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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協助國家重大建設之橋梁工程問題及研究推廣，國道一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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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P21S~P22S 與 P31S~P32S 上構部分節塊，施工時混凝土澆置未搗實致蜂窩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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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補強改善，然國道為交通的重要樞紐，其橋梁於通車後之車行健康行為不容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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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藉由本中心自行開發光纖感測元件，長期監測並同步執行橋梁垂直變位及外觀
裂縫檢測紀錄，為橋梁健康把脈以維用路人行車安全。
本中心全橋全光纖橋梁監測技術感測器與軟體研發之成果，應用於現地可即時
掌握監測橋梁結構安全，當有異動時，發出警訊以提供管理單位正確且可靠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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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評判橋梁設施維護週期的參考以及耐久性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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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與重要性

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

台灣位處於特殊地理環境特性及駕駛人員行為模式，當地震發生或超載超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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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監測把脈，按其橋梁的使用狀況，安全評估與診斷等達成良好的監測預警系統。

的橋梁，都將避免不了老、劣化的現象，再加上車流、超載、地震等相關運動所造
成之傷害，故有其必要施於橋梁安全檢監測與維護才能保障行車安全。

三、研究執行概要
1.檢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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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N 與 P20N 大梁、P21S 與 P22S 大梁、P31S 與 P32S 大梁下，覓得最佳處
所定點標註，並於護欄外側或梁下固定標靶使各處所明確標的，定位拍攝，另除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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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為，將快速與正確資訊提供主管機關，以確保橋梁功能性，有賴於現地即時

橋梁的安全將隨時間的增加而改變，其設計及施工品質雖精良、安全係數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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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自動化橋墩工法之研究

大量車流等突發異樣時，能即時進行監測與資料的判讀、分析，進而即時獲得橋梁

強處加強檢測外，同時將全橋首次取得之畫面作為背景基準參考值（如圖一）。

10

․國際交流

2013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11

․研討會預告

2014 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11

․研討會

第五屆實驗結構工程進展國際會議
(5AESE)
12
2013 耐震設計規範研討會

12

圖一 模擬現地全橋與補強之照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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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時將擇天候良好下進行較為適當，除拍攝記錄大梁外，

戒安全值時，即時通知管理單位（如圖四）。

同時再以目視方式檢查該全橋段外貌併紀錄，與前次紀錄畫面驗
光纖

證，查察是否有新裂縫發展併彙整照片，以掌握各處路段橋梁之
大梁外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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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路段之大梁，分別已於 102 年 2 月 7 日及 102 年 3 月
13 日進行載重實驗，以人力水準測量，獲得到大梁之撓度反應，
橋
柱
Pier

（如圖二）。此撓度反應，可作為日後安全指標重要參數。本監

橋
柱

測計畫採用「光纖水準測量」定期量測之方法，告知業主大梁撓
度變化。
圖四 光纖連通管原理之應用

五、研究標的感測儀器布設
P19N~P20N 大梁、P21S~P22S 大梁、P31S~P32S 大梁，橋
柱與大梁之高程變位監測（如圖五）。
圖二 102 年 3 月 13 日，載重實驗傳統人力水準測量
光纖水準感測儀架設於上述橋梁段之箱梁內，先以雷射水準
掃描儀，繪出定位基準點後，將光纖水準感測儀固定，同時配置
管路與光纖引線與 P19N~P20N 及 P21S~P22S、P31S~P32S 等感
測儀將光纖引線融接完成，佈設管路及組成光纖接頭配至橋柱下
之儀器箱。
本監測進行現地資料收集，再將資料分析判讀其變位，若其
結果發現橋梁撓度變位達到警戒安全值(可合理的設定為載重試
驗中最大撓度值之半為異常。如附表一)。
表一 載重試驗中最大撓度值
P19N 與 P20N 大梁

P21 與 P22S 大梁

P31 與 P32S 大梁

16 部砂石車
每部砂石車 20tf

28 部砂石車
每部砂石車 20tf

12 部砂石車
每部砂石車 20tf

2.6 cm

4.4 cm

1.0 cm

圖五 監測點位佈設示意圖

六、結語與未來展望
四、光纖水準測量簡介
1.光纖多點水準測量
「光纖水準測量」是一種替代人力水準測量的量測技術。其
優點是不需人力操作水準儀，可同步測量眾多水準點位。
（圖三）

1. 本研究應用於「國道一號五楊段第 C907 標」段，進行橋梁檢
監測技術的建置與系統維護經驗，除展現橋梁安全預警外，
提供用路人行車安全之普及，將科技研發成果貢獻於社會。
2. 光纖感測系統除可務實驗證即時量測資料外，同時提供快速
準確訊息予主管機關緊急應變參考機制。
3. 自行研發光纖感測器並配合自主開發監測軟體技術，預計其
創新的技術與成果，將成為產業界提供簡單易懂人性化與經
濟性量測技術。
4. 藉由現地檢測評估紀錄表及光纖監測技術，建立橋梁安全評
估，進而訂定橋梁安全警戒值，俾免造成橋梁危害致國人財
產損失，使預防重於治療觀念更趨嚴謹。
5. .應用長距多跨橋梁，藉由連結「光纖光柵感測與通訊技術」

圖三 光纖監測(包含水準測量)

2.光纖水準連通管
「光纖水準測量」是連通管原理之應用。當管筒抬升或沉下
(橋梁垂直變位)，水面高改變，水由高處流向低處，引致光纖應
變。進而得知橋墩沉陷或大梁撓度變化，若橋梁撓度變位達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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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橋梁工程」，驗證防災監測系統的運作耐久性。
6. 期能藉以由深而淺的瞭解，增入地震監測技術，建立橋梁安
全模式。
技術師 李路生、副研究員 李政寬

