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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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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與規範備受矚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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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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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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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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震災的慘痛經驗，顯示重要建築之設備與非結構物若無良好的耐震設計，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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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時毀損，不但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與傷及使用者，亦使醫院等功能性建築無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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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發揮其救災等機能。本文簡要說明目前國內外非結構耐震設計等規定，包括非結
構耐震設計需求與測試準則，以期提供國內非結構耐震研究方向與參考。

二、我國規範於非結構構件耐震設計規定
目前國內非結構物耐震設計之依據包括「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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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設備耐震規範條文與解說之研訂」(內政部建研所研究案編號 MIOS 891008)，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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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則為依據「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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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設備耐震規範條文與解說之研訂」之非結構耐震設計部分，為參酌美國 U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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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十六年建築耐震設計規範(參考 UBC1994) 非結構耐震規範部份僅修正部分條
文，最小設計總橫力則均以 Fp=ZICpWp 表示，Z、I 與建築物計算地震力使用之值相
同，Cp 為局部震力係數，依據非結構構件脆性破壞與否區分為 2.0 或 0.75 兩種表列

7

「紐西蘭地震防救災體制」之參訪

之規定，以及國內外對於非結構耐震評估與測試驗證之相關準則。
我國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自民國七十一年建築技術規則(參考 UBC1976)，直至民

5

醫療設備固定於輕隔間之耐震與分析

IBC2000 與 FEMA273 之規則訂定。本文主要說明目前我國耐震規範對於非結構構件

8

值。民國九十四年正式施行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第四章「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
物 部 分 構 體 、 非 結 構 構 材 與 設 備 之 地 震 力 」 ， 取 材 自 IBC2000 規 範 ( 參 考
NEHRP1997)，將耐震要求作大幅度調整。近年來建築規範耐震設計所增加的複雜
度，一般期望能使非結構物防震措施更具有經濟效益。

三、適用範圍：設備與非結構構件定義
我國最新非結構耐震設計規範適用範圍，為沿用舊版耐震設計規範之規定(即參
考 UBC 規範)，包括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體(elements of structures)及附件、
永久性非結構構材(nonstructural components)及附件、支承於結構體之設備(equipment)
及附件，其中附件(attachments)包括錨定裝置(anchorages)及所需之支撐(bracing)。
NEHRP2003 之非結構定義則依據結構特性及機能性，分為建築性構材(Architectural
Components)與機械、電力設備(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mponents)兩大類。機電設
備除了附件(attachments)之耐震設計外，尚須留意設備本身的破壞，是否影響使用者
安全或震後重要機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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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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小設計總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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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非結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Fph 計算式與 NEHRP2003

(fragility function)。重要建築設備的耐震性能測試，應依據經認可

相同，為以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SDS)、非結構構件自重

之非結構性能測試準則，如 ICC-ES 機構制定之 AC 156，進行非

或操作載重(Wp)、構材共振放大倍數(ap)、構材地震反應折減係數

結構構件之振動台試驗。同時，IBC 2006 列舉部份須個別進行設

(Rp)、構體、構材或設備之用途係數(Ip)決定，且最大值與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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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為 1.6SDSIpWp 及 0.3SDSIpWp。非結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F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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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式為 Fph = 0.4 S DS I p

ap
R pa

與其耐震設計文件。AC156 為 ASCE 7-05 所認可之非結構耐震性

⋅ (1 + 2 hx hn )W p ，式中 Rpa 為構體、構材

能測試準則之一，適用於一般非結構構件與設備。由於 1 Hz 以下

或設備等之容許地震反應折減係數，如同結構系統韌性容量 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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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許 韌 性 容 量 Ra 之 關 係 ， 一 般 工 址 與 近 斷 層 區 域 Rpa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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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Rp −1
1 .5

)，臺北盆地 Rpa 為 (1 +

Rp −1
2 .0

結構物。AC156 適用於單軸、雙軸與三軸向振動台試驗，非結構

) 。NEHRP2003 之 Rp 值為

設計水平總橫力規定則可引用 UBC 或 IBC 規範。除了上述適用

依據構材與附件之韌性高低，分為 1.5、2.5 與 3.5 三種表列值(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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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牆面板固定繫件與配電系統 Rp 值為 1.0 與 5.0)，我國規範之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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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與 NEHRP2003 大致相同，但因 Rp 值多為經驗值與主觀認定，

如適用於核電廠 Class 1E 設備的 IEEE-344，以及測試中央機房通

為保守起見，將 NEHRP2003 之 1.5 者折減至 1.25，5.0 者折減至

訊設備之實體保護措施的 GR-63-CORE 等。圖一為上述三種非結

3.5。Fph 計算式中 0.4SDS(1+2hx/hn)意即樓高加速度係數，設備位

構耐震性能測試準則比較。

於地面層時為地表加速度 0.4SDS，屋頂層時放大至地表加速度三

若採用花東斷層一帶較高之 SDS 值(1.136)，分別依照 AC156

倍即 1.2 SDS。若按上述之計算式，中低層與高層建築之屋頂樓層

與 GR-63-CORE 規 定 所 製 定 之 需 求 反 應 譜 RRS ， 可 得 知

加速度放大倍數均同，與事實不符，故 NEHRP2003 建議高層建
築可由式 Fp = Ax

ai a pW p
Rp /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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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得非結構設計地震力，其中 Ax 為結構體

