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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地址：台北市辛亥路三段 200 號
電話：(02)6630-0888 傳真：(02)6630-0858

國震中心於今年五月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UCB)合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作進行了一以三層樓挫屈束制斜撐(BRB)構架為試體之網路合作式子結構擬動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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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本試驗之目的除了在於透過試驗資料研究含薄型 BRB 構架之結構耐震行為，亦

八十一年三月創刊‧季刊

期望能透過本試驗之進行驗證 UCB 所發展之結構試驗電腦程式 OpenFresco 與國震中

行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第 10286 號

心 最 新 建 立 之 擬 靜 態 結 構 試 驗 軟 體 架 構 “Software Framework for Quasi-Static

中華郵政北台字第 4690 號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Structural Testing” (SFQSST)之可用性。本文描述與試驗相關之電腦軟體技術。
本試驗利用 OpenSees 進行動力歷時分析，試體位移控制則以 OpenFresco 配合
xPC Target、SCRAMNet 及 MTS STS 軟體為之。試驗中所獲取資料則以 SFQSST 收
集並利用國震中心之資料展示系統即時展示於網際網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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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本試驗所測試試體之照片、立面圖，與結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包括一

5

7

力於靠桿上，以模擬重力在試體變形上所造成之二次效應。調整質量使其第一模態
週期約為 0.6 秒。數值積分採用 NewmarkHSFixedNumIter 積分法，積分步伐為 0.005
秒。使用之地震紀錄為 SAC 計畫中之 LA03。本研究調整最大地表加速度(PGA)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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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三層樓挫屈束制斜撐構架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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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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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結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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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軟體合作連線架構
圖二為本試驗之軟體連線架構。OpenSees 與 OpenFresco 之任務在於擬動態試驗
的進行。NetMeasure 之任務為接收由 OpenSees 所傳來之靠桿剪力、接收由 OpenFresco

第五屆大地地震工程與土壤動力學新進展
國際研討會 11

所發送之觸發(trigger)指令並控制 Pacific 6000 DAQ 系統，與將資料傳送給國震中心

橋梁沖刷安全監測與評估研討會

資料展示系統。每一逐步積分步伐中，各程式工作內容如下：

11

1. OpenSees 將計算所得之位移命令，經由網際網路傳送給位於實驗室內之 OpenFres
制動器控制程式。同時透過另一條 TCP 連線，將此時靠桿之內力透過傳送給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75 期／1

能完成。故研究人員決定更改試驗方式，以 PNSE (Platform for

NetMeasure 程式。
2 制動器控制程式將所接收到之位移命令傳送給 xPC Target，接
著執行 predictor-corrector 演算法以產生 STS 控制程式所需制動

Structural Experiment)進行試驗，維持以 OpenSees 作為分析工具，
但將制動器控制軟體由 OpenFresco 改為 PNSEFCM。

器命令， 最後將 此 命令 置放於 SCRAMNet 上。STS 在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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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MNet 取得命令後，將此位移命令施加於試體上。
3 位移施加完畢後，所量得之試體反力以相同路徑回傳至遠端之
OpenSees 程式。同時，OpenFresco 對 NetMeasure (同時為 Pacific
6000 控制程式)與 THS1100 控制程式傳送觸發(trigger)指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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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此二 DAQ 系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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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待資料擷取完成，NetMeasure 將所收集之資料傳送至國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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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自由震盪試驗結果 (600 倍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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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50 gal LA03 頂樓位移歷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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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OpenSees、OpenFresco 與 PNSE 之整合
THS Host

圖二 試驗軟體連線架構圖

若欲將此 OpenSees、OpenFresco 與 PNSE 等二系統整合，整
合結果必須維持雙方各自之完整性與獨立性。亦即成功的整合應
能維持：(1) OpenSees 在分析過程中仍能與一實驗元件溝通；

EMTP 為國震中心為能透過網路即時傳輸結構試驗資料而訂
定之應用程式通訊協定。透過支援 EMTP，不同程式間即能相互
溝通以達成如交換試驗描述資料、試驗資料、遠端操控等動作。
為能達成本試驗中所需之資料傳輸目的，國震中心擴充了
OpenSees 與 OpenFresco ， 於 其 中 分 別 新 增 EMTPStream 與
EMTPTrigger 類別。以讓 OpenSees 與 OpenFresco 能傳輸 EMTP
封包以達成資料傳輸與遠端操控之目的。
SFQSST 為一根據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原則所設計之 C++軟
體架構。其目的在於讓實驗室設備控制人員能輕易地撰寫更容易
維護與擴充之設備控制軟體。舉凡各種機器搭配工作順序、觸發
機制、資料處理儲存與展示等問題，SFQSST 或提供適當物件處
理，或允許使用者依個別情況透過擴充(extension)方式處理。本試
驗中之 NetMeasure 程式，即為一建立於 SFQSST 上之程式，以能
接收來自 OpenSees 與 OpenFresco 之 EMTP 封包。

(2)PNSE 伺服器仍是與一個能按照 NSEP (Networked Structural
Experiment Protrocol)規定做出適當反應的 CGM 溝通。為達此目
的，國震中心著手擴充 OpenFresco，新增了一個 ExperimentalSite
類別之 PnseCgmSite 子類別。其負責所有 NSEP 任務之執行。如
此便能同時保留兩系統各自概念與程式上的完整性。依此方法再
次進行 50gal LA03 彈性試驗。試驗結果顯示仍無法避免試體位移
控制準確度必須極高方能避免高頻反應出現之情形。研究人員因
而將靠桿從結構模型中移除來減少自由度數目以降低系統對誤差
的敏感度。試驗結果證實此為有效方法，試驗得以較合理速度進
行(真實試驗時間約為預定分析時間之 300 倍)，且所得結果與舊
法所得極為接近。因此最後選定此法進行 530gal LA03 非彈性試
驗，試驗結果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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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由震盪試驗與彈性試驗
為能估算試體在實驗室中所後之實際摩擦力大小，在進行彈
性試驗之前，先以擬動態試驗方式進行了一個歷時 5 秒鐘的自由
震盪試驗。圖三為實際試驗時間為 600 倍分析時間所得之三層樓