《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二》

防災監測系統之研發以濁水溪試範區為例
本計畫預計以濁水溪示範區域為考量，結合國家實驗研究院
相關感測晶片儀器技術專長領域包括奈米元件實驗室、晶片中心、
儀科中心等專長中心與防災領域災防中心、颱洪中心、國震中心
配合網路數據處理儲存專長國網中心等各中心研發成果，整合跨
課題研究｢防災監測系統之研發－以濁水溪示範區域為例｣，除能
作為應科方案的整合示範外，亦能使各中心在相互合作下深化研
發能量及彰顯院部的整合能力，以便務實的、深入的研發防災耐
候型的晶片儀器感測技術，並透過嚴謹的實驗室耐用性、耐候性
與可靠性測試，並於現場配合防災研究中心的經驗，驗證相關橋

 通訊技術與相關雲端應用及資料庫建置
 巨量監測資料即時鍊結、處理、分析與展示作業
如圖二，本計畫之目標在解決上述問題，以便進一步研發以
下工作：
(1) 結合監測儀器及災害預警演算模式，建立流域環境安全與防
災監測網
(2) 對標的橋梁進行監測分析，修正相關參數
(3) 災時預報災害境況並發出警報

梁災防係數與模式，提升防災與減災技術外，並同時驗證感測晶

(4) 複合災害監測預警與結構健康損壞機制的研究

片的妥善率與耐久性，相關成果除提升國家社會的防災預警技術

(5) 研究成果將可提供應變之參考。

外，相關防災感測晶片技術的研發更能為防災晶片產業提供一個
良好的實證機會，建立台灣防災晶片產業的契機，103 年度將進
行(1)實驗室水工模型試驗與展示(2)感測節點與系統研發(3)資料
蒐集、機制演算驗證，以便結合監測儀器及災害預警演算模式，
建立流域環境安全與防災監測網，對標的橋梁進行監測分析，修
正相關參數，建立台灣本土流域災害模式資料庫（如圖一）

圖二 研究架構
因此，本計畫將藉由相關研究成果與經驗，配合交通部公路
單位與水利單位，選擇特定河系流域橋梁進行實橋監測，以便從
河系流域之河川水文、水理特性、地質與河床質條件、歷年河道
變遷情形，以及橋梁附近影響河床斷面穩定性之因素、橋梁本身
影響沖刷深度之相關因素、河流與橋基保護工之現況與有效性等，
分析目標橋梁的耐洪現況，並探討橋梁所在區域之輸砂與河床穩
定特性資料，對既往不同水理的數值模型，進行整理與分析，從
颱洪降雨警報、河系流域降雨預報與洪峰警報，研發有效而且低
成本之現地橋梁地震與洪水沖刷監測系統，建立洪水沖刷封橋監
圖一 研究課題與平台
本計畫將以河系流域為研究探討對象，以便建構「防災監測
系統之研發－以濁水溪示範區域為例」，此一研究建構完成後，
除作為相關防災晶片產業的發展，以及相關河系流域的災防安全
預警，相關資料亦可供國內學者，進行後續資料之分析與跨領域
之合作研究。預計進行的研究項目如下：
 流域雷達雨量遙測技術及即時雨量預報技術
 流域水文、水理計算模擬、模式修正與驗證一般沖刷、局部

測預警及開放通行等決策支援，本計畫擬進行橋梁即時監測系統
與橋梁安全分析之整合應用，共同推動橋梁地震與洪水沖刷多重
災害之防減災研究，並與橋梁公路管理單位及水利單位密切合作。
此一研究成果將可持續提供學術界在此領域之整合研究平台，期
能發展/橋梁地震與沖刷監測預警系統，藉由監測系統之規劃建置
與其相關監測資料的判讀、分析，確保颱風侵襲中橋梁安全。
助理研究員 古孟晃
研究員 林詠彬
主任暨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張國鎮

沖刷
 橋梁結構安全
 防災用感測節點與相關元件設計、研發及製作
 防災感測系統整合與長期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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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三》

碳纖混凝土於結構監測應用之研究

件的使用壽命與所監測之結構物相近，本文嘗試以碳纖混凝土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CFRC)作為結構監測之元件，探
討此種材料是否具有感測應變及偵測損壞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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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拉力試體(a)應力應變關係(b)應力、電阻變化率與應變關係
圖三顯示壓力試體應力及電阻變化率對應變之關係，圖中應力
與應變從開始到試驗結束均呈現線性關係，但電阻變化率在試驗
過程中會有斜率的變化。在線性段(Region-I)及塑性段(Region-II)

二、試驗計畫

中電阻變化率與應變呈線性關係，可以 GF 推求應變；在損壞預
警段(Region-III)中斜率開始變緩再急速轉為負值，此斜率急速轉
變成負值的現象可作為破壞預警用。

受壓及彎曲行為，是否依然能達到應變量測及損壞預警之目的。
試驗設置如圖一，(1)拉力試驗：使用 455*50*20mm 試體，以
四線式方法進行電阻量測，電極間距為 75mm。(2)壓力試驗：使
用直徑 100mm 高 200mm 圓柱試體，電極間距為 90mm。(3)彎曲
試驗：使用 550*150*150mm 長方體試體，分為純 CFRC 與塗層
試體，再分含鋼筋及無鋼筋兩種，電極間距為 120mm。以上試驗
量測時均同步記錄力量、位移及電阻變化，讀取頻率皆為 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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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ve strain (10-3)

圖三 壓力試體(a)應力應變關係(b)應力、電阻變化率與應變關係
表一為彎曲試體試驗結果的數據比較，可知塗層試體彼此之間
的差異較大，但總合來說 Gauge Factor 以塗層且含鋼筋試體最大，
對裂縫及損壞之影響較為敏感。相信在改善塗層與混凝土之間的
結合能力及穩定性後，試驗結果之一致性將會提高。
表一 彎曲試驗結果
Specimen
w/o Rebar
CFRC