由於 GR-63-CORE 垂直向與水平向採用同樣的 RRS，故其垂直向

意外扭矩放大係數，ai 為經由模態分析而得之 i 樓層反應加速度。

RRS 遠大於 AC156 依規定折減後之需求。再者，GR-63-CORE 適

我國規範之非結構構材或設備之垂直向地震力，為延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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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垂直地震力精神，即一般震區與近斷層區域之垂直向設計譜加

應謹慎考量其規定是否會造成設備過大之慣性力。

速度係數分別為水平向之 1/2 與 2/3 倍，但如此推導之非結構垂直
AC 156

GR-63-CORE
(Zone 4)

IEEE-344

掃頻輸入峰值

0.1g±0.05g

0.2g

建議0.2g

正弦波掃頻範圍

1.3~33.3Hz

1~50Hz

建議1~33Hz以上

掃頻速率

2 Oct. /1 min.

1 Oct. /1 min.

不超過2 Oct. /1 min.

阻尼比

5%

2%

5%

頻率範圍

1.3Hz~33.3Hz

1.0Hz~50.0Hz

1.0Hz~33.0Hz

目前我國耐震設計規範僅敘述重要建築或儲存危險物品建築

平台頻率範圍

1.3~8.3Hz

2~5Hz

-

(即 I 值 1.5 之建築物)中的設備，須符合位移要求，較詳盡的規範

屋頂層之Aflex

1.6SDS

5.0g

-

內容則參考「建築設備耐震規範條文與解說之研訂」。建築物不

屋頂層之Arig

1.2SDS

1.6g

-

同樓層或不同結構系統之設備，應可容納設計地震力下真正產生 人造
之層間變位或相對位移(Dp)，故如結構體設計由 V=SaDIW/1.4αyFu 震波

垂直向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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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水平向相同

-

阻尼比

5%

2%

建議等於或大於5%

之位移要求對象除了設備之外，尚包括支承於建築物不同樓層之

包覆RRS上限

130%

130% (1~7Hz)

無

建築性構材，如外牆面板，其與結構體上下錨定之固定繫件應能

包覆RRS下限

90% (有條件)

100%

90% (有條件)

大於或等於RRS
的ZPA值

-

大於或等於RRS的
ZPA值

地震力隨設備之樓高位置呈線性變化，尚存爭議。NEHRP2003

設備物振動台測試相關準則

則延續其結構設計規定，非結構垂直地震力設為 0.2SDSWp。目前
垂直地震力對於非結構物影響的相關研究並不多，規範亦未擬定 掃頻
垂直地震力反應譜(一般均假設為水平反應譜之 2/3 倍)，可以確 試驗
定的是近斷層區域以及震波高頻域，必須留意垂直地震力的影響。

RRS

五、最小設計位移

控制時，其彈性分析而得之位移應放大 1.4αyFu/I 倍。NEHRP2003

容許 Dp 值或 13mm 的相對位移量。另外，考量非結構設計時結構
體之彈性分析位移尚不可得，NEHRP 建議可以規範訂定之結構體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值，代替彈性分析計算。

六、非結構耐震性能測試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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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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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TRS

輸入波 最大加速度峰值
震波長度

30秒，強振動區 預設震波約30 強振動區段最少15
段最少20秒
秒
秒

圖一 AC156、GR-63-CORE 與 IEEE-344 之耐震測試要求比較
研究員 柴駿甫、助理研究員 林凡茹

《非結構耐震性能研究之二》

學校避難空間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耐震補強建議
一、 前言

平向作用力，故規定與水平面夾角須小於 45 度，且 4 條斜撐拉線
在水平投影上應以夾角 90 度分佈，對稱配置以平均分擔水平向作

從近年校舍之震後勘災結果中，可察見禮堂空間之懸吊式輕

用力。壓力桿可使用冷軋槽鋼，其結構設計應由專業技術人員進

鋼架天花板很容易產生破壞，如面板大量掉落或骨架接頭脫開，

行，須可承受 90 公斤重之壓力，且長細比應小於 200 以符合鋼結

因而需予以封鎖進行修復。禮堂在震後緊急應變中常被指定為學

構設計規範。

校或社區之避難空間，根據行政院頒布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
評估及補強方案修正案」，此類重要建築除結構耐震安全外，並

懸吊線

懸吊線

應考慮墜落物對使用機能之影響。本文參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出

固定連桿

版之「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耐震施工指南」，經與專業技師與土
木建築學者多次會議討論，在考慮簡易可行原則下，提出現有校
舍避難空間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之耐震補強目標。