Tim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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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530 gal LA03 頂樓位移歷時圖

七、結語
本文描述國震中心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合作進行之三層樓

位移歷時圖。接著進行 PGA 大小為 50gal 的跨國彈性測試

挫屈束制斜撐構架網路子結構擬動態試驗之試驗方法。試驗結果

(OpenSees 於 UCB 結構實驗室內執行)，試驗結果如圖四所示。

證實國震中心所發展之各項軟體及應用程式通訊協定，包括

與其他試驗結果比較後發現，本結構系統需以非常準確的
制動器位移控制為之方能避免錯誤的高頻反應出現。因此制動器
之移動須以較慢速度為之，但如此卻會導致試驗時間過長。若以
此種方式進行 530gal LA03 非彈性試驗，預估需耗費數十小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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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QSST 與 EMTP 可 成 功 達 成 整 合 結 構 歷 時 動 力 分 析 程 式
OpenSees 與包括 OpenFresco 在內之實驗室設備控制程式，以進行
控制流程甚為複雜與多變之擬靜態結構試驗。
副技術師 王孔君、助理技術師 陳家乾

《實驗技術之二》

MATS 實驗介紹
三、基本實驗 (VDW and LRB test)

一、 前言
如圖一所示，擁有 6 個自由的 MATS (Multi-Axial Testing
System)系統可執行先進的地震工程實驗與子結構實驗，其構架由
2 組 A 形預力鋼筋混凝土構架、鋼板加勁的混凝土帽梁和鋼筋混
凝土基礎來組成，測試試體上部可錨定於帽梁底下，下部可錨定
於測試平台之上，本文將介紹由 MATS 系統測試完成的幾個實驗
案例，包含制振壁 (VDW)，鉛心橡膠隔震支承墊 (LRB)，挫曲

此 2 種測試所施加之側向載重皆為 MATS Control Panel 所產
生的 sine 波形函數。對於制震壁(VDW)實驗而言，其垂直向為位
移控制，且在實驗過程中，平台維持高度不變，對於鉛心橡膠隔
震支承墊(LRB)實驗而言，其垂直向為力量控制，且在實驗過程
中，系統施加垂向軸力不變，VDW 實驗與 LRB 實驗之架設圖如
圖三所示。

束制斜撐(BRB)與 40%縮尺的連梁式鋼板剪力牆(C-SPSW)子結構
實驗。雖然 MATS 系統無法施加彎矩控制，但經由 C-SPSW 實驗
可證實，運用共享記憶體(SCRAMNet)系統來建立模型可達到彎
矩控制的目的，如此便說明了 MATS 有著先進混合結構測試的功
能。

(b)

(a)

圖三 VDW 架設圖 (a)與 LRB 架設圖 (b)

四、BRB 實驗
BRB 試體安裝於 2 支長向致動器中間，如圖四所示，由於
測試之需求，希望於實驗過程中能暫停以便觀察並有能夠驅動資
料擷取系統之功能，因此運用 Simulink 撰寫了施載模型(loading
command model)，此模型可提供試體軸向反覆載重以滿足實驗之
圖一 MATS 構架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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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hold

二、MATS 控制系統
MATS 的控制系統構架圖如圖二所示，系統主要分為 2 大部

定系統參數與控制功能選擇，當 MATS Control Panel 將功能轉換
成 SCRAMNet 模式時，SCRAMNet 介面將可提供混合結構測試

ramp

ramp

hold
hold
ramp
ramp

Trigger
Trigger

分，(1) MATS 控制器與其控制電腦，(2) SCRAMNet 介面，於
MATS 控制電腦上的控制軟體(MATS Control Panel)主要用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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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p

hold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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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BRB 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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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施載模型

五、C-SPSW 實驗

的能力，SCRAMNet 介面包含其控制電腦與 Target PC，此 Target

C-SPSW 子結構實驗之構架圖如圖六所示，為了於實驗過程

PC 的工作環境為 Simulink 所產生之即時操作系統，藉由使用

中平衡 MATS 系統，於帽梁與平台間多架設了 2 支致動器，而實

SCRAMNet 介面，控制命令由 Target PC 送出並可同時將 MATS

驗過程中須施加由結構上部樓層所給予子結構的相對垂向軸力，

控制器的致動器訊號傳回 SCRAMNet 介面卡，此些訊號可在

側 向 力 與 彎 矩 ， 側 向 力 採 用 BRB 實 驗 相 同 之 模 型 (loading

Simulink 模 型 內 分 析 與 處 理 運 算 ， 由 於 SCRAMNet 介 面 的

command model)，剩下只需撰寫彎矩控制程式即可滿足測試要

Simulink 模型之程式編輯多變性與高效功能，使得整個 MATS 系

求。圖七中顯示一開始的每步彎矩控制結果，此放大圖足以說明

統能構成並執行混合測試實驗。

在 2.5 秒暫停時，彎矩能夠跟上給定命令已達良好控制，可想而

Simulink Host PC

DAQ System

MATS Host PC

知，此實驗技術將可延伸至本中心之振動台或其他與混合實驗相
關之控制系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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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MATS 控制系統構架圖

圖六 C-SPSW 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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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彎矩控制結果
助理技術師 陳家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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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技術之三》