Coating

圖一 拉力、壓力與彎曲試驗之電極配置與試驗設置

w Rebar
w/o Rebar
w Rebar

Strain (10-3)

R2

GF

c

t

c

t

c

t

-0.08

0.040

175

220

0.97

0.81

-0.17

0.075

52

87

0.96

0.90

-0.15

0.075

78

89

0.92

0.89

-0.11

0.075

252

160

0.97

0.91

-0.15

0.060

49

78

0.88

0.95

-0.15

0.060

1031

497

0.95

0.94

-0.06

0.045

603

844

0.98

0.93

四、結論與建議
(1)拉力及壓力試驗之線性段，可由 Gauge Factor 及電阻變化

三、結果與討論
圖二顯示拉力試體應力及電阻變化率對應變之關係，取電阻變
化率對應變的斜率開始改變前的線性段做線性回歸，此斜率即為
Gauge Factor (GF)，用此關係可由電阻變化率推求應變。由圖中
可知應力與應變從開始試驗到結束均呈現線性關係，但電阻變化
率在試驗過程中會有斜率的變化，在線性段(Region-I)中與應變呈
線性關係，可作為應變量測工具；在損壞預警段(Region-III)中斜
率開始變得較陡峭時，此段斜率增大的部分可作為破壞預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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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推求應變；試體即將破壞時，電阻變化率對應變的斜率會明顯
改變，可作為破壞前的預警。(2)彎曲試驗以塗層且含鋼筋之效果
最好，但必須改進塗層與混凝土間結合的能力及穩定性。(3)具 0.2
vol.%碳纖維含量之碳纖混凝土(CFRC)，在受拉、受壓及撓曲行為
下具有應變量測及損壞預警之能力。
研究員
主任暨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所結構組碩士

葉芳耀
張國鎮
廖文正
連婉佑

《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四》

營建自動化橋墩工法之研究
台灣多山的地勢條件，再加上近年來對自然環境保護需求意

效果依舊完好，圍束區混凝土仍保持良好狀態。同樣地，複合式

識之高漲，為避免大規模開挖與路堤施工，降低對環境之衝擊，

橋柱在側向位移比為 9% 時雖然部分主筋外露和些微挫屈，但其

對高橋柱的需求越來越高。目前大部分的高橋柱為鋼筋混凝土橋

箍筋並未有外凸現象，圍束區混凝土也仍保持良好狀態。由此可

柱，此種橋柱具大量主筋量、緊密箍筋與繁複中間繫筋等需求以

證本研究所開發之兩種工法橋柱韌性皆優於傳統橋柱。

達到應有的結構性能，所需作業方式具備了相當的施工困難度與

800

Lateral Disp.(mm)

600

危險性，也進而影響工期與造價。此外，若未經妥善的施工計畫，
緊密排列的鋼筋也會造成混凝土澆置作業的困難，進而對於整體
橋柱之施工品質與耐震行為造成不良影響。為解決這些實務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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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推動營建自動化，同時達到省工、品質穩定、抗震性能提
2500

升等效益有其必要性。爰此，本研究目的係開發營建自動化橋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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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force (kN)

墩柱工法。經參考國內外橋梁墩柱先進之工法，本計畫開發兩種
營建自動化橋墩工法，其一為 H 型鋼複合式橋柱工法，另一為多
螺箍橋柱工法。為探討兩種工法橋柱和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柱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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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本研究透過大尺寸橋柱試體之實際施工演練與性能試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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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包括本研究開發之兩種工法橋柱試體外和一座傳統配置橋柱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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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試驗配置與實驗結果

體，針對兩種橋柱之施工性、耐震性與經濟性進行檢討。
圖一為三座橋柱試體之斷面配筋圖，試體之設計原則為強度
相等，圖二為試驗配置與實驗結果。為探討三座試體之耐震性能，
本研究分別針對三座試體進行反覆載重試驗。試驗過程中，施加
固定之垂直向軸力 0.07f’cAg (=5186 kN)，側向力加載為位移控制。
本實驗之側向位移加載歷程亦繪於圖二，側向位移比(Drift Ratio)
由小到大分別為 0.25%、0.375%、0.5%、1.0%、1.5%、2.0%、3.0%、
4.0%、5.0%、8% 和 9%，其中，4%以前每個位移量施載 2 次迴
圈，其餘位移量則施載 3 次迴圈。

(a)複合式橋柱(9%)

(b)多螺箍筋橋柱(8%)

(c)傳統配置橋柱(5%)

圖三 試驗破壞相片比較
由於箍筋綁紮是橋柱施工最為繁雜的工項之一，所以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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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發工法主要係將箍筋加工組立自動化，經在地震中心實作證
實兩種工法在施工效率上確實明顯優於傳統作法，可用於改善營
造業勞工短缺及工人素質不穩定的問題。綜整本研究成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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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柱之施工性、耐震性和經濟性，可歸納以下三點結論：
1. 在施工性上，多螺箍橋柱和複合式橋柱兩種工法橋墩在施工效
率上皆優於傳統作法，多螺箍橋柱工率為傳統柱之 87%，複合
式橋柱為傳統柱之 93%。
2. 在耐震性上，傳統柱在側向位移比為 4%時主筋即明顯挫屈；

圖一 試體斷面配筋圖
實驗所得之遲滯迴圈亦繪於圖二。由圖中可發現，本計畫所
提出之多螺箍橋柱與 H 型鋼複合式橋柱之耐震性能均優於傳統橋
柱。在韌性方面，傳統橋柱在側向位移比為 5% 時強度即明顯折
減，故傳統橋柱實驗只做到 5%位移比；多螺箍橋柱在側向位移比

