻
尼比雖然可以有效遞減低相對位移反應，但是會增加絕對加速度反

d = 100 mm

應，也就是說增加阻尼比對長週期結構並不是一定有利。因此，若
採用半主動控制系統來取代被動消能器，應可同時減少結構物的絕
對加速度與相對位移反應。
圖一

本研究以半主動控制之磁流變阻尼器配合滾動單擺支承墊，組
成一半主動控制之基底隔震系統，隔絕與消散地震力的輸入，同時
控制其相對位移，使其能在極端狀況下保持穩定，並更有效率的控
制結構物反應。由磁流變阻尼器的功能測試結果建立此半主動控制
之基底隔震系統的數值模型，再藉由類神經網路的模糊控制理論設
計半主動控制器，並進行一連串的震動台試驗，來驗證此半主動控
制之基底隔震系統。

二、試驗結構介紹
此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運用中心現有之剛性構架，配合適
當重量之鉛塊，組成隔震系統之上部結構。四組滾動單擺支承墊置
於四個角落，半主動控制磁流變阻尼器則置於上部結構與震動台之
間。
滾動單擺支承墊的示意圖如圖一。由上板、滾輪與下板組合而
成。上版與下板的軌道曲率，決定此支承墊的週期。單擺週期曲率

滾動單擺之承墊示意圖

經由先前磁流變阻尼器的功能測試與系統識別分析結果，磁流
變阻尼器的數值分析模型可以以下列數學模型表示：
此數值分析模型可運用於震動台測試前的隔震系統數值分析
與模糊控制增益矩陣之計算。
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在震動台試驗之照片如圖二。圖三為
半主動控制磁流變阻尼器的試驗照片。圖四顯示滾動單擺支承墊測
 F (t ) = F (t ) + z (t )
d

3

 z (k ) = z (k − 1) + ∑ θi (k − 1)φi (k − 1)dt
i =1

Φ (k ) = ∆t *[ x! (k ), x! (k ) z (k ) 0 z (k ), x! (k ) z (k ) 1 , x! (k ) z (k ) 1 z (k ), x! (k ) z (k ) 2 ]T

 Fd (t ) = 0.0083 x! (t ) + 0.005

3
2
θ1 = −13.2924V + 22.9678 V + 1.0297V + 1.0762

2
θ 2 = - 161.606 V − 88.7154V - 389.2721
θ = -5.0428V 2 − 169.2379V − 160.449
 3
θ 4 = −0.6433V 2 - 8.0282 V − 0.7757

2

θ5 = 0.3452V - 6.775V - 0.316

半徑的關係如下：
T = 2π R

試照片。
g

表一則列出一些單擺週期曲率半徑的對應關係。在本試驗中，

三、感測器配置

上版與下板的軌道曲率半徑為一公尺。但由於上下板均為曲面軌
道，因此：

T = 2.006071* 2
= 2.837013
週期約為 2.837 秒。

爲確實量測此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在震動台測試時的反
應，在震動台上有兩組位移計與加速度計，可以量測隔震前的反
應(水平項與扭轉項)。在上不結構的底部與頂部也各有兩組位移
計與加速度計，可以量測隔震後的結構物反應(水平項與扭轉
項)。連接半動控制磁流變阻尼器間裝置有位移計、加速度、溫度
計與荷重子，可以監測磁流變阻尼器的狀態。詳細感測器配置圖
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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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動控制系統測試：模擬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在最小輸出（失
去電源下的反應）：P-0V；與最大輸出的反應：P-1V。
2. 半主動控制系統測試：以上部結構的反應為回饋，運用模糊控
制理論計算出的控制增益矩陣，計算出最佳的輸出控制電壓，
輸入到磁流變阻尼器進行控制。

五、震動台試驗結果
本研究採用四種地震歷時與一種隨機震動來進行測試。這四
種地震歷時分別為 El Centro NS、Kobe NS、Chi-Chi/TCU052NS 與
Chi-Chi/TCU068 NS。其中，後兩者為近斷層地震。由於此試驗中
圖二