地震模擬振動台量測不確定度評估
Es：控制端輸出命令經過路徑系統下之整體訊號變異。

一、前言

Em：振動台回授控制儀器(加速規)，為 B 類量測不確定度。
地震模擬振勳台為三軸向六自由度大型油壓致動器系統(圖

Ea：訊號回授變異，回授路徑為：加速規量得自振動台產生

一)，其主要目的為重現曾發生之地震歷時或人造地震歷時。然而

之振動訊號、油壓控制系統、資料擷取系統至控制端，

不同之荷重、荷重高度、地震或人造歷時之選擇、油壓非線性及

屬於 A 類量測不確定度。

系統各項設備參數、時域或頻域之分析，皆為影響其不確定度之
因子，故計算其量測不確定度，做為振動台之不確定度評估，實
具其挑戰性。
將 振 動 台 各 軸 向 視 為 單 自 由 度 系 統
(Single-Degree-of-Freedom(SDOF) systems)，並將振動台各軸向時
域加速度歷時經數學轉換而成為頻域分析下之衝擊反應譜(Shock
Response Spectrum(SRS))。參考並引用 AC 156、GR 63 Core 等各
類型設備測試要求之 SRS 準則，可得到地震歷時之要求反應譜
(Required Response Spectra(RRS));訂定 RRS 繪制與測試合格判別
之準則，以確保振動台其地震歷時或人造歷時之測試能量，同時
亦能兼顧時域與頻域分析下之測試需求(圖二 El Centro 地震歷時
之 RRS，以 X 軸為例)。最後依據 ISO 量測不確定度表示指引(Guide
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1995)建立量測數
圖三 振動台各系統架構

學模式，作為振動台量測不確定度之評估方式。

2. 不確定度評估數學模式：
式(1)中各項因子其變異為各自獨立，依據不確定度傳播定
律，其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可表示如下：
(UEr)2=(UES)2+(UEm)2+(UEa)2

(2)

3. 計算各項因子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1) 振動台回授控制感測器(加速規)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UEm(%)，由加速規校正報告而得，選擇報告中最大與最
小的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UEm,max(%)，UEm,min(%)。

圖一 地震模擬振動台透視圖

(2 ) 訊號回授其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UEa(%)，由訊號產生
器送不同頻率之正弦波(30 筆資料)並計算相對組合標準
不確定度，其路徑為圖 3 中藍色線段與綠色線段。計算
時選擇最大與最小的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UEa,max(%)，UEa,min(%)。
圖二 El Centro RRS 繪製(X 軸向，橫軸為 1Hz 至 33Hz，
縱軸為加速度 g)：藍色、紅色與綠色線段分別為 RRS(30%)、
RRS(0%)與 RRS(-10%)。採用 El Centro 長軸向(X 軸)地震歷
時，將其最大加速度值調整至 0.45g 以符合中央氣象局震度
七級之要求後，再轉換為 RRS(0%)。橘色線段為執行 30 次 X
軸向 El Centro 時域地震歷時後，轉換為 SRS 之平均值。

(3)

UEr(%)：為 30 次地震歷時之時域資料，透過 SRS 轉換
並計算其於 SRS 各頻率下產生的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
度 ： UEr(%) ， 其 最 大 的 相 對 組 合 標 準 不 確 定 度 為
UEr,max(%)。

(4) 控制端輸出命令之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UEs(%)。
由圖三可知，控制端輸出命令至振動台作動之路徑須經

二、地震模擬振動台量測不確定度評估與計算

過油壓控制系統、油壓系統、油壓致動器(圖三 中紅色線
段 ES)。評估此路徑下所經過之系統，其相對組合標準不

1. 數學模式之建立：

確定度受限於設備、參數之複雜與油壓系統非線性之影

參考圖三振動台各系統架構因子，其說明如下：
Er=ES+Em+Ea

響，故不適合逐項提出與估算。而為了得到保守最大組
(1)

Er：控制端量得系統輸出與回授命令路徑之整體變異，為 A
類量測不確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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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值 UEs,max(%)之推定，採用反向推導方式，將(1)式修正
並可推得其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

(UEs,max)2=max { |(UEr)2-((UEm,max)2+(UEa,max)2)| ,
2

2

2

|(UEr) -((UEm,min) +(UEa,min) )| }

表一 5.5 噸載重下，El Centro 各軸向之相對擴充不確定度 U(%)
(4)

(5) 由 2.3 節推算並得到振動台輸出結果之保守相對組合標
準不確定度 UEr,max(%) ：

振動台載重

U(%)

5.5 噸載重

振動台
軸向

測試項目

(UEr,max)=((UES,max)2+(UEm,max)2+(UEa,max)2 )(1/2)

(5)

4. 計算有效自由度：

長軸 X 向

短軸 Y 向

垂直軸
Z向

5.76

4.86

7.23

EL Centro
(美國加州地震)

由各項相對組合標準不確定度可推算出有效自由度，並於 t 分
透過此不確定度評估方式，可有效評估振動台於不同種類的

佈表之信賴水準區間可查得擴充系數 k。

地震歷時(近域、遠域地震)或人工地震歷時，其各軸向加速度於

5. 地震模擬振動台測試系統其相對擴充不確定度 U(%)：
量測不確定度以相對擴充不確定度（Expanded uncertainty，U）

頻域下之相對擴充不確定度 U(%)。同時亦可確保地震歷時測試之
能量，於時域下符合中央氣象局以時域方式區分之地震震度要求。

表示時，其定義如下：
此外，將油壓系統、油壓致動器…等非線性影響及各項複雜
U(%)=k‧UEr,max(%)

(6)

6. 量測不確定度表示法：

儀器設備介面因子，整合簡化為不同路徑之變異參數，進而掌握
系統主要變異，並避免細節設備繁雜之不確定度考量，最終完成

(7)

Y±U(%)