多螺箍柱在 8%時主筋挫屈，強度折減；複合式柱則在 9%時主
筋挫屈，強度折減。故複合式橋柱之韌性最佳，多螺箍橋柱之
韌性亦明顯優於傳統橋柱。複合式橋柱之剪力位移也明顯低於
傳統柱，多螺箍筋柱之剪力位移則略高於傳統柱。
3. 在經濟性上，在試體設計強度為相同之基準下，多螺箍橋柱造

為 8%時強度才開始折減；而 H 型鋼複合式橋柱在側向位移比為

價低於傳統橋柱(94%)，複合式橋柱由於鋼骨材料費較高，造

9%時強度才開始有較大的折減，所以多螺箍橋柱與 H 型鋼複合式

價高於傳統橋柱(129%)。

橋柱之試驗分別做到側向位移比為 8%和 9%時才停止。圖三所示
為三組試體於完成實驗，並將表面混凝土鑿除後所拍攝之破壞相
片。如圖所示，傳統橋柱之主筋在側向位移比為 5% 時矩形箍筋

副研究員 洪曉慧
橋梁組組長暨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 宋裕祺
主任暨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張國鎮

外凸破壞，彎鉤脫離，所以柱心混凝土也遭壓碎，主筋明顯外露
並挫屈(圖三 c)。但多螺箍橋柱在側向位移比為 8% 時螺箍之圍束

NCREE |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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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五》

單跨樁基礎裸露橋梁之振動台實驗研究
移動。此外，固定基礎橋柱承受之彎矩，遠大於樁基礎結構下之

一、前言

橋柱彎矩，可說明樁基礎結構含樁土互制下，橋柱底最大彎矩值
台灣雨季與颱風常為台灣帶來龐大雨勢，造成河流中下游之
公、鐵路橋梁基礎受沖刷導致基樁裸露，又因為台灣處於環太平
洋地震帶西岸，常有偶發性地震發生，當這些基樁裸露的橋梁受

大量下降，且改由基樁承受較大的彎矩，說明橋梁結構受沖刷後
破壞機制，可能由原先橋柱彎矩破壞轉移到基樁彎矩破壞。
表一 結構整體週期與阻尼比

到地震之侵襲，將可能使橋梁發生大量位移，造成落橋及結構損

Case

Period (sec)

Damping (%)

壞的可能。因此，為了瞭解橋梁基樁裸露是否影響其耐震性能，

ABS-H0D-R0D

0.73

13.34

及探討裸露後結構破壞機制的轉移，本研究進行一系列的振動台

ABS-H0D-R3D

0.85

16.25

實驗，探討橋梁樁基礎受沖刷裸露後，耐震性能是否下降，同時

ABS-H3D-R3D

1.02

18.64

以結構模擬軟體分析，進而與實驗之結果作一合理性比較。

ABS-H3D-R6D

1.14

10.87

ABS-H6D-R6D

1.28

16.84

二、實驗規劃
本研究以單跨簡支橋含樁基礎為研究對象，探討基礎沖刷裸

2000

露後之耐震行為。試體由鋼梁、雙柱式鋼橋墩、基礎版及鋁樁組

1800

成，鉸接端 H 為橡膠支承墊，滾接端 R 為滾珠支承。實驗參數為

H0D-R0D
H0D-R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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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D-R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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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基礎裸露之高度，分為 Fixed base、H0D-R0D、H0D-R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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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D-R3D、H3D-R6D、H6D-R6D；代表基礎固定、兩邊全覆土無
沖刷之狀態、鉸接端未裸露－滾接端裸露達三倍樁徑、鉸接端及
滾接端皆裸露達三倍樁徑、鉸接端裸露三倍樁徑－滾接端裸露達

1200
Footing

1000

六倍樁徑、鉸接端及滾接端皆裸露達六倍樁徑。輸入地震歷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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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白噪地震（30gal）可識別結構基本週期，EL Centro 地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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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076 測站之南北向地震歷時，並製作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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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樁基礎橋梁之彎矩分布圖（TCU076 Artificial, 200gal）

四、結語
本研究探討單跨簡支含樁基礎之橋梁受沖刷裸露後之耐震行
圖一 基礎固定之單跨橋梁模型試體

為，藉由雙砂箱剪力盒與振動台實驗，檢視橋柱與樁基礎之需求
容量關係。實驗結果顯示，固定基礎之橋柱須能承擔較高的彎矩
需求容量比，相較於基礎裸露者為一保守的設計條件。隨樁基礎
裸露程度增加，結構顯著週期亦增加，大梁加速度則恰成相反，
但大梁位移因與反應譜特性相關而無固定趨勢。相同地震作用下，
當樁基礎裸露增加後，樁體最大彎矩發生位置越趨朝樁底方向移
動，並非位於樁頂。如根據柱、樁彎矩之需求容量比檢討橋梁安
全時，樁體彎矩比值之變化較小，但仍受地震特性影響須個案檢

圖二 基礎裸露之單跨橋梁模型試體

討，惟柱身彎矩比均呈現下降。如根據柱、樁之變形檢討橋梁安
全時，橋柱相對位移放大趨勢則較樁明顯，應與基礎裸露後基礎

三、實驗結果探討

版之旋轉貢獻有關。整體而言，當基礎裸露之橋梁受地震作用時，
宜整體檢視柱、樁破壞模式轉移現象，尤以樁體彎矩及橋柱相對

結構整體週期與阻尼比分別經由轉換函數及半功率法求得，
如表一所示，周期與阻尼比均隨裸露程度增加而改變。
圖三為受 TCU076 Artificial 作用下，樁、柱之彎矩分佈。基
樁最大彎矩值，隨裸露深度增加而增加，且發生的位置逐漸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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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為檢查重點。
副研究員 劉光晏