震動台測試照片

的磁流變阻尼器衝程僅有±5 公分。因此僅對於不超過此衝程的地
震 PGA 作測試，不同的控制方式與地震歷時所能測試的最大 PGA
均不相同。一般而言，在半主動控制下與被動控制（最大輸出）可
以承受較大之 PGA 值。
圖六顯示隔震系統在不同控制系統下之最大反應比較圖（El
Centro NS、Kobe 與 Chi-Chi/TCU068）。由圖可見，被動控制 P-0V
（失去電源）對加速度有較好的減低（隔絕）效果。但由於相對位
移過大，超過 200 gal 的地震力就無法運作（隔震系統會觸底）。
被動控制 P-1V（最大輸出）相對位移很小，但加速度控制效果不
良。特別是在低震度（小 PGA）時，加速度還會有明顯的放大現
象。

圖三

半主動控制系統 S，由於可以針對結構物的反應來調整隔震系

20kN 磁流變消能器測試照片

統的參數（磁流變消能器）。因此對大小震度的地震均可以有較優
良的控制效果。在小地震下可以有效地減低（隔絕）加速度反應，
在大地震下也不會增加相對位移反應，避免隔震系統觸底。
Rel. Disp. (mm)

Rel. Disp. (mm)

S-TCU068-400

S-Elc-400

Rel. Disp. (mm)

P-1V-Elc-400
S-Elc-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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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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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動單擺支承墊測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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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配置圖
El Centro

四、控制系統測試項目
本震動台測試可分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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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Kobe

Chi-Chi/TCU068

隔震系統在不同控制系統下之最大反應比較圖（上圖：最大
位移 / 下圖：隔震前與隔震後之最大加速度）

圖七顯示被動控制 P-1V（最大輸出）下隔震系統相對位移
（上）、隔震前後絕對加速度（中）、磁流變消能器遲滯迴圈（左

隔震系統相比，此系統有對不同地震有可適性，因此不論在大震度
與小震度下，均可以發揮最佳的控制效率。

下）與磁流變消能器力量/相對速度對應圖（右下）。由磁流變消
能器遲滯迴圈圖可以發現此消能器的遲滯迴圈圖相當飽滿，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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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近期研討會資訊
十一月六日至七日
#光纖感測監測之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圖八

半主動控制 S2 下隔震系統相對位移（上）、隔震前後絕
對加速度（中）、磁流變消能器遲滯迴圈（左下）與磁
流變消能器力量/相對速度對應圖（右下）

六、結論
本研究以半主動控制之磁流變阻尼器配合滾動單擺支承墊，組
成半主動控制之基底隔震系統。隔絕與消散地震力的輸入，同時控
制其相對位移，使其能在極端狀況下保持穩定，並更有效率的控制
結構物反應。震動台試驗的結果顯示，此複合控制基底隔震系統可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台歐地震減災研究之國際合作研討會
Joint NCREE/JRC Workshop Int’l Collaboration on
Earthquake Disaster Mitig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acilities, Projects and Networking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台日地震災害模擬及損失評估研討會
2003 Taiwan-Japan Workshop on Earthquake Disaster
Simulation

以有效地隔絕加速度輸入，與抑制相對位移的增加。與傳統的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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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花東縱谷斷層的古地震研究

扇端的坡度有一轉折變化（變陡），並且斜坡走向橫切沖積扇端。
根據地形判斷，認為 1951 年的地震斷層可能切過沖積扇的扇端，

一、前言

造成東側上部沖積扇被隆起，並造成一突然變陡的坡面，而地主亦
陳述此處地面確實在地震後有些微的隆起。

1951 年 10 月 22 日 5 時 34 分與 11 時 29 分於海岸山脈花蓮發
生兩次規模 7.3 與 7.1 的強烈地震，並在地表產生斷裂－美崙斷層。
並於同年 11 月 25 日 02 時 47 分於海岸山脈南段台東縣池上鄉發生
規模 7.3 的強烈地震，同時產生地表斷裂－池上斷層與玉里斷層。
今年 6 月 10 日與 6 月 17 日）花蓮地區發生規模 6.5 與 5.9 地震。
自 1951 年來已歷經半世紀，花東地區未曾發生規模 7.0 以上的地
震，沉寂已久的縱谷斷層，是否在近期有復發的跡象，引起了部分
學者的關注。之前對於縱谷斷層的活動性一直沒有確切的研究資
料，因此本研究進行槽溝挖掘研究，以了解它的活動性與構造特性。