振動台複雜之系統評估。

上式中，Y 為 SRS 分析下，於特定頻率之衝擊加速度值。

副技術師 吳紀弘、 助理技術師 胡佳欣
組長 鄭橙標、助理研究員 林凡茹

三、振動台量測不確定度評估結果與討論
振動台於 5.5 頓荷重下，執行 El Centro 地震歷時，其各軸向
之相對擴充不確定度 U(%)可由表一得知。
《實驗技術之四》

影像式量測技術與地震工程應用
一、前言

量測軟體名為 ImPro Strain。影像分析核心引擎採用 Intel 公司開
發的高效能電腦視覺程式庫 OpenCV 與加州理工學院開發的相機

本中心自 2005 年開始引入並研發影像式量測技術，應用於地

立體校正軟體。這些影像分析核心引擎均由國際頂尖電腦視覺專

震工程崩塌實驗的量測輔助，並推廣至其它的實驗量測應用。影

家研發，且不時地更新精進。基於這些先進技術的支援作為影像

像式量測技術是一種利用日新月異的數位攝影技術來輔助實驗量

分析核心，本中心的 ImPro 與 ImPro Strain 軟體不但具有高精度，

測的技術。目前本中心的影像量測技術，已開始應用於二維位移

亦具有高度的軟體研發彈性。

量測，平面應變量測與結構物表面裂縫量測。
影像式量測技術在地震工程應用方面可應用於各種實驗之量

二、動態二維位移量測

測，並與現有常用的量測或觀測方式彼此互補。本中心研發影像
式量測技術的目的並非要取代既有的量測技術或方法，而是以影
像量測技術的優勢，支援或補足其它量測方法，使實驗的過程、
結果與各式數據得以更正確地記錄與分析。
本中心研發的影像式量測技術具有精準與具高度模組化彈性
等特點。振動台實驗之動態二維位移量測的位移精度可達
0.3mm；反力牆實驗之靜態平面應變量測的應變精度可達 0.001；
反力牆實驗之靜態表面裂縫量測可測得寬度 0.02mm 的裂縫。以
上數據是以本中心影像式量測技術，搭配目前市售消費等級的攝
影器材，實際實驗的測試結果。目前振動台實驗採用掃描解析度
為 1080i/30fps 之攝影機；反力牆實驗測採用 800 至 1200 萬相素
之單眼數位相機。隨目前數位影像技術快速進步，若採用解析度
更高的攝影機與數位相機，上述的量測精度將會隨之而提高。
上述的影像式量測技術都已經包裝為視窗界面的軟體，供國
內外地震工程研發人員免費使用。振動台實驗之動態二維位移量
測軟體名為 ImPro。反力牆實驗之靜態平面應變量測與表面裂縫

本中心的影像式量測技術起始於振動台崩塌實驗的動態位移
量測。本中心於 2005 年初步嚐試採用二維影像量測技術，以數位
攝影機，應用於振動台崩塌實驗，用以擷取傳統位移計不易量測
得的雙向大位移，並成功地分析出試體的動態位移量。基於此方
法，本中心將此二維影像式位分析技術開發為軟體工具 ImPro，
並由手動影像定位進而提升為軟體自動影像定位，大幅減少人工
判斷所需的時間。
本中心的二維影像式位分析軟體工具 ImPro 引進數位影像關
聯分析技術(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簡稱 DIC)，具自動影像定位
的影像判讀功能，以減少人工判斷所需的時間。使用者將影片檔
輸入 ImPro，在影片的初始畫面上選定追踪目標，並定義實際座
標與畫面座標的比例值，ImPro 即可以追踪該目標在影片動畫中
的圖面位置，並轉換為實際二維位移量。ImPro 開發於 MATLAB
環境。圖一為 ImPro 的操作畫面(以 2004 年進行的崩塌實驗為
例)。根據實際測試，在光線充足且拍攝品質良好的情況下，ImPro
的影像分析精度可達 0.05 至 0.1 畫素，也就是若採用 1920x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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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fps 攝影機，拍攝範圍寬幅 10 公尺，位移量測精度可達 0.3mm
至 0.5mm。若縮小拍攝範圍寬幅，精度還可再提高。

受限於篇幅限制，本文僅選列其中三個時步。圖三列出南側
觀測區域的選列時步和所量測到的應變場分佈。分析結果顯示，
混凝土受壓應變可以藉由 ImPro Strain 量測得，其精度約 0.001，
相當於最大影像量測誤差 0.04 相素。此精度雖不及傳統應變計的
精度，但卻補足傳統應變計僅能量測單點應變或少數點應變的缺
憾。影像式量測可以測得區域性的應變場。在圖三的例子中，應
變量測網格為 40x60，相當貼了 2400 個精度為 0.001 的應變計。
利用相對位移場的量測結果，我們可以分析裂縫處的相對位移
量，進而得知裂縫寬度。在此測試中，當裂縫寬度在 0.02mm 時，
即可以被偵測得。圖三之應變裂縫的更完整量測結果可以在本中
心研究報告 NCREE 09-002 取得。
Step 4683
DR = 1.6%

圖一 振動台崩塌實驗之動態位移分析

三、靜態平面應變量測與表面裂縫量測

Step 5238
DR = -1.6%

Step 7718
DR = -2.6%

εXX

利用先進的電腦視覺技術，本中心建立一套靜態平面應變量
測與表面裂縫量測的方法，並包裝為 ImPro Strain 軟體。靜態實
驗的攝影通常採用數位相機，解析度遠高於動態攝影機。為了發

εYY

揮數位相機的高精度，ImPro Strain 引進最先進的相機校正技術
(camera calibration)、影像式三角定位技術(3D triangulation)，以及
影像正面重製技術(metric rectification)。配合上述的 DIC 技術，量
測試體的平面表面影像得以重製，降低相機幾合扭曲與光學扭曲