收邊材 自攻螺絲

收邊材

二、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補強目標
圖一 收邊處之骨架與懸吊線：收邊固定端(左)與滑移端(右)
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以下簡稱天花板系統)之耐震補強目
標，可分為四大項目：骨架、懸吊線、斜撐組、與燈具及空調風
口等設備物。

骨架

續接板
主架

由於天花板系統之震害容易發生於收邊處，為使天花板系統
與周圍牆面在地震中維持相同之側向運動，避免因不同步運動而
相互擠壓碰撞，因此要求在兩鄰邊牆壁側之骨架須以自攻螺絲鎖

主架

主架

副架

圖二 續接板補強骨架接頭：主架接頭(左)，副架接頭(右)

固於收邊材，稱為收邊固定端(圖一左)；而另兩鄰邊牆壁側之骨
壓力桿

架則僅置於收邊材之上，無須固定，但與壁面須留設至少 1.2 公
分間距，稱為收邊滑移端(另需搭配固定連桿連接相鄰骨架，圖一

主架

斜撐拉線
副架

右)。地震時天花板系統所受水平慣性力，須藉由骨架接頭傳遞至
收邊固定端之結構體。目前國內大部分骨架接頭抗拉強度僅約 20
公斤重，為達耐震目標 80 公斤重之要求，本文建議如圖二所示續
接板，以自攻螺絲固定至骨架腹板補強主副架接頭。由於大跨距
副架

空間禮堂內之天花板系統，較一般空間更容易發生震害，因此連
續天花板面積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須設置地震隔離縫，使切割

圖三 斜撐組由斜撐拉線與壓力桿所組成

後各單元面積小於 250 平方公尺；切割後各單元之收邊仍須按照
前述骨架收邊之規定。

懸吊線
用來承載天花板系統重量的懸吊線，須參考 CNS14302 鍍鋅
低碳鋼線規定，其直徑須大於 2.7 公厘(#12)且無銹蝕。主架上每
隔 120 公分內須設置一條懸吊線，且在距牆壁側(或地震隔離縫)20
公分內須設置第一條懸吊線；搭配前節所述骨架收邊之要求，由
實驗結果得知能有效減少天花板系統收邊處震害的發生。

燈具及空調風口等設備物
放置於天花板系統上之燈具與設備物，根據其重量有不同之
補強規定。重量未超過 9 公斤重者，距離設備物四個角落 7.5 公
分內須有一懸吊線連接在骨架上，共需 4 條懸吊線。若其重量介
於 9 至 25 公斤重，則須再加設 2 條備用懸吊線連結設備物至上方
結構體。若超過 25 公斤重，則須使用經核可之懸吊鉤具直接連接
上方結構體作支撐；懸吊鉤具所需抗拉強度，應以實際設備物重
量計算，取安全係數 3.0，且至少需為 90 公斤重。

斜撐組
斜撐組係由斜撐拉線與壓力桿所組成(圖三)，以斜撐拉線抵
抗天花板系統所受水平地震力，以壓力桿抵抗所受垂直地震力，
與束制因斜撐拉線作用造成天花面板之向上變形。斜撐組須距牆
壁側(或地震隔離縫)180 公分內設置第一組，且斜撐組之間距須小
於 360 公分。斜撐拉線使用與懸吊線相同規格之產品，為抵抗水

三、結語
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按本文建議內容，由實驗得知能有效提
升其耐震性能。學校避難空間搭配校舍之結構耐震補強，同時補
強其天花板系統，將有助於確保震後能立即提供安全之避難空間。
副研究員 郭耕杖、助理研究員 林凡茹、研究員 柴駿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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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耐震性能研究之三》