槽溝開挖方向呈東西走向，垂直斜坡走向，槽溝共挖掘三階，
每階深約 2 公尺。槽溝剖面可以發現在地表斜坡之下有一斷層擾動
帶，斷層型態為逆衝斷層，斷層角度為 30 度，走向為南北走向。
斷層帶兩側沉積層受到逆斷層的托迤作用產生褶皺變形，寬約 1-2
公尺擾動帶的兩側各有一明顯的斷層剪切面（圖一、南牆, 圖二、
北牆）。由圖一兩個斷層面與沉積層的關係判斷，西側的斷層截切
並且覆蓋在一層富含有機質的深灰色土壤層之上，但被地表最上層
的砂礫層覆蓋；因地表已受擾動，東側的斷層與深灰色土壤層是否
有截切關係則無法判斷，但都被最上層的砂礫層覆蓋。從沉積層產
狀來看，深灰色土壤層可能是 1951 年地震前的地表土壤層，而最

二、板塊邊界斷層－縱谷斷層
花東縱谷斷層屬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邊界，是台
灣最主要且最長的斷層。菲律賓海板塊每年約以 7 公分的水平速
度與歐亞大陸板塊接近，也就是海岸山脈至台灣島的變形前緣之
間每年有 7 公分的水平壓縮量，而其中縱谷斷層帶的壓縮量大約
每年 2-3 公分，約佔總壓縮量的 1/3，如此大的變形量是否會造成

上層的砂礫層則是地震後至今的耕作土。依據擾動帶兩側上下盤的
地震前地表土壤層的高度差來看，1951 年地震在此處造成的垂直
抬升量約為 0.6 公尺。另外，由圖二的北牆剖面來看，斷層上下盤
有一褶皺但可以對比的土壤化砂泥層，此層屬於槽溝沉積層較下部
的層序，顯示在此土壤化砂泥層沉積之後已受到斷層作用而變形，
它在斷層兩側的高度差約為 2.5 公尺。

地震週期較短，雖然目前僅限於猜測，但對於它的活動性是值得
關注的。
歷史紀錄中對於縱谷斷層是否產生地震斷層或大地震所知甚
少，主要因素是花東部地區最早的文獻紀錄是在十九世紀末卑南廳
設置開始（1875 年），而台灣開始設置地震儀是 1896 年。因此，
從一百多年的紀錄中，僅有 1951 年發生規模大於 7.0 地震（震央
位在陸上）並且產生地震斷層。文獻指出 10 月 22 日產生的斷層由
七星潭經花蓮市區，往南至縱谷就沒有記載有地表斷層（此區段縱
谷斷層位於花蓮溪河道中，無法判斷是否具有地表破裂）。11 月
25 日的斷層由大富向南經鶴岡、瑞穗延伸至池上。本次研究主要
針對 11 月 25 日產生的地震斷層進行研究，地點位在瑞穗東北方約
6 公里富興（安定橋）。

圖一

南嬙剖面，西側斷層截切 1951 年震前地表土壤層

三、縱谷斷層古地震研究
古地震研究是利用斷層與沉積層相互的截切或擾動關係，判斷
地震發生的年代。因此槽溝剖面的研究可以提供古地震發生的時
間、次數、位移量以及地層的變形行為，而由這些資料可以獲知滑
移速率、地震週期或計算未來地震發生機率，這都是現今探討預測
地震相關問題的重要依據。因而優先選擇 1951 年地震斷層進行古
地震研究，目的除了可以確定 1951 年地震事件之外，最主要是期
望能發現之前的古地震事件，如此便能得知兩次地震的時距，以及
計算滑移速率。
根據 1951 年文獻記載富興至鶴岡之間的地表破裂大致沿著山
麓前緣，因此透過查詢當地耆老以及利用地形研判，選擇最可能以
及便於進行挖掘的地點。槽溝開挖地點位在山麓河溝前方一小型沖
積扇的扇端位置，沖積扇地形呈弧形的緩坡，但此處沖積扇地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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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北牆剖面,砂泥層總垂直位移量約為 2.5 公尺