εXY

誤差。利用網格式數位影像關聯技術分析重製的影像，即可以分
圖三 選列的應變量測結果

析出試體表面的相對位移場(relative displacement fields)與平面應
變場(plane strain fields)。
本中心以一個 RC 牆實驗作為應用的範例，藉此測試以 ImPro
Strain 量測混凝土表面在實驗過程中的應變與開裂變化。本測試
選擇 RC 牆試體底部的兩個角落作為量測的區域，因為這兩區域

四、小結
本中心的影像式量測研究整合了各式最先進的電腦視覺技
術，並以此為基礎，建立一套動態位移量測軟體 ImPro 與平面應

是預期受力最大而最早破壞的區域。本量測工作採用的攝影儀器

變量測軟體 ImPro Strain。在一系列的測試中顯示，此量測方法的

四台為一般市面上即可購得的單眼相機。每一個量測區域採用兩

量測精度可以到達 0.04 至 0.1 畫素。在一般振動台實驗可量得動

台單眼相機，從不同的角度拍攝以進行立體定位。量測前，相機

態位移精度達 0.3mm；在一般反力牆實驗之應變量測精度可達

均進行相機校正以取得相機參數。每一量測區域的兩台相機並進
行立體參數校正以取得雙相機相對轉換關係。量測區域的表面噴
以不規則噴漆，作為影像的特徴。不規則噴漆是以一種特殊噴漆
所噴繪而成。它的不規則圖案乃供影像分析作為辨識與位移量分
析之用途。

0.001，測得寬度 0.02mm 的裂縫。影像式量測不但可與現有傳統
量測方法互補不足，並可提功一個更安全的量測與觀測的方法。
在後續在更精密的實驗量測、裂縫量測、結構監測等應用，都具
有相當的潛力。
副研究員 吳俊霖
台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楊元森

(a) 鋼筋混凝土牆實驗

(b)量測區域(紅框線所示)

圖二 振動台崩塌實驗之動態位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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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技術之五》

多重災害橋梁無線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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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高度與底層距離為 14 公分。感測器透過無線網路的方式傳送到

不容輕忽，台灣西部河川的中下游其主河道均有嚴重下降的情

接收端，其振動訊號如圖一所示。在 0~40 秒之間，A1 感測器以

況，洪水沖刷深度對跨河橋梁安全因而產生莫大的威脅，橋梁基

上的覆土層還未受沖刷，故訊號接收端所擷取的訊號為一水平走

礎於每次颱風洪水侵襲期間之即時沖刷深度裸露變化程度不一，

勢的微震動線。直到 40 秒後覆土層被沖走，A1 感測器相應的浮

辛樂克颱風重創台灣交通路網，造成數座橋梁倒塌損毀，導致人

出水面，水平走勢線開始有激烈震動產生，此時便可知沖刷深度

員傷亡、經濟損失。

已達到 A1 感測器的埋設深度(約 9 公分)。在 0~55 秒之間，A2 感

颱風洪水侵襲期間之即時水位和沖刷深度深度變化影響橋梁

測器未受沖刷，加速度訊號保持水平走勢。55 秒以後 A2 開始被

安全甚劇，依據水位高程及水流流況作為封橋判斷實非長久之

沖刷而浮出水面，訊號開始激烈震動，可知沖刷深度已到達 A2

計，因此，能於洪流衝擊下正常運作，維持穩定性及可靠性之橋

預埋深度(約 18 公分)。A3 感測器訊號於 80 秒前皆保持水平走勢，

梁監測預警系統，有待研發。

80 秒之後出現激烈震動，沖刷深度大約為 27 公分。最終結果沖

有鑑於此，為維護公路橋梁使用期間仍保有其之長期安全與
耐久性，尤其是老舊橋梁於改建期間或拆除之前的沖刷與地震安

刷最深處殘留的覆土層有 14 公分，故被沖走的砂土約有 22 公分。
由此試驗得知，透過無線方式接收沖刷後的震動訊號是可行的。

全，以便確保運輸系統於颱風洪水沖刷與地震災害之通暢，突顯

本研究所研發之無線沖刷監測系統，已安裝於高速公路跨越

出橋梁沖刷監測基礎研究之必要性，以進行橋梁沖刷監測技術現

大甲溪流域之國道一號和國道三號橋梁進行驗證之中，以便進行

地研究，確認相關橋梁沖刷監測技術之適用性，並所得成果建立

橋梁地震災害與洪水沖刷之健康監測。

橋梁安全沖刷評估模式，進而訂定橋梁沖刷安全評估標準作業流
程與警戒值，並將其本研究之成果進行推廣與轉移，以為必要的
防災手段，確保用路人行車安全。
傳統上河床沖刷常於河床藉由挖土機具於河床埋設不同高度

開始沖刷

淤積

沖刷

的磚塊，當河床沖刷時帶走河床鋪設的磚塊，並於洪水過後再於
流速快

埋設磚塊位置，利用挖土機具開挖，藉由洪水沖刷後留存的磚塊
數目與高度據以判別當次洪水沖刷深度如圖一所示，此一方法極
為簡便，但因河床深槽區常為水流區域，機具於河床挖掘極為不