《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六》

以結構性能為基準之橋梁耐震設計與檢核程式開發
一、前言
自 1989 年 Loma Prieta 地震後，為兼顧基礎設施的使用機
能、可修復性、安全性與經濟性，從既有基礎設施評估補強到
新建設施設計，美國開始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法，同時也帶動其
它國家積極的跟進，如日本、中國大陸、紐西蘭、澳洲、西班
牙、加拿大等皆已將耐震性能設計之精神與內涵納為編訂新世

圖三 NCREE-PBSD for Bridge 斷面編輯視窗

紀技術規範之基本架構。為此，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於 2011 及 2012 年委託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進行「公路橋梁耐震性能
設計規範委託研究案」，期能藉此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達國
際水準。此研究案架構主要分三大區塊，分別為設計要求與地
震資料、第一階段設計及第二階段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其中
第二階段是用來檢核初步設計橋梁在不同地震等級下所處的性
能狀態，除須檢核整體橋梁是否符合對應的性能標準外，個別

三、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功能
在「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委託研究案」所提之第二
階段檢核需包含整體橋梁性能檢核及局部構件之檢核。因此，
NCREE-PBSD for Bridge 也具有相關之分析與檢核功能(如容量
譜降伏點與各狀態之譜位移容量之求取、各地震等級之位移需
求求取)及視窗介面(圖四、五)。

構材亦須進行位移容量之檢核。一般進行耐震性能評估檢核大
都採用靜力非線性分析，然而，在進行靜力非線性分析及性能
點檢核的過程相關繁複，可能造成分析上的不便，如構件塑性
鉸分析、性能點計算與檢核等，故本團隊針對此部份開發一”以
結構性能為基準之橋梁耐震設計與檢核程式(NCREE-PBSD for
Bridge)”，希望能簡化工程師未來在橋梁耐震性能設計時之作業，
以提升設計與分析效率。
圖四 NCREE-PBSD for Bridge 橋址相關資料輸入視窗

二、橋柱塑性鉸分析功能
NCREE-PBSD for Bridge 目前提供鋼筋混凝土柱(圓型、矩
型、壁式)及鋼橋柱(圓型、矩型)之塑性鉸分析功能。圖一及圖
二分別為 RC 及鋼橋柱塑性鉸破壞模式。另外，在程式開發時
亦加入視窗化之斷面編輯功能，除可加快工程師輸入相關斷面
資訊，亦可即時檢視所輸入斷面尺寸或配筋資訊是否有誤(圖
圖五 NCREE-PBSD for Bridge 整體性能檢核圖

三)。

四、未來展望
目前 NCREE-PBSD for Bridge 程式開發工作已針對「公路
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委託研究案」中第二階段所需檢核之工
作相關功能進行初步建置，希翼作為工程師在未來在進行橋梁
設計與檢核時之工具，以提升工作效率，節省設計成本，未來，
也希望透過工程師的使用經驗回饋，以讓 NCREE-PBSD for
圖一 鋼筋混凝土橋柱塑性鉸破壞模式定義

Bridge 能更為完善。
副研究員 洪曉慧、陳俊仲
助理研究員 賴明俊
台北科技大學碩士 林冠禎
組長暨台北科大學教授 宋裕祺

圖二 具填充混凝土鋼橋柱塑性鉸破壞模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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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延壽工程技術研發之七》

橋梁檢測評估專家系統之建置
檢測資料與法則資料庫管理等。上述各項功能均與 NCREE-BMS

一、前言

系 統 整 合 ， 並 以 擴 充 模 組 (Plug-in Modules) 方 式 擴 充 至
依據交通部統計資料，我國橋梁目前約2萬餘座，分別由鐵路
局、高公局、公路局、觀光局、營建署及各縣市政府負責管理，

NCREE-BMS 系統中，橋梁檢測評估專家系統之系統架構如圖二
所示。

為整合各機關橋梁資料，與利各層級進行整體性之橋梁管理、預
算分配及災害防救等業務，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88年開發臺
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下稱
TBMS），並於民國89年建置完成，開放全國各橋梁管理機關使
用。
TBMS 以 DERU 做為檢測與評估的基礎，此方法之優點是
作業方式簡單，缺點則是容易因為主觀的判斷，而造成評估結果
的差異。目前國震中心正在發展的 NCREE-BMS 即在改善此一
項問題，除了改善評估的方式、項目、內容之外，亦在改良過去
DERU 過於主觀的評估問題，透過更加科學的方式，提供更完整
的決策資訊給管理單位應用。為考量未來研究與應用之需要，本

圖二 橋梁檢測評估專家系統之系統架構

三、未來展望

系統將以可擴充設計之模組化系統為主要方向，並整合行動化檢
測資訊連結技術及包含 2D 及 3D 之空間資訊擴充技術，最後藉由
法則式專家系統及類神經網路做為後續評估分析之方法，推論出
符合實際橋梁管理應用需要的結果。NCREE-BMS 之系統畫面如

目前系統正在導入應用階段，未來將整合橋梁結構、管理、
資訊等各領域學者與專家，並結合理論和實務經驗進行擴充與驗
証，透過專家建立之評估法則及更詳盡的橋梁評估內容，並以命
名空間觀念管理專家系統知識庫，此將有助於針對不同評估項目

圖一所示。
在 NCREE-BMS 新的橋梁檢測架構之下，除了強化檢測的
內容之外，亦需要一個客觀，且能更精準提供管理單位應用的評
估資訊。有鑑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橋梁研究團隊將整
合橋梁結構、管理、資訊等各領域學者與專家，並結合理論和實
務經驗，建立一套能協助橋梁管理單位應用之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透過由專家所建立的評估法則，以及更加詳盡的橋梁
評估內容，藉由專家系統之推論引擎，推論出符合實際橋梁管理