醫院重要醫療空間設備物耐震試驗
一、研究目的

三、試驗結果簡述

大地震後災區交通設施經常損毀中斷，醫院重要醫療設備與

本研究針對七種不同支承形式之醫療設備物試體進行振動台

藥品補給一般建議至少在 72 小時內自給自足。然而由九二一地震

實驗，並與兩種不同邊界條件或增設耐震措施之受震行為相互比

與阪神大地震經驗可知，震後藥品櫥櫃翻覆以及放射性儀器故障

對。由實驗結果可知，浮置式醫療設備物(如直流式操作箱)其日

等重要醫療設備破壞情形嚴重，無法因應大量災民之緊急醫療需

常移動頻率較低，但地震中仍有可能滑移（Sliding）或擺動

求。目前國內衛生署雖已完成署立醫院建築結構及機電設備之初

（Rocking）。由於直流式操作箱頂部連接化學氣體排放管，建議

步耐震評估，但未針對重要醫療設備進行耐震能力評估，主要困

頂部應加設限位措施，避免風管受損而化學氣體外洩(圖一)。本

難點乃因大型醫院醫療設備種類與構造繁雜，且固定方式各異。

實驗結果證實耐震措施能有效防止操作箱擺動的受震行為。以放

本研究計畫期間，依據設計之項目簡易評估表與問卷調查

置於 B1F 之直流式操作箱、1F 冷藏藥品櫃為例，輸入短向固定

表，調查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數個醫療空間之重要醫療

構件數量、預設的 Z 型擋板尺寸、螺栓數量與尺寸後，可得 0.5cm

設備物，包括急診室、藥局、放射線診斷部、核子醫學部、手術

擋板厚度並使用 M8 螺拴錨定。滾輪移動式醫療設備物日常移動

室、麻醉部、血液透析室、正子造影中心及放射腫瘤部等九個單

頻率較高，此類設備物於受震時可能會發生擺動、滑動、傾覆及

位。問卷調查表所選出的，為兼具震後緊急醫療性能、間接安全

撞擊他物等行為，造成設備物本身毀損，如本次實驗中的大量輸

性能堪慮(包括內含危險內容物、侵入性治療之儀器)、醫療或經

液機、以及於九二一地震有震損紀錄之洗腎機等。建議此類設備

濟價值高的醫療設備物；簡易評估表所選出的，則為直接安全性

物應設計能在台車底部設有對角兩輪之煞車鎖固裝置，於停置時

能堪慮之醫療設備物項目，評估表中判斷結果為須耐震檢核者，

應將車輪鎖固，以防止其任意滑動；未使用而置放於牆邊時建議

或是反應為傾倒、擺動、滑動者，均建議做耐震固定設計。此外，

使用易拆卸的 Thumb Lock 或束繩固定於牆邊，降低設備滑移量

本研究針對浮置式醫療設備物，提出耐震固定措施簡易設計表，

並防止設備物發生傾倒而毀損。

板尺寸。最後，本研究建立醫療設備物模擬試體進行振動台實驗，
以驗證簡易評估表與耐震措施快速設計表之合理性與適用性。

Displacement (mm)

使評估設計者得以快速設計大量醫療設備物之錨定螺栓與水平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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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設備耐震設計與試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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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設備物可依據其日常移動頻率高低，給予煞車、束帶式
固定繫件、直接以螺栓錨定、水平擋板等耐震固定措施，以兼顧
其使用機能。為節省大量設備物耐震設計時間成本，本研究參考
ACI 318-02 附錄 D 等文獻，以固定於混凝土結構體之膨脹螺栓做
為直接錨定措施，擬定簡化錨定初步設計表。倘若醫療設備物外

位移
峰值
(mm)

w/o device(─): 133.8
device A(─): 1.9
device B(─): 18.7
圖一 安全操作箱頂部-底部相對位移歷時

(device A: 頂部角鐵/底部擋板固定，device B: 底部擋板固定)

殼沒有預留螺栓孔位，無法直接固定於樓板，則可採用本研究之

本研究所製之簡易評估表所預測之設備物受震反應(無擺動

L 型、Z 字擋板耐震措施設計表。此外，針對移動頻率較高之設

或滑動、擺動、滑動、傾倒)大致符合實驗結果，耐震固定措施亦

備物，本研究提出 Thumb Lock、金屬扣件等非破壞式束帶式固定

發揮限位效果，但破壞多發生於隔間牆板材、固定繫件與設備之

繫件措施，並藉由拉力測試確認其強度值。由拉力測試結果發現，

間的黏著層。醫療設備物耐震補強重點之一，即不可破壞設備物

絕大部分破壞在黏著層，故執行振動台試驗時，多以單邊鎖固、

本體，故除須確認醫院之隔間牆板材拉拔強度之外，應提升固定

單邊繩帶繞過設備物原有之桿件或把手，用扣件束制方式固定。

繫件與設備之間黏著力，或以其他非破壞固定措施進行耐震補

本研究挑選出三大類醫療設備物進行振動台測試，包括浮置
式設備物(抗腫瘤直流式操作箱)、滾輪移動式醫療設備物(台車、
冷藏式藥品櫃、大量輸液機、放荷治療機、高壓氧治療艙、洗腎
機)與桌上型設備物(加碼計測儀)。醫療設備價值昂貴，除台車、
電擊器之外，本實驗以方管與鋼板模擬醫療設備物尺寸及其重
量，並依據現場調查結果模擬其支承構件。本實驗輸入波為採用
九二一地震嘉義朴子醫院樓板加速度歷時，符合 AC-156 需求反
應譜，並分中小地震、SDS 為 0.5、0.8 之設計地震 I、設計地震 II
等三種等級，同時依據醫療設備實際位置，分一樓、三樓兩種樓
板加速度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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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建議進行特定醫療設備物之數值模擬分析，提升其耐震補強
設計的準確性。
研究員 柴駿甫、助理研究員 林凡茹