因此，從 1951 年造成的高度差與總垂直位移量來看，顯然在 1951

目前對於這槽溝的古地震研究僅於初步階段，況且對於全段縱

年地震之前此處的沉積層已經存在 1.9 公尺的垂直位移。所以可

谷斷層的古地震研究也須經過眾多的槽溝開挖調查才能逐步的釐

以判斷在土壤化砂泥層沉積之後與 1951 年之間曾經發生地表斷

清古地震事件。因為每次地表斷裂並非都形成在同一位置，而槽溝

層，但歷經多少次的斷層作用，從目前沉積層的產狀尚無法詳細

挖掘範圍有限，可能造成有些地震事件沒有被發覺。所以，未來幾

判斷。

年還需經過許多的調查研究才能逐步釐清縱谷斷層的活動性。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陳文山

四、結語

中心活動

2003 抗震盃圓滿落幕
伍，隊長王中信、隊員羅士翔、鄭宇傑、駱品村，由孟令政老師指

2003抗震盃終於圓滿落幕了!!本屆抗震盃大專組及高中職組各

導 ， 他 們 的 模 型 重 量 為 660.7 公 克 ， 抵 抗 的 最 大 地 震 強 度 為

有36隊參賽，比較特別的是，今年首度邀請5隊國外隊伍參賽，其

2000gal；獲得貳獎的是第1小隊北一女中的隊伍，隊長鍾宛蓉、隊

中包括日本大專組3隊，英國高中職及大專組各1隊，每隊都是大有

員陳禹竹、廖婉婷、胡琪怡，由金若蘭老師指導，他們的模型重量

來頭的。英國文化協會日本辦事處(British Council in Japan)

528.8公克，抵抗的最大地震強度為1200gal；獲得參獎的是第7小

去年派人來台觀摩之後，首次於日本舉辦了第一屆的抗震盃活動，

隊明道中學的隊伍，隊長張芸華、隊員沈峰亘、林建志、曾凱琦，

這次派來的3隊代表分別是該次比賽中的第1、2及4名，來勢洶洶不

由黃靜科老師指導，他們的模型重量為454.5公克，抵抗的最大地

可小覷。

震強度為1000gal。

英國代表隊則來自於抗震盃活動的起源地英國，當地的英國布

大專組的比賽結果共有35組模型通過地震強度400gal的測

里斯托大學地震工程研究中心(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試，其中最輕的模型重量為371.3公克，最重的模型重量為966.1