選定不同知識庫，對於不同專家所建立之知識庫亦可有效地區分
應用與比較。並使用類神經網路所建立之矩陣式知識庫，與法則
式知識庫相輔相成，此將有助於彌補部份法則不完備時之應用。
透過法則式專家系統與類神經網路之結合，以包含橋梁基本資料、
各部構件資料及過去目視檢測之橋梁資料進行系統分析成果之驗
証，推論出可信度較高的評估結果。
在專家系統推論引擎方面，本系統將整合以 CLIPS 為推論
引擎，做為專家系統之核心，而類神經網路分析核心亦將使用可

應用需要的結果。

以與 CLIPS 相容之程式庫，將其學習所得之矩陣式知識庫，做
為橋梁檢測推論之應用。
在專家系統介面方面，將結合 Web 技術與 HTML 5 所發展
之使用介面，可以提供知識工程師與使用者操作專家系統之介面，
透過圖形化操作的方式，減少過多文字命令之記憶，提高個體與
法則編輯之準確性。
助理研究員 許家銓、賴明俊
副研究員 陳俊仲、洪曉慧
橋梁組組長暨北科大土木系教授 宋裕祺
圖一 NCREE-BMS 系統畫面

二、功能簡介
NCREE-BMS 使用 ASP.NET MVC 架構開發，提供一個可
以擴充的系統架構，本計畫即在此架構下，擴展評估計算介面實
作，增加專家系統法則之推論機制與類神經網路輔助分析核心，
其各項擴充分別為：專家知識擷取視覺介面、法則推論引擎整合、
類神經輔助專家系統分析核心、專家系統使用者操作介面及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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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災報告

1031 花蓮瑞穗地震事件勘災紀要

一、概述

如圖二所示。結果顯示死亡與重傷人數推估為 0 人，但有 37 個村
里震度達 0.16g 以上，須予警戒。當時全國均感受震動，台北地

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 20 時 02 分 9.0 秒（世界時間 12 時 02

區尤其明顯，故無人傷亡的推估、通報，頗有安定之作用。

分 9.0 秒）於花蓮縣縣瑞穗鄉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ML6.3 之強烈地
震。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CWB）地震測報中心所公布之地震
速報（圖一）震源參數資料顯示，震央位置在北緯 23.55 度、東
經 121.42 度，位於花蓮縣政府南偏西方 52.9 公里處，震源深度為
19.5 公里。而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所公布的震央位置為北
緯 23.591 度、東經 121.443 度，震源深度為 12.0 公里，地震矩規

圖二 災損早期評估之流程(左)與結果(右)

模 MW 為 6.3。

三、校舍建築物震害
國震中心於地震發生後隔天(11/1)上午即前往花蓮地區瞭解
學校建築物之受損情形，依據學校回報之受損情形決定優先勘查
之順序，總計共勘查 5 所國中小學校，表一為本次地震後實地勘
查學校承受之最大地表加速度。
表一

實地勘查學校與其最大地表加速度

項次

圖一

中央氣象局 1031 瑞穗地震報告

*

學校名稱

最大地表加速度 (gal)

震度(級)

1

萬榮國小

175.968

5

2

萬榮國中

173.914

5

富源國小

226.196

5

4

大進國小

218.207

5

5

瑞美國小

177.283

5

3

縣市別

花蓮縣

*

依據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速報站量測資料內插計算所得

實地勘查學校中計有 5 棟校舍具高度震損風險，除 1 棟校舍

二、震源參數與強地動分析

於今(102)年 10 月下旬始完成詳細評估外(已規劃辦理耐震補強)，
其餘 4 棟校舍已於本次地震前完成耐震補強。若以已耐震補強之

國內外各相關單位所公布的震源機制都相當接近，本報告以
中央氣象局之寬頻 CMT 解為準（圖一左下），兩個可能的斷層
面參數分別為：走向 87 度、傾角 48 度、滑移角 137 度和走向 209
度、傾角 59 度、滑移角 51 度。若參考餘震分布狀況與震源區域
之構造型態，初步判斷真實斷層面參數應為走向 209 度、傾角 59
度、滑移角 51 度，是一個接近北偏東走向，向西傾之逆衝斷層帶

校舍而言，
「本次地震承受之最大地表加速度值」高出「補強前建
築物之耐震能力」甚多，如圖三所示，所幸已及早完成耐震補強，
本次地震並未造成花蓮縣校舍建築物出現任何結構性損壞，倘若
未能於本次地震前完成耐震補強，可能造成校舍較嚴重的結構性
損壞，危害師生之生命安全。

有些許平移錯動型態的破裂面。此地震後伴隨著許多餘震活動，
其中不乏規模 4 以上之中型地震，目前最大之餘震在 10 月 31 日
23 時 47 分發生，規模 ML4.8。
根據氣象局即時強震資料，震度最大的測站是光復站（EGF）
，
震央距為 16.22 公里，其東西向之地表加速度達 306.32 gal，達六
級震度（PGA 250~400 gal）；而自由場測站則由 HWA035 鳳信
國小在南北向記錄到 460.62 gal，達七級震度（PGA 400 gal 以上），
其震央距為 20.62 公里，其他另有 5 個自由場測站也觀測到七級
震度。由圖一和各即時站震波圖可發現，地震震央以北之測站的
地表加速度明顯強於震央以南之測站，可能與震源破裂之方向性
有關，為本次地震較特殊之現象。