《非結構耐震性能研究之四》

設備物避振器耐震試驗
一、前言
建築物性能的定義不僅取決於結構本身的耐震表現，同時也
取決於非結構及機電設備的耐震表現，由於結構形式、非結構元
件及設備的不同，整體結構之耐震性能指標亦隨之不同，尤其是
重要建築結構能否於地震中或地震過後仍維持其基本功能，實與

圖三 Test 1 與 Test 2 試驗配置

機電設備之耐震性能有密切關係。
例如，醫院之中央空調用冰水主機或冷卻水塔於地震中損
壞，則將無法維持開刀房正常運作之環境條件；科技廠房之供電

三、試驗結果討論
本節就基頻分析、遲滯迴圈圖、破壞模式等之試驗結果予以

系統遭受地震破壞，則除了因生產線停擺造成的直接損失外，大

探討。

量訂單流失以及長期無法生產的間接損失更是無法估計。

(1) 基頻分析：由 Test 1 與 Test 2 之基頻分析試驗結果可知，其

過去隔振彈簧之破壞狀況多為彈簧於隔振器中彈出，但本身
螺旋彈簧卻未斷裂，如圖一所示，研判除整體隔振彈簧強度不足

水平方向基頻以 Test 1 與 Test 2 約 2.25Hz 與 2.875Hz；垂直
方向基頻 Test 1 與 Test 2 約 4.25Hz。

引致破壞外，設備物本身之不當高寬比亦可能使其產生傾覆現象

(2) 遲滯迴圈圖比較：Test 1 隔振彈簧底部與頂部相對位移較大，

或過大水平位移，造成螺旋彈簧傾倒或彈出。有鑑於此，本研究

遲滯迴圈進入束制階段，且發生塑性變形而發揮較大消能面

為探討緊急發電機裝置之隔振彈簧的力學行為與耐震性能。

積。Test 2 由於隔振彈簧頂、底部之相對位移降低，故隔振彈
簧受人工測試地震之行為，多位於非束制或初始束制階段，
如圖四所示。
(3) 破壞模式簡述： Test 1 其螺桿與頂板固定處之螺紋破壞而使
螺桿自頂板拉拔而出，螺桿受擋板束制區域則些許磨損，如

機電設備裝置隔振彈
簧遭受地震破壞情況

圖五所示；Test 2 外觀未破壞。

圖一 機電設備裝置隔振彈簧遭受地震破壞情況

二、振動台試驗程序與佈置
本研究以緊急發電機為試驗對象，搭配大型設備物較常使用
之隔振彈簧—螺桿束制彈簧避振器，另搭配市售之防震用橡膠抗
震器，進行振動台實驗，以得不同配置下隔振彈簧之動態非彈性

圖四 隔振彈簧遲滯迴圈圖

遲滯行為，並儘可能求得其耐震容量。振動台試驗規劃重點如下。
(1)本試驗依美國 IBC2006 建議之 AC156 準則建立需求反應譜，
採用九二一地震朴子醫院一樓樓板加速度反應 CHY009 測站
之原始加速度歷時，建立與需求反應譜相符之人工加速度歷時

螺
栓
緊
固

(圖二)。
(2)模擬地震測試前與測試後，利用掃頻試驗與衝擊波試驗識別其

螺
栓
鬆
動

螺
栓
斷

圖五 Test 1 隔振彈簧破壞狀況

基本振動週期。
(3)振動台配置為發電機隔振系統未搭配橡膠抗震器 (Test 1)，以
及發電機隔振系統搭配橡膠抗震器 (Test 2)，如圖三所示。

四、結論
振動台試驗結果可知，由於橡膠抗震器垂直向為鉸接型式，
且於水平方向擋板與橡膠墊圈留設餘裕，故當輸入波強度較小，
橡膠抗震器擋板未接觸橡膠墊圈或兩者之間衝擊力較低時，對於
發電機隔振系統加速度反應影響不大。但當輸入波強度提升，提
升擋板與橡膠墊圈之間碰撞的衝擊力時，即大幅增加發電機之加
速度反應。
助理研究員 林凡茹、陳閔富

圖二 人造地震輸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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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耐震性能研究之五》

醫療設備固定於輕隔間之耐震與分析
一、前言
本研究計畫主要為探討台灣醫療設備等吊掛物固定於輕隔間
上之力學分析，為了解輕隔間基本力學行為，以及其承載強度與
安全性，因而設計許多相關實驗來加以探討。研究進行分成兩大
部分，即 ABAQUS 數值模擬分析和實驗數據驗證，研究內容包
括了輕隔間板材彎曲試驗，以及輕隔間牆體安裝醫療設備後於靜

Displacemen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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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average

力加載破壞實驗以及振動台實驗，再根據實驗結果與數值模擬結
果進行分析比對。最後利用分析以及實驗結果，深入探討不同輕
隔間板材上固定醫療設備之輕隔間極限承載能力，並可歸納出輕
隔間吊掛設備物的安全性以及其變形破壞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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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觀測點之實驗數值模擬比對圖