Center in Bristol University)為了將其地震工程研究成果推廣

公克。最後獲得首獎的是第16小隊致遠管理學院的隊伍，隊長蔡承

至國民中學，精心研發了這個教育競賽活動，其原始活動的名稱為

原、隊員許文怡、李婉婈、程謨崧，由翁燈景老師指導，他們的模

「 Introducing and Demonstrating Earthquake Engineering

型重量為581.9公克，抵抗的最大地震強度為1900gal；獲得貳獎的

Research in Schools, IDEERS」，在英國同樣具有3年的歷史。這

是第15小隊東南技術學院的隊伍，隊長陳威翔、隊員陳顥銘、林宜

次派出的代表隊伍據說在英國已經先在活動創辦者的指導下練習

貞、潘建宏，由杜嘉崇老師指導，他們的模型重量為617.5公克，

過了，其奪冠希望自然濃厚。不過台灣參賽隊伍在經過了三屆激烈

抵抗的最大地震強度為2000gal；獲得參獎的是第27小隊華梵大學

比賽中的相互切磋之後，其實力亦不容忽視，最後鹿死誰手勢必有

的隊伍，隊長胡峻僥、隊員林俊瑋、王淞峰、黃勝偉，由蕭百興老

一番惡鬥。

師指導，他們的模型重量為599.1公克，抵抗的最大地震強度為

活動第一天的天氣頗為炎熱，高中職組及大專組共72隊超過

1900gal。

300人將比賽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參賽者在現場利用簡單工具將木

值得一提的是，原先被各方指為最具冠軍相的日本、英國隊，

棒、棉繩、紙張及熱熔膠組合成至少四層樓的結構模型，模型上至

比賽成績卻不甚理想。英國大專代表隊的結構模型完全沒使用棉

少要加上7.5公斤的鐵塊，通過裁判的審查後，第二天再將模型安

繩，僅以熱融膠將木條接合而成，雖然外觀堅固美麗，但缺少了棉

裝至地震模擬振動台上，看誰能用最少的材料抵抗最大的地震強

繩所能提供的韌性，結果在高頻的震波下模型激烈震盪，木條承受

度。

不了過大的應力而脆裂，很早就被判出局，他們直說：「下次不能
高中職組的比賽結果共有30組模型通過地震強度400gal的測

再小看棉繩！」同樣處於地震帶的日本隊，最後是因質量塊脫離樓

試，相當於地震震度七級，其中最輕的模型重量為366公克，最重

板而出局，但樓版隔震的結構理論相當出色，還是贏得裁判一致讚

的模型重量為897.2公克。最後獲得首獎的是第2小隊薇閣中學的隊

賞，抱走了其中一項創意獎。

詳細得獎名單如下：
高中職組
獎項

學校

年級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首獎

薇閣中學

高二

孟令政老師

王中信、羅士翔、鄭宇傑、駱品村

貳獎

北一女中

高一

金若蘭老師

鍾宛蓉、陳禹竹、廖婉婷、胡琪怡

參獎

明道中學

高二

黃靜科老師

張芸華、沈峰亘、林建志、曾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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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薇閣中學

北一女中

獎項

第三名

明道中學

得獎學校

創意獎

第 35 組英國代表隊、第 9 組建台中學、第 19 組中壢高中

優選

第 21 組明德中學、第 17 組前鎮高中、第 18 組滬江高中、第 22 組中山女中、第 4 組醒吾高中、
第 36 組歐洲外僑高中、第 30 組衛理女中

創意獎

建台中學

中壢高中

英國代表隊

大專組
名次

學校

科系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首獎

致遠管理學院

營管系二年級

翁燈景老師

蔡承原、許文怡、李婉婈、程謨崧

貳獎

東南技術學院

土木系三年級

杜嘉崇老師

陳威翔、陳顥銘、林宜貞、潘建宏

參獎

華梵大學

建築系四年級

蕭百興老師

胡峻僥、林俊瑋、王淞峰、黃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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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致遠管理學院

獎項
創意獎
優選

第二名

第三名

東南技術學院

華梵大學

得獎學校
第 34 組日本代表隊、第 35 組日本代表隊、及第 14 組義守大學
第 8 組中華技術學院土木工程系、第 10 組台北科技大學土木防災所、第 29 組中原大學土木
系、第 3 組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第 25 組中華大學土木系、第 35 組日本代表隊、第 18 組雄
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

創意獎

義守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專案助理研究員 許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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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講習會之紀要
術單位為主要對象。因此，課程設計重點分成六個子題：(1) 地震

一、前言

災害潛勢分析；(2) 地震災害損失評估；(3) 震災緊急應變之應用；
(4) 地區災害防救計劃之應用；(5) 災損評估系統之使用；(6) 災損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近年來在震災損失評估及地區災害防
救方面之研究有頗多之成果與心得，為加強各機構單位對地震防災

評估系統之資料庫。儘可能包含了地震災損評估所需要的背景知
識，希望能符合參加講習會各界先進之需要。

與震災損失評估之了解與應用，落實地區域災害防救計劃之規劃訓
練，並推廣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五日舉辦

三、學員背景統計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之講習會。
講習會之課程重點著重於介紹地震災害評估之理論與應用、評