圖三

具高度震損風險校舍之最大地表加速度值比較
國震中心地震緊急應變小組

國震中心於 20 點 11 分收到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電子郵件，
伺服器隨即自動進行災損早期評估、完成推估結果的簡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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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2013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研院）與英國文化協
會（The British Council）於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假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2013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國際競
賽」。藉此推廣地震工程防災教育，鼓勵學生藉由參與科學競賽
而激發創造力，並提供國內年輕學子與各國精英同台競技的機會，
提昇我國年輕下一代的國際視野與專業能力。

一、與地震共存，抗震盃長期落實防災教育
自從 921 大地震發生至今已 14 年，這十幾年來地震工程技
術雖然不斷創新，然而以現今的技術水準仍然無法有效預測地震，
因此平時的防震準備以及地震防災教育更顯得重要。
抗震盃自 2001 年起，迄今已歷經 12 屆競賽，參加國內外學
生總數超過 4,600 人，曾參賽過的國家包含英、美、日、韓、新
加坡、印尼、印度、香港、馬來西亞、越南、紐西蘭、澳洲、貝
里斯、菲律賓與瓜地馬拉等 15 國。今年的比賽，總計共有高中、
大專、研究生組共 101 隊參賽，總參賽人數將近 500 人，其中包
含 27 支國外隊伍。

二、小創意大巧思，今年又有甚麼驚喜

圖一 模型競賽結果解說
比賽過程精采不斷，一改去年各組冠軍獎留國內的情況，今
年抗震盃高中、研究生隊伍冠軍獎盃均由國外隊伍奪得。在高中
組部分，由新加坡達善中學獲得第一名，該校去年得到第二名佳
績，今年捲土重來，模型採輕量化設計，整體韌性較好且施作品
質佳，終能一舉奪冠。大專組是今年唯一由國內隊伍奪冠的組別，
由明新科技大學獲得首獎，他們的模型重量非常輕，而且能承受
的重量達競賽規則上限，並且通過競賽最大地震 800gal 的嚴格考
驗。而研究生組競賽則由香港科技大學獲得首獎，模型採基底隔
震方式設計，以滾動鋼珠輔以雙層滑軌的方式，分別抵抗來自不
同方向的地震力，整體表現出來的耐震能力十分卓越，而且模型

活動一連舉行三天，首先由 9 月 13 日（五）的「抗震盃研究
生組國際研討會」揭開序幕，會中將邀請所有研究生組參賽隊伍
共同參與。透過研討會的形式，選手們將闡述模型設計理念，以
及防震、隔震與減震消能的方法，藉以提供台灣學子與國際接軌
的機會，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
9 月 14 日（六）為競賽活動之模型製作，各組參賽隊伍必須
在 6.5 個小時之內完成模型製作，並於完成後交由裁判審查、決
定模型載重後才能獲准參加第二天的競賽。
活動正式開幕為 9 月 15 日（日），在國研院羅清華院長與英

可耐 950gal 的地震力，非常接近競賽要求的設計地震力 1000gal，
因此獲得第一名殊榮。
高中組第二、三名分別由 Henderson Secondary School（新加
坡達善中學第二隊）與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獲得。大
專組第二、三名則由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與 DuyTan University （越
南峴港大學）獲得。研究生組第二、三名由 Keimyung University
（韓國啟明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獲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科技大學（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為觀摩今年抗震盃活動，特別派請 Norhazilan Bin Md

國文化協會台北辦公室艾麗珊處長（Ms. Alison Devine）蒞臨致詞

Noor 教授與兩位學生來台擔任抗震盃活動工作人員，藉此深入瞭

後，依序進行高中、大專與研究生組的模型競賽測試。高中、大

解整體活動舉辦細節，希望也能比照台灣抗震盃模式，在馬來西

專組依照樓層面積的大小，在模型上加載至少 7.5 公斤的鐵塊，

亞舉行類似科教活動，擴大抗震盃在國際上影響的深度與廣度。

而研究生組則一律必須於每層樓加上 10 公斤、總計 40 公斤的鐵

Norhazilan Bin Md Noor 教授並在開幕典禮上代表校方致贈獎牌，

塊。高中、大專組模型將以各種不同震度的地震進行測試。測試

感謝國家實驗研究院長年舉辦抗震盃對於推廣科普教育的貢獻。

開始時的第一個地震震幅並不大，然後震幅逐漸加大，直到競賽
規定的最大地震強度或所有模型崩塌為止。而研究生組則開放參
賽學員自由設計各種隔減震裝置，但模型必須剛好能撐過競賽規
定之地震力（1000gal）、而在 1050gal 時倒塌，才能獲得最高分。
模型安置於振動台測試之前，均事先記錄每一個參賽模型的
質量，模型質量越小越好，模型測試中則會記錄造成該模型破壞
時的地震強度。這些數值將被用來計算每一個模型的效率比，經
由振動台測試後，每組將評選出前三名效率比最高的模型，頒發
獎金及獎盃給製作該模型的小隊。此外裁判團會票選出「結構設
計創意獎」、「建築美觀設計創意獎」、「海報製作獎」等各種
獎項，頒發金額不等之獎金與獎狀以鼓勵年輕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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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第一名

大專組 第一名

研究生組 第一名

新加坡達善中學

明新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圖二 高中、大專及研究生組首獎模型
副技術師 李牧軒

國際交流

2013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ITP2013)

2014 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ACEE2014)

災害性地震長久以來都是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歐亞地震帶造
成嚴重人命與財產損失之主要天然災害。為協助位於這兩個地
震帶上隨時遭受地震威脅的開發中國家提升耐震技術水準與耐
震設計能力，以防制因地震所可能引致的災害，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持續補助經費，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舉辦「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邀集西亞、東南亞及中
南美國家具耐震設計相關經驗與背景之政府官員、工程師及研
究人員，進行為期一週的課程，藉以宣導及推廣我國在耐震設
計上的研究成果及工程實務經驗，並提供機會讓學員間能彼此
分享經驗及交換意見。