二、輕隔間靜載實驗
靜載實驗為探討輕隔間板在靜載作用下的承載能力，藉由不
斷的加載來得到其位移變化以及其承載能力並探討其破壞模式，
本研究所使用的位移量測儀器為影像量測，藉由此儀器便可得到
觀測點隨力量加載的位移變化。實驗流程一共可分為兩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靜載實驗的前處理，即將 C 型鋼架架設成如圖一的模
式，封上酸鈣板後便將鐵板利用螺絲固定於矽酸鈣板上安裝洗手
台的位置。第二部份為加載量測，使用位移量測儀器，其觀測點

圖四 模型屋固定於振動台上

ㄧ共有八個，如圖二所編示。

圖一 靜載實驗 C 型鋼架設圖

圖二 觀測點配置圖

接著利用 Ansys 工程分析軟體來模擬，靜載實驗中是利用影

圖五 各設備物加載
質量方式

像量測位移器來量測板的變形，且僅取 Z 軸方向的變形來做討論
分析，在數值模擬中取與實驗中一樣位置的八個點作比較，而圖
三為 7,8,9,10 觀測點的比對圖，圖中 x 軸為觀測點距離起點之垂
直位置。由圖中可發現此四個觀測點的位移變化非常小，因此對
於影像量測儀器的準確度而言有待考量，因沒考慮到螺絲被拉拔
出來的效應，螺絲若被拉拔出來，對於位移變化會有很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若 C 型鋼架在實驗架設過程中有歪掉，則也會對變形產

本研究除探討設備安裝於輕隔間上承受不同地震力的效應
外，另外也考慮另一變數，即在相同地震力下當設備物所加載的
重量不一樣，板材能夠承受多大的動力作用，這也是本研究探討
的重點之一，因此我們分別使用質量塊放至於設備物上如圖五所
示，依序增加重量並改變地震力。

四、結論與展望

生很大的影響，且兩者間的差異較大，觀測點上的數值模擬位移
與實驗數值中的平均值法可得知實驗與數值模擬分析結果較為接

本研究目前已完成輕隔間板材彎曲試驗以及輕隔間安裝醫療
設備之靜載實驗，並利用軟體比對結果，其與實驗結果符合性極

近。

高，表示模型極具參考價值。醫療設備安裝於輕隔間之震動臺實

三、輕隔間之振動台實驗
本研究計畫以國家地震中心之提供的模型屋置於振動台上
(如圖四所示)來進行實驗。主要目的在於希望以振動台試驗的方
式，來探討目前國內醫療設施如衛生器具、生監視器以及嬰兒床
等設備安裝於輕隔間於實際地震作用下耐震性能為何，並了解地
震作用上板材以及設備的動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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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在本計畫中也已經整理各種板材加速度與位移圖形，未來將可
建立 ABAQUS 分析模型進行相關的分析與實驗結果比對，並且
建立一套地震強度與輕隔間之間的破壞程度關係。
副研究員 王仁佐

國際交流

核能基礎設施國際研討會

發展足夠的替代能源以取代燃煤與石油，已成為目前全球最
關鍵與急迫的議題。在眾多替代能源之中，核能具有穩定供電與

設計概念、圍阻體結構分析與設計相關應用軟體、核廢料貯存設
施與未來之核能電廠。

足夠礦藏以取代煤與石油。然而，在 1979 年美國三哩島核能電廠

台灣所有核電廠在建廠之初，皆依照當時的核能法規，經過

事件與 1986 年蘇聯車諾比爾核能電廠事故的影響下，在過去三十

嚴格的選址程序；對於廠址附近的斷層與地震活動進行詳細評

年來因為「安全」的問題，使得核能的發展與應用嚴重停滯，並

估，做為核能設施耐震設計之依據。新的地震資料、研究與活斷

且由於反核情緒在世界各地漫延，目前核能結構與非結構相關人

層調查成果，顯示核能電廠之地震潛勢有可能高於設計階段之評

才已經出現嚴重斷層。核能安全問題主要有兩個面向與土木工程

估；而另一方面由實際之地震紀錄與震害調查也顯示出核能電廠

相關：一是如何建造圍阻體結構以防止核子反應爐輻射的外洩；

之耐震性能比耐震設計之要求高。日本於 2007 年 7 月 16 日上午

其次是如何貯存具有放射性的核廢料於核能電廠與指定的地下掩

10 點 13 分(當地時間)在 Kashiwazaki-Kariwa 核能電廠(KK 核電廠)