參與學員來自各不同性質之機關單位，包含有中央機關、縣市

估系統的軟體特色，操作軟體功能，並就其可應用領域進行說明。

政府、財團法人機構、學術教育單位、工程事務所、工會組織等。

講習會獲得熱烈之迴響，報名人數超過百人；在報名截止後，仍有

我們將與會先進的服務單位以政府、工程、學術三項分類原則進行

許多來電表示參加講習會之意願，由於受限於會議場地之大小，只

統計，計有19個政府單位29人、21個工程單位45人、13個學術單位

能容納90餘人，在此對無法報名參與講習會之先進，致上最誠摰的

24人，總計98人。

歉意。在講習過程中，與會者也熱烈討論相關議題，提出看法與建
議，對於中心從事災損評估與防救災研究之人員獲益良多。整體看

四、會後討論與改進

來，講習會之目的可算是圓滿逹成；然而講習會結束後，來自各方
的指正或會後的檢討，讓我們仍有許多可供改進的空間。

講習會在各界先進的踴躍參與及中心同仁的熱烈支持下，順利
成功的結束。在各項議程中，與會先進對於課程的相關議題，提出

二、講習會之內容與議程

許多具建設性之建議與看法；會議結束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的同
仁也針對與會先進之建議與講習會的相關事項進行討論，彙整以下

TELES是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的英文字首縮寫，英文全名為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是國家科學委員會所積
極推動之HAZ-Taiwan計畫的研究成果之一，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參考原始HAZUS的分析架構與評估對象，建置震災損失評估
所需要之資料庫，並利用Microsoft Visual C++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與
MapBasic來開發適合台灣地區的地震損失評估軟體。TELES經由
分析模式及軟體架構的模組化設計與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滿足不
同使用者的需求，也方便更新系統介面與評估模組；應用上可提供
使用者進行震災早期評估、震災境況模擬與震災風險評估等。
震災早期評估系統主要針對各級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的需求，在
地震後的短時間內推估地表振動強度的分佈、一般建築物的損害狀
態機率和數量、人員傷亡的程度與數量等，重點在快速評估震災的
分佈範圍。震災境況模擬探討單一模擬地震作用下的災害狀況，但
因沒有時間的急迫性，可以針對各項已收集到的工程結構物進行損
害評估，或推估其所引致的二次災害和社會經濟的損失。震災風險
評估有別於震災境況模擬的地方是探討的對象通常固定少數幾

數點討論結果：
1. TELES 評估軟體授權使用
有關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是否提供給各界分享使
用，是與會來賓在課程中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在軟體方面，由於
TELES仍是一個開發中的系統，各項災損評估之模組與功能仍在修
改建立中，需要較多的經驗與專業判斷，如果使用者沒有留意輸入
參數之意涵或對輸出結果做正確之判讀，可能會對評估結果作出不
適當的解讀。目前研究小組正加緊技術手冊撰寫與展示版軟體之製
作，期望於年底可以完成，並提供各界使用。展示版軟體之功能將
與正常版相同，但只提供部份資料。
在資料庫開放方面則是比較棘手的課題。資料庫是進行災損評
估之基礎，必須有充分詳實的資料庫才可能得到可靠的評估結果。
資料庫建置工作曠日費時，如果無涉國家安全或商業機密自宜開放
分享。但若牽涉國防安全、行政與商業保密等因素，基於保密條款
的約束，此部份資料無法公開提供。

項，但輸入多個與危害度分析相符之模擬地震的震源參數，每一個

目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正在研究採用『協力合作研究』

模擬地震代表不同地點和規模的震源並有對應的年平均發生率，應

的模式，適度的開放軟體與資料庫保密條款延伸授權的可行性。

用機率和統計理論求得各地區特定對象的震災風險。雖然上述各種

政府、工商業與學術等相關單位，可利用協力合作之研究計畫方

應用的領域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可採用相同的分析流程和評估模

式，進行TELES與資料庫的授權使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將

式。因此，更新或增加任何一項資料庫、分析模式或參數值，可同

依據協力合作對象、計畫目的，建立不同權限的軟體與資料庫授

時提升各種應用推估的項目或精確度。

權方案。

由於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是屬於專業領域之應用研究軟體，其

2. 資料庫建置與內容說明

進入門檻較高。使用者需對地震工程、地震災害潛勢分析、結構耐

雖然講習會的課程安排希望能符合參加講習會各界先進之需

震評估、資料庫建置與處理等課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正確地

要，但由於大家的背景仍有相當的差異，對問題的興趣、深入與

使用該系統並詮釋分析的結果。考慮本次講習會以政府、工程及學

專精程度也不相同。因此課程內容安排的困難度極高，尤其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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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說明。TELES資料庫由一開始的資料背景與來源分析，而後的