流速慢

開始沖刷

5cm

淤積

A1
3cm

A2
3cm

便利且危險，施工尚有其不便處，因此本研究藉由無線傳輸經年
積累的經驗，研發震動式無線沖刷磚和無線漂浮磚 RF 元件，具

A3

圖一 無線漂浮磚與沖刷磚

無線電發射功能之小型訊號器，其中無線漂浮磚只能使用一次，
屬於拋棄型沖刷監測系統，其電池壽命設計仍須加以考量長期埋
設於河床下之效能與相關機械設備之長期效能仍需驗證。將該無
線沖刷磚和無線漂浮磚事先埋於橋址處附近，在靜止狀態時不會
發出信號，表示該位置尚未受洪水沖刷，但經河水沖刷浮出後，
內建機械裝置將觸動體內發報系統，送出無線電封包訊號，由接
受器接收後予以解碼、傳輸，進而辨識出河床之沖刷深度。其監
測方法兼具成本經濟和簡便之優點，該儀器設備設置於河床時，
於洪水來襲之時，能測知洪峰通過時之河床各斷面之沖刷深度；
本研究係利用 MEMS/NEMS 震動元件技術設計此一無線網路沖刷
磚，並同步設置並固定於其他沖刷樁附近，以便同時量測沖刷與
洄淤情形。
本試驗概念是以無線網路接收沖刷磚發出的訊號方式，來推
測河川砂石沖刷深度。試驗規劃震動式感測器(傳輸速率 50Hz)作
為事件發生時(即沖刷深度達到預埋的深度)訊號的判讀。感測器
埋設方式採垂直分佈，各感測器之間有 3 公分厚的細砂，且底層

圖二 大甲溪流域國道一號及三號沖刷監測系統安裝示意圖

有 9 公分的覆土層。當砂石被沖走時，感測器會浮出水面，此過
程會產生很大的震動訊號，比較各訊號出現的先後順序，便可知
道砂石被沖刷的深度。

研究員 林詠彬、技師師 李路生
專案助理研究 翁士晟

試驗結果，感測器都依沖刷深的先後順序浮出水面，而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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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國研院傑出貢獻獎
地震應變與風險管理之技術研發與應用

震災境況模擬技術為整合跨領域的學術研究及應用最新資訊

變人員，提升地震應變的效率。應用地震早期損失評估可大量縮

科技，為國震中心的核心技術之一，該技術可應用在風險評估與

短政府掌握災情之時間，以 1999 年集集地震為例，假設當時已完

地震應變領域。國震中心今年以「地震應變與風險管理之技術研

成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與震災境況模擬技術，國震中心可於收到中

發與應用」申請國研院傑出貢獻獎，獲得技術服務類首獎-玉山

央氣象局之地震報告電子郵件後即時獲得早期傷亡評估結果；於

獎。

震後 6 小時內，以人工輸入經專業判斷的震源參數，可獲得較精
所謂的風險評估為風險管理、防災規劃與因應對策研擬的重

確的傷亡評估結果。

要參考數據。由於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規模具極大的不確定

未來台灣地區若發生類似集集地震的大規模震災，政府已有

性，加以實際風險暴露資料的脆弱性和數量分佈也具極大的不確

能力在短時間內掌握可能的災情規模與各項資源需求，例如建築

定性，因此引致的損失、傷亡或其它可量化的風險也有許多的不

物全、半倒、橋梁損害、人員傷亡、避難、救援與醫療資源需求、

確定性。為合理反應評估對象(含人員、建築物、橋梁或高科技廠

保險理賠金額等數量。

房等)在未來特定期限內承受的地震風險，有必要結合震源機率模
型、風險暴露資料、地盤特性和工程結構物的易損性等，進行一
系列推測地震事件的境況模擬。結合機率理論和統計分析結果，
可得到評估對象受地震影響的風險程度。國震中心目前將地震風
險評估技術應用在地震保險、公路橋梁補強與維生線系統上。
在地震應變方面，為因應政府與相關單位在地震應變階段的
緊急需求，國震中心以震災境況模擬為基礎，發展地震早期損失
評估技術。該技術乃根據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電子郵件的內容，
自動啟動評估程序，在短時間內獲得可能致災的範圍、災情數量

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

與分佈等資訊；並將評估結果即時以簡訊和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應

國際交流

國震中心與美國工程木材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國震中心和美國工程木材協會(APA- The Engineered Wood

例如興建中的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的美國館，並以去年於日本三

Association)於 7 月 16 日順利完成合作備忘錄簽訂儀式。美國工程

木市所進行的七層樓公寓式木結構建築振動台實驗為例，在芮氏

木林協會代表團團員包括國際行銷處處長 Charlie Barnes、技術服

規模 7.5 的振動台實驗中，僅有一小部分的牆體龜裂，說明木結

務處處長 Borjen Yeh 及多位美國工程木材協會代表，台灣方面出

構之耐震性能。張國鎮主任於致詞時表示樂於研究與推廣具有環

席的人員包括國研院王永和副院長、業務推廣室陳明智主任、國

保節能概念之新材料與工法，並期許後續彼此的合作，可借助美

震中心張國鎮主任、許建智副主任、黃世建組長與台大森林系林

國工程木材協會完整的木構工程經驗，共同發展位處地震帶的台

法勤教授，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副處長 Eric

灣所適合之木結構設計與施作工法。

Madison 及農業組組長 Mark Dries 亦出席簽約儀式，副處長於致
詞時讚揚本中心在地震研究領域上之貢獻，並期許借由本次合作
備忘錄之簽定，開啟了美國與台灣於木結構建築的資訊交流與合
作契機，並提及台灣已有建案使用美國工程木材產品和設計，

參與簽訂合作備忘錄儀式的全體人員合影

副研究員 林敏郎
簽訂合作備忘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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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生暑期來台研究實習 (PRIME 2010)
PRIME(Pacific Rim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s)始源自 2004 年，
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資助的

中心的研究人員一同測試、改良 PISA4SB 程式使用者介面，並且
與本中心人員共同撰寫乙篇研討會論文。

研究活動，其宗旨在於提供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學生能於暑假期間，赴各國學術研究單
位實習與文化交流的機會，而本中心一直擔任 PRIME 計畫的合作
單位，提供 PRIME 學生來台實習的機會，今年來訪 NCREE 的
PRIME 2010 學生 Vicki Pei Lai，其研究工作是著重於學習使用本
中心所開發的校舍耐震能力評估軟體 PISA4SB，並使用 PISA4SB
進行校舍耐震能力詳細評估，除了參考由專業技師所執行的專案，
此外本中心人員並安排學生對其所模擬的校舍(圖一)進行現地勘
察，透過這項 PRIME-NCREE 的合作案，訪問學生除了學會使用
PISA4SB 本項結構分析軟體，也學會使用本中心所推行的容量震