埋場。上述兩方面的問題與核能基礎設施息息相關，對於受地震

附近的海底斷層發生錯動，引發芮氏規模 6.8 的強震(the Niigata

威脅的核能電廠而言，即是屬於地震工程的範疇，包含有結構、

Chuetsu O-oki Earthquake)。距離震央僅 16 公里的 KK 核電廠，記

材料、地工與計算力學等。核能未來發展有賴於土木工程專業人

錄到的 PGA 值高達 680gal (設計值為 273gal)，此依事件導致核電

員是否能設計出安全的核能基礎設施。

廠機組急停，並發生火警、小部分核外洩事件等安全事故。顯示

相較於國外，台灣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國民生活品質提升，

核能電廠的結構體與主要設施的耐震性能高出設計時的設定甚

對能源需求快速增加。然而環保意識抬頭，為達「永續」、「穩

多，換言之，在設計時採用的安全因子相當高；但電廠內眾多的

定」、「效率」及「潔淨」的能源政策目標，符合低碳排放的潔

管路設施的設計安全因子可能較低，導致核電廠設施整體的耐震

淨發電設施為目前國內發展重點，包括風力、水力、太陽能及核

安全性能降低。就現況檢討，我國核電廠現有四個廠址，必須以

能發電等均可能達成國家能源政策之要求。由於台灣地狹人稠，

更精細完整的模型，釐清廠址的地震需求；並確實評估電廠各個

山高水急，水力發電資源有限，且多已開發；風力發電則仍在發

部份包含結構體與管線的耐震性能，針對耐震性能較差的部份補

展階段，且風場亦屬有限(可發展離岸風力發電)，自然及環境保

強，始能有效提升整體電廠耐震性能與安全。

護限制亦多；太陽能發電正蓬勃發展中，但其規模、經濟性與效

由於核能基礎設施在地震區必須克服耐震的需求，因此，發

率仍有待提升；然而核能發電在我國已有三十年之建設與運轉經

展新一代的核能基礎設施耐震設計技術並加以落實，不但可使台

驗，其具有穩定、發展成熟、現有機組、經驗、技術皆備等優勢。

灣核能基礎設施更加安全，且將成為台灣競爭國際市場的新契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國立台灣

機。經過多年的努力，台灣在耐震設計的技術在國際已佔有一席

大學土木工程系、美國休士頓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於 12 月 15

之地，藉由本次研討會之舉辦，預期可使台灣年青工程師及研究

日 至 12 月 17 日 共 同 主 辦 「 核 能 基 礎 設 施 國 際 研 討 會 」

人員有機會進一步獲取國際相關知名學者專家在核能結構安全設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frastructure Systems for Nuclear

計之經驗，大幅加速台灣在核能基礎設施耐震設計之競爭力。在

Energy）。本次研討會之舉辦推動者為徐增全(Thomas T.C. Hsu)

12 月 17 日下午，與會人員分為兩組進行工業參觀，參觀行程分

教授，徐教授係國際知名之鋼筋混凝土學者，同時亦為美國核能

別為台北 101 大樓與台電第四核能發電廠。在台電人員的引領與

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Committee) 顧問，於 99 學年度第

解說下，先行鳥瞰整個核四廠區，再參觀先進沸水堆 (Advanced

一學期受邀來台擔任台大土木系講座教授，講授研究所課程「混

Boiling Water Reactor)與渦輪發電機房，一行人於下午六點左右返

凝土統一理論」。本研討會贊助單位包括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抵台北，順利且圓滿地結束三天的議程。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中
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俄羅
斯國際工程院台灣分會等，研討會地點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演講廳。在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中，共計有 10 國 31 位具有相關背
景之世界一流學者專家進行報告與討論，本研討會鑑於鋼筋混凝
土及設備物耐震設計的技術於過去 30 年來不斷精進，設定以下三
個目標：(一)為世界一流的學者專家提供一個學術交流的平台，
以共同探討最佳的核能基礎設施設計方法；(二)提供土木工程與
相關領域的年輕學者向世界頂尖學者專家學習請益的機會；(三)

核能基礎設施國際研討會與會資深專家學者合影

由本次研討會所彙集之最新寶貴資料，將由國際知名出版公司
John Wiley & Sons, Ltd 出版，成為未來核能基礎設施耐震相關研

副研究員 林瑞良、吳俊霖

究與設計最先進與重要的參考文獻。本研討會除了介紹核能發展
現況外，尚包含五大議題：圍阻體結構分析、新一代圍阻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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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地震防救災體制」之參訪
位於紐西蘭南島的基督城在去年九月四日當地時間凌晨 4 時

生在上班時間，傷亡人數必然數以百計。

35 分遭受芮氏規模 7.2 的強震襲擊，震央位於紐西蘭達菲爾鎮

(2) 震央附近地廣人稀，震央位於紐西蘭達菲爾鎮 (Darfield)，在

(Darfield)，在坎特伯里平原上，約基督城 (Christchurch) 西方 40

坎特伯里平原上，約基督城 (Christchurch) 西方 40 公里處。

公里處，地震深度約 10 公里，係一起淺層地震，震動持續約 40

(3) 災區之住宅多為一層樓，屋頂採 galvanized iron (鍍鋅鋼)，質

秒。紐西蘭緊急應變管理部立即啟動，基督城進入緊急狀態，市
中心商業區實施宵禁。該起地震不僅撼動整個南島，北島亦感覺
其威力，但紐西蘭全國竟僅有兩位居民因被掉落之煙囪及飛出之
玻璃砸傷，創下零死亡之強震紀錄。有鑑於此，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為了實際了解紐西蘭當地災情、防災與應變體系、中央及
地方政府機關之地震應變作為、後續社經影響與重建規劃等，與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住宅地震保險基金共同組團，於 99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日，共 9 天，赴紐西蘭災區勘察，參訪紐西蘭
緊急應變管理部及紐西蘭國家地質研究中心，並進行雙方座談。
此次參訪之範疇相當廣泛，涵蓋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地震保險、