3. 軟體操作使用

資料蒐集與調查、整理與轉換，到匯入TELES系統，接著於TELES

TELES屬於專業領域之軟體，在軟體操作上需有相關之專業背

中資料的使用與校正，乃至使用者的應用，大致可將使用對象依其

景，並熟悉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方可在TELES之使用上得心應手；

背景分成基礎資料操作人員(政府機關的資料蒐集與整理人員)、

由於TELES是第一次對外進行推廣，對與會來賓而言，是一套嶄

TELES資料表操作人員(研究或合作之單位)及TELES使用者三個

新、未曾接觸過之系統，講習會中的來賓對於軟體之特色或使用均

類型。以前節對參與學員背景的統計看來，這三個類型的人員都有

感陌生。有鑑於此，未來在推廣TELES的講習會，除了會在課程上

出席。說明時針對不同類型之使用對象，其深入程度上不盡相同。

加重說明軟體的操作使用，也計畫針對不同性質的使用者(如政府

因此本次的說明以較保守的角度切入主題，只介紹TELES資料表的

防災單位、工商業界等)，規劃不同的講習課程。

基本操作，相信是比較符合多數學員需求的安排。
本中心預計未來仍將繼續舉辦TELES系統相關講習會，規劃時
將對參與的對象作更明確的區分。若是對基礎資料操作人員，資料
庫的說明應包含有TELES資料現況、可能資料來源、TELES資料轉
換等；而針對TELES資料表操作人員，除了資料表在系統內的基本
操作、各資料表之意義外，對HAZ-Taiwan相關的理論或模式背景

4. 其他行政事務
本次活動採網頁報名劃撥繳款，對於學員報名的先後次序雖可
確實的掌握，但後來因放寬了繳費時間的彈性，以致最後人數掌控
不易。未來應將接受報名的程序詳細說明於網頁上，由電腦程式自
動運作，以決定報名程序完成與否。

亦需稍有了解，例如一般建築物之用途與模型建物的對映法則、能

此次的上午課程安排上，中場的休息交流時間開始時已接近午

耐曲線、易損性曲線等等；而對TELES使用者而言，應該對TELES

飯時間，而開幕至休息交流時間又較長，都是須改進的地方。課程

資料型態及工作目錄之架構與各個TELES系統中Database選項下

內容的安排上除了理論說明外， TELES系統已能有效地與中央氣

所有項目之功能有確切的認識。

象局地震速報資訊相結合，現場的實況演練及實作應可穿插其間。

目前TELES尚有人文地質、交通與民生系統、重要設施等資料
庫需要建立；將來中心開放軟體授權後，將可能與協力機構簽署合

網頁上除了對TELES系統應再加強說明外，此次講習會的內容
與相關資訊將置於中心網頁上提供社會大眾參考。

作協定，明定協力機構所收集之原始資料及加值產生之資料需授權

副研究員 葉錦勳、研究員 鍾立來

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加速TELES資料庫之建置，如此有助

副研究員 簡文郁、副工程師 李君宇

於加快中央或地方做好地震防災規劃的脚步。

工程參觀

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專案助理研究員 文慶霖

台科大國際大樓應用之科技耐震技術-韌性斜撐及低降伏剪力鋼板消能
B棟

一、簡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為提升研究及教學品質，並增加校園內大型
廣場及優美綠帶，自 1998 年起著手規劃設計興建一座結合現代
化、科技化與國際化的綠建築（圖一）。該大樓位於台北市基隆路
四段 41 巷，主體結構區分為 A、B 兩棟，兩棟結構之基地相鄰，
基地面積總共約為 5353 m2 （71.23 m×75.15 m）。該大樓地下三
層主要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地上各樓層分別為教室、視聽室、
國際會議廳、學生研究室及教師研究室，總樓地板面積約 36501 m2
（含地下 3 層、地上 12 層）。主體結構地下 3 層，以鋼骨鋼筋混
凝土為主；A 棟地上 12 層，總樓高 49 m，為鋼骨結構之韌性抗彎
矩構架含低降伏鋼板消能器的結構系統；B 棟地上 9 層、總樓高
38.2m ， 為 鋼 骨 結 構 之 韌 性 抗 彎 矩 構 架 含 韌 性 斜 撐 （ Buckling
Inhibited Brace, BIB）的結構系統（圖二）。