圖一 訪問學生建構之 PISA4SB 數值模型
助理研究員 莊明介

譜法進行校舍耐震能力詳細評估，在本項研究中，訪問學生與本

中心活動

2010 候鳥計畫

由國科會所舉辦的 2010 候鳥計畫─科技台灣探索（TAIWAN
TECH TREK）
，為吸引海外第二代學子回台進行短期研究或實習，
以建立其長期留台服務之誘因。本年度計有美、加、紐、德、日、
比利時、阿根廷等十餘國，兩百六十八名之台裔學生，返台在各
研究機構及企業實習七週的時間。今年前來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的是來自於密蘇里州立大學的王吉生（Jason Wang）、康乃爾大
學的王崇宇（Jacky Wang）與德州大學的朱敬惠（Stacy Chu）三位
學生。來到中心的第一天，張國鎮主任利用同仁慶生會的機會將
他們介紹給中心同仁，同時熟悉環境，為未來的實習課程墊下良
好基礎。
候鳥們與模型之合照
經過多次討論後，有鑑於近來台灣因各項天災造成許多損失，
為了達到教育民眾如何因應各項天然災害，實習計畫決定製作一
個模擬各種天然災害的模型，並配合本中心發展中之各種監測技
術，設計一個災害即時警報系統，以達教育意義。與此同時，研
究中亦請台灣大學沈明毅同學加入團隊，在軟硬體各方面給予意
見及幫助。在製作模型的過程中，要特別感謝許多中心同仁的協
助，使得最後的模型於六週後順利完成。此模型分別針對橋樑的
沖刷與振動、樓房隔震系統，受風力作用下之懸吊式屋頂進行監
控與展示。藉由安裝於模型上之感測器所量測之數據，使用自行
開發的即時監測軟體以及機動式監測模組，進行結構健康診斷分
析，並建立一災害即時警報介面，可於模型損壞前提出預警。在
八月 21 日於國科會的成果發表會，看到候鳥們精彩的簡報表現和
自信的表現，相信透過實習的七週已使他們對健康診斷此一主題
有了初步的認識，也種下了未來回台服務的種子。

於國科會與候鳥之合照
研究員 林沛暘、林子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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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九屆美國暨
第十屆加拿大地震工程研討會
第九屆美國暨第十屆加拿大地震工程研討會 (The 9th US

第七屆國際地工物理模型會議
( ICPMG 2010)
本次「第七屆國際大地工程物理模型會議」係由大地工程協

National and 10th Canadian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於

會(Institute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GT)主辦，時間為 6 月 28

2010年7月25至29日期間，假加拿大多倫多城市舉行，本次會議係

日到 7 月 1 日，共計 4 天，為地工物理模型界四年一次之盛會，

由美國地震工程研究所（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會議地點選在蘇黎世聯邦理工學院(ETH)。蘇黎世聯邦理工學院