量輕，受地震力小，不易倒塌。
(4) 居民防災意識高，故已作某種程度之補強。如磚牆以條狀鋼板
加固，避免面外倒塌 (圖一)；磚砌煙囪，改為質輕之金屬製。
(5) 短週期之譜加速度較設計低，強震紀錄已公告，可供下載，
以作進一步之確認。且可探討震度隨震央距離衰減之速率是否
較快。
(6) 基督城地盤軟弱，主週期長達 3.5 秒 (可進一步確認)，對低矮
樓房影響較低。
(7) 一層樓住宅樓房之基礎甚為簡單，可隔絕部分上傳之振動量。

地質災情考察及土木工程災情考察，且由中央至地方政府，逐步
考察。紐西蘭之國家規模不大，參訪單位之高層人員親自接待，
且交流之意願高，彼此互相學習，較能窺其全貌。因此，我方與
紐西蘭應積極交流，經由互訪與學習，提升震前準備、震時應變
及震後重建之工作，為下一次大地震而努力，務必減緩地震所帶
來之災害。
紐西蘭基督城地震達芮氏規模 7.1，為淺層地震，震央位於該
國陸地上，竟然創造零死亡之紀錄。經此參訪，彙整原因如下：

圖一 磚牆四周以帶狀鋼板圍箍，避免面外破壞

(1) 上天之眷顧，地震發生在凌晨四點多，人們待在家中。若發

研討會

研究員 鍾立來

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料庫應用研討會

第二屆『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應用研討會』於 2010

況；中央氣象局吳健富課長則報告氣象局目前的地震事件資料庫

年 12 月 10 日假本中心一樓會議室舉辦，此研討會由財團法人國

與資料整合平台發展現況；富國工程技術公司李正兆經理與新中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辦，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協

光物理探測公司胡志昕總經理說明鑽探方法、資料分析過程、與

辦，邀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對本中心與氣象局於過去 10 年間協力

特殊實際案例；萬能科技大學余貴坤教授介紹資料庫的波速剖面

規 劃 建 置 的 強 震 測 站 工 程 地 質 資 料 庫 （ EGDT, Engineering

與微地動探測結果的比較；宜蘭大學趙紹錚副教授使用蘭陽平原

Geological Database for TSMIP），分享實際使用上的心得與研究

的測站鑽探結果分析淺部土層特性，並結合地球物理方法分析深

成果並提出建議，以供後續推廣此資料庫時之參考。

部地層之特性；本中心許尚逸專案副研究員利用鑽探剖面以

台灣本島地處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交界處，地震活

SHAKE 程式評估科學園區之地盤反應特性；淡江大學黃富國副教

動與地質作用頻繁且強烈。為使地震工程相關研究之參考資料更

授使用地震歷時資料與本資料庫分析擋土牆之受震穩定性；本中

為豐富且準確，中央氣象局逾六年國建計畫期間開始執行「建立

心郭俊翔專案副研究員則使用本資料庫建立了全台各區域的剪力

地震測報觀測網—強地動觀測計畫」，至今已於全台設置超過六

波速經驗式，可供未來耐震設計規範修訂時參考；萬能科技大學

百處的自由場強震儀測站，收集到的資料對於地震工程相關之研

蔡仁卓副教授則使用本資料庫進行隔震建築之土壤—結構互制影

究有非常大的幫助。而本強震測站工程地質資料庫的建置目的在

響參數的研究。

於提供更詳細的強震站所在位置的地質資訊以供研究人員參考使

本次會議連同邀請之講者共有約 90 人參與，會中並有與會聽

用，可進一步先行掌握地震時的場址效應。本資料庫建置計畫自

眾建議部分氣象局強震站遷站後應再次進行鑽探；另余貴坤教授

民國八十九年起開始進行，對各自由場強震測站進行地質鑽探調

與蔡仁卓副教授也提出井下波速測量之可能盲點與改進之建議，

查、土壤性質分析、與井下波速測量等工作，迄今已完成 469 個

這些意見對未來鑽探工作的規劃進行與資料品質的提升皆有重要

強震站之調查工作，鑽探資料免費提供各界申請使用。

的幫助。強震測站工程地質資料庫（EGDT）之新網址如下：

此次會議中，本中心謝宏灝助理研究員先行介紹資料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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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gdt.ncree.org.tw/

專案副研究員 郭俊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