圖一 國際大樓之建築模型（梁宇宸提供）
對鋼骨梁柱接頭之破壞，國內外學者早已大量投入韌性接頭的開
發，也已有相當的成果及應用。

二、結構耐震技術之應用

該工程採用陳生金等學者[1]所開發的高韌性接頭，其主要設
計理念為：「將梁柱接頭之降伏區移離與柱交界面之焊接及螺栓鑽

1. 高韌性接頭之抗彎矩構架系統

孔處，並提供一預先選定之擴大塑性區來消散地震引致之能量」

韌性抗彎矩構架系統的觀念已普遍應用在建築結構上，尤其是

[1]，即根據梁桿件之極限彎矩梯度分佈來切割梁翼寬，當梁柱接

鋼骨結構一向公認為具較佳的耐震韌性。然而 1994 年美國北嶺地

頭達到極限狀態時，會於梁端之變斷面範圍內產生全面降伏，以增

震卻暴露出鋼骨韌性抗彎矩構架梁柱接頭大量破壞的現象。針

加梁塑性區消能能力（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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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韌性斜撐構材(BIB)

壓挫屈（圖五），由於主受力元件受壓力而不挫屈，因此能充分發

該建築物 B 棟 1F~8F 均設計配置由陳正誠等學者[2]所開發的

揮軸向之強度與韌性，成為一高強度且具高消能容量之斜撐構材

韌性斜撐構材(BIB)，共計 32 組 BIB，相關配置位置如圖四所示，

[2]。

斜撐安裝細部如圖五所示，由圖五可知，斜撐主要用來降低地震力

3. 低降伏剪力鋼板消能器

造成的層間側向變位，同時藉由低降伏鋼材來消散能量。

該建築物 A 棟 1F~12F 於樓梯孔弱軸向配置低降伏剪力鋼板

韌性斜撐構材(BIB)主要由受力元件與側撐元件組成，主受力
元件承擔軸向拉力或壓力，而側撐元件則在防止主受力元件受

圖四

圖二

韌性斜撐(BIB)之立面配置圖（台科大提供）

國際大樓一樓之平面圖（底圖由台科大提供）

圖三

高韌性抗彎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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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韌性斜撐(BIB)

圖六

剪力鋼板消能器之立面配置圖（台科大提供）
消能器，共計 48 組，相關配置位置如圖六所示，剪力鋼板消能器
安裝細部如圖七所示，由圖七可知，藉由低降伏鋼板來承擔剪力，
透過鋼板降伏來消散地震能量。
低降伏剪力鋼板消能器也是一種被動消能裝置，此裝置透過斜
撐構材將剪力鋼板消能器與抗彎構架連結，主要藉由低降伏鋼承受
剪力後先達到降伏應力以消散能量，而在降伏後進入應變硬化階
段，仍可提供相當優越的延展性及強度，得以充分發揮其遲滯消能
能力，進而消散大部分的地震能量[3]。

三、結語
以上所應用的專利技術，都是學者專家多年的研究結晶，能夠
看到自己的心血受到廣泛的採用，相信是這些學者專家心中最大的
成就，同時也是我國建築結構技術提升的動力。筆者認為，土木建
築是民生工程的基礎，雖然歷經十多年的寒冬景氣，仍然有這些堅
毅執著的學者專家，不斷的改革創新，才能爲土木建築工程源源不
絕的注入活水，這種研究的精神更應是後生晚輩努力學習的地方。
願所有研究先進能不斷爲土木工程持續奮鬥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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