與加拿大地震工程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Earthquake

設有一大型鼓式之地工離心機，物理學大師愛因斯坦也曾在此任

Engineering）聯合舉辦，為四年一度於地震工程領域之盛事，因此

教，為該盛會增添一番佳話。

中心主任張國鎮教授特率領中心同仁洪曉慧、汪向榮、吳俊霖、

地工物理模型模擬之研究與創新是此次會議的主要目標，會

林沛暘、林瑞良、林主潔、張毓文、林子剛等九人參與這次盛會。

議主題包括：(一)土壤-結構互制效應，(二)自然災害，(三)地震工

第九屆美國暨第十屆加拿大地震工程研討會為世界地震工程

程，(四)軟弱土壤工程，(五)新式大地物理模型設施，(六)先進實

之重要盛事，在國際上佔了相當重的地位，本次除了各國之地震

驗技術與物理模型試驗與數值模型分析之比較等議題。另大會也

工程權威學者外，世界各國之頂尖專業人才，亦都參與此次會議

針對海岸工程、地盤改良、隧道開挖、壩體與邊坡、模擬程序、

以分享其研究成果。透過這次國際會議，將可快速的瞭解現今世

地工環境模擬與教育等方面進行專題討論。在議程規劃方面，上

界於地震工程上最頂尖最新穎之研究概況與技術開發，並獲得快

午部分為各大主題之邀請演講與專題討論，下午則為各子題之口

速經驗累積與培養研究構想之功效，是地震領域不可缺席之會議。

頭報告與海報發表之討論會（Parallel discussion session）。其中，

而本次會議期間張主任更於 7 月 26 日率團訪問紐約州立大學水牛

第二日以「物理模型模擬在氣候變遷方面所能扮演之角色」之公

城分校，參觀該校土木工程系，對於該校之多軸向振動台、單軸

開演講作為蘇黎世聯邦理工學院(ETH)在土壤力學領域 75 週年的

向剪力砂箱盒印象深刻，之後並一併參觀了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

紀念活動。而在會議結束後，大會也安排蘇黎世國鐵車站之工程

分校之校區，此次研討會之行對於促進未來國際合作機會以及打

參觀作為研討會完美的休止符。於此次研討會中，共有 228 篇文

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名聲，有莫大之幫助。

章被接收發表，國內共有 4 篇文章入選，然因會議地點較遠，因
此國內出席人員僅有 2 位，分別為國立中央大學李崇正教授與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陳家漢。本人在會議中發表在國震中心所進
行之模型樁振動台試驗之成果與其他國家專家學者分享之外，也
將中心多年來投入之土壤液化試驗經驗與各國學者專家交流推
廣。
本會議前身主要為地工離心機研究者社群為主，在 1998 年後
更名為國際大地工程物理模型會議，其內容更為廣泛，除了原有
的離心機物理模型試驗外，也包含 1g 小尺度與大尺度之靜動態
物理模型試驗與標度槽試驗等。根據本次會議的議程規劃與內容
可以發現地工物理模型試驗朝細緻化與多元化發展，如模型試驗
之模擬律(similitude)與工程實務中施工步驟模擬的議題即受到高
度的重視。另外，在大地地震工程領域也有許多新的研究設施與
實驗技術在此次會議中發表，如：離心機之振動台設備、雙軸向
土壤試驗盒與新型微機電位移與壓力感測儀器等。由內容可發現
目前在國際大地地震工程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與本中心未來的發展
方向有許多共同點。
而近年來，美日等國在大地地震工程領域的國際合作研究相
當蓬勃，反觀國內大地地震工程的研究仍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
目前 NCREE 在土壤液化之大尺寸物理模型試驗方面頗具水準，

開會地點加拿大多倫多市一景
研究員 林子剛

特別是雙軸向剪力試驗盒之運動機制受到許多的與會學者的關注。
建議中心未來應多投入大地地震工程之相關研究，如：南部分中
心離心模型試驗環境建立，並加強與國立中央大學離心模型實驗
室合作，整合國內整合現有資源與技術，建立一個大地地震工程
研究團隊。如此，中心可成為國內大地地震工程研究之標竿且具
有特色之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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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第五屆大地地震工程與
土壤動力學新進展國際研討會
本次「第五屆大地地震工程與土壤動力學新進展國際研討會」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cent Advances in Geotechnical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oil Dynamics) 由美國密蘇里科技大
學(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之 Shamsher.
Prakash 教授所主持，研討會宗旨在於匯集全球大地工程界中從事
地震工程相關研究與實務之研究人員與工程師，包括加拿大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榮譽教授 W.D. Liam Finn、日本京都
大學 Susumu Iai 教授、J. P. Singh and Associates 的執行長 J. P.
Singh 博士等，於會議中發表研究成果，以交流當前大地地震工程
最新發展與實務技術；並邀請許多知名學者與資深工程師進行專
題 演 講 ， 分 享 其 學 術 成 果 與 實 務 經 驗 ； 另 安 排 了 GEER

橋梁沖刷安全監測
與評估研討會
橋梁為交通重要樞紐，其損壞所造成人命及財產的損失實不
容輕忽，台灣地區跨河橋梁頗多，部分橋梁基礎受歷年颱風豪雨
沖刷裸露情況時常可見。近年來，因全球氣候變遷，降雨量相較
以往，又大且急，且山區因地震或人為開發等因素，造成土質鬆
軟，每遇豪雨，土石隨同雨量傾洩而下，對於下游橋梁安全，造
成相當衝擊。針對台灣地區河川特殊沖刷之特性，如何確保橋梁
於颱風侵襲中，仍能保有其功能性為一種要課題。以氣象預報、
上游降雨等資料預測河川水位、沖刷深度資訊，並以現地即時監
測資料的判讀、分析，評估橋梁穩定性與安全，並適時提早警示，
將可有效防止橋梁洪害。

(Geo-Engineering Extreme Events Reconnassance)近幾年世界各地

本次研討會以橋梁沖刷安全監測與評估為題，於今年 6 月 15

重大地震之勘災成果與最新之勘災相關技術；會中並特別準備一

日，由本中心主辦，針對橋梁監測、河川橋梁沖刷、洪水預報技

段議程，向 I.M. Idriss 教授致敬，除了請到他本人進行專題演講

術與橋梁耐洪能力評估等進行深入探討。本中心主任張國鎮教授、

外，並由許多學者針對其豐富之研究成果發表相關演說，以表彰

橋梁組組長宋裕祺教授、橋梁組研究員林詠彬博士，並邀請國內

他對大地地震工程的貢獻；此外，亦有數個知名的地質調查與工

專家學者中興大學土木系林呈教授、中央大學土木系王仲宇教授、

程分析軟體廠商設攤，介紹其所提供之地質調查服務與所生產之

台灣大學水工所研究員賴進松博士，就相關重要課題進行演講。

大地工程相關分析軟體。

本研討會對於國內工程界與研究人員，在橋梁工程之技術與研究，

由此次研討會的專題演講與發表文章，可看出目前大地地震
工程領域之發展趨勢，主要包括：(1)近斷層與斷層走向效應、地

提供實質之幫助與貢獻。
專案助理研究員 翁士晟

盤反應分析、場址效應、與地震微分區；(2)地工構造物與邊坡之
受震反應分析與耐震設計；(3)土壤液化與其所引致地盤變位；(4)
室內試驗與現地試驗方法；(5)土壤~結構互制效應與基礎受震反
應分析；(6)大地地震工程之性能設計；(7)地震風險評估與風險管
理；(8)橋梁與其他結構之基礎補強等。本中心大地組目前之研究
主題包括：樁基礎耐震性能之研究、土壤結構互制效應之研究、
大型剪力盒振動台試驗、以及港灣構造物耐震能力評估與震災境
況模擬等，均屬目前大地地震工程領域之發展重點；至於近斷層
效應、地震微分區、風險評估與風險管理，於本中心各組亦有相
關研究正在進行中。
此次研討會中，本中心邱俊翔與柯永彥投稿了包括基樁位移
韌性容量及版樁式碼頭受震易損分析等相關研究成果，均獲接受
發表，不僅能推廣本中心於之相關研究成果，亦能提升本中心國
際學術能見度，拓展本中心研究人員國際觀；同時藉由其他發表
文章與專題演講，也能對國際上大地地震工程相關研究與實務發
展有最新的瞭解，將可作為未來訂定研究方向與規範修訂之參考。

副研究員 邱俊翔、柯永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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