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為近年重要的國際地震工程會議，該
會議創始於 2004 年，為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性會議，歷經十
年期間至今，各次主辦國皆為亞洲之主要國家，歷次舉辦的國
家分別為菲律賓、泰國、日本。第四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於
2012 年由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主辦，該次會議與
CUE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聯合舉辦，由於各方專家學者踴躍參加，使會議圓滿成功，並
於該會議中決議由台灣擔任第五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的主辦
國。
第五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將於 103 年十月 17(五)~18(六)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自 2002 年開始舉辦，至
2012 年為止共舉辦十一屆，計有來自二十二個不同國家，共近
四百位學員參與。本年度第十二屆訓練班課程，已於十月二十
一至二十五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盛大舉辦；共邀請來自
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印度、印尼、約旦、馬來西亞、土耳其、
越南、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多明尼加等十二個國家之
26 位學員參加為期一週之課程(圖一），以擴大國際交流，提升
友邦國家耐震設計相關專業能力，並讓具迫切耐震需求之國家
參與本訓練班。

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行，本次會議將由國震中心與台大聯合
主辦。會議主題為「Earthquake Engineering for Resilient
Communities」，本研討會誠摯邀請地震工程領域相關的學者、
研究人員、教授、工程師齊聚於這精采的論壇中，藉此機會交
流於地震工程領域相關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同時也促使各國學
者交換彼此新的研究想法與未來展望。
國震中心將於 103 年度開始建置第二實驗設施，設置一套
長衝程高速度振動台系統，以研發近斷層耐震技術，並預計於
106 年正式運作。為此，國震中心將於本次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ACEE2014)之前，召開近斷層地震耐震技術研發研討會，邀請
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參與，共同針對近斷層地震耐震技術研究議
題進行討論，作為規劃未來研究議題之基礎。

議題：
1. Engineering seismology
2. Tsunamis
3. Geotechnical earthquake engineering
4. Innovative Design of new structures
5.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existing structures
圖一 ITP2013 全體參訓學員合照
本次訓練班在隆重之開幕儀式後，安排參觀本中心引以為
傲的實驗場，並簡介本中心之研究工作，使學員對我國在地震
工程上之研究成果及發展現況有有深入瞭解；為促進各國學員
間之交流，安排各國學員輪流介紹該國地震工程和防災相關現

6. Infrastructures and lifeline systems
7. Urban risk assess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8. Others
9. 支援結構實驗之軟體與硬體發展。

重要時程：

況，藉此瞭解各學員自身工作或研究領域，提供未來聯繫及合

1. 研討會網站開放摘要上傳：Nov. 11th, 2013

作發展之契機。本屆之訓練班共規劃了 19 場地震工程相關課程。

2. 摘要上傳截稿日：Mar. 20th, 2014

第五日安排學員至台中參觀受集集地震破壞之石岡水壩，以及

3. 開放線上註冊：Mar. 20th, 2014

具地震地質及地震工程豐富資訊之 921 地震教育園區，讓學員

4. 摘要接受通知：Jun. 31th, 2014

透過親身感受斷層錯動對建築物造成之破壞，瞭解耐震設計之

5. 論文全文截稿日：Aug. 15th, 2014

重要性。

6. 近斷層研討會：Oct. 16th, 2014

本次國際訓練班活動再一次順利達到強化國際關係及分享

7. 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Oct. 17th~18th, 2014

震災防制經驗之目的。最後，國震中心也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聯絡資訊：

員會國際合作處所提供之協助與經費補助，表達誠摯感謝之

研討會秘書：盧恭君 博士，Email: kclu@narlabs.org.tw

意。

研討會官方網頁：http://acee2014@ncree.org.tw
副研究員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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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五屆實驗結構工程進展國際會議
(5AESE)

2013 耐震設計規範研討會
內政部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於 94 年 7 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 11 月 8 日起為期二日舉辦「5th

1 日起正式施行，為能釐清或修訂規範中之各項疑點與缺失，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tructural

規劃新一代耐震設計規範之理念架構與發展方向，國家地震工

Engineering」國際研討會，邀請全球結構實驗工程領域之專家學

程研究中心自民國 95 年以來，陸續邀集國內之學者專家以及業

者與會。會議主題包括：

界與主管機關代表，成立「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定期開會

1. 結構與大地工程實驗領域中之新式試驗、量測與監控技術。

討論耐震設計規範相關議題，研擬改進對策以解決工程實務需

2. 即時結構試驗技術。

求，期以落實修訂國內之耐震設計規範使其更為合理完善。自

3. 結合數值解析與實驗量測之混合模擬技術。

委員會開會以來，持續針對現行版耐震設計規範議題進行研擬

4. 用於預測與解釋試驗結果之數值模形與數值模擬方法。

與檢討，日前經本中心提送之議題如建築物規範之週期上限係

5. 試驗流程標準化之建立。

數之調整、地盤分類標準、建築物之間隔規定、液化潛能判定

6. 應用實驗結果於結構設計與分析之案例。

所採用之地表水平加速度、臺北盆地設計地震微分區修訂以及

7. 支援結構實驗之資料與資訊管理系統。

隔、制震規範修訂等，均已經委員會討論決議後，送請內政部

8. 新式實驗設施之設計、建造與使用案例。

營建署審議修訂通過，並已於 100 年 7 月 1 日公告施行。

9. 支援結構實驗之軟體與硬體發展。

上述 100 年公告之規範修訂項目，亦曾於 100 年 5 月 25 日

本研討會共計有來自 15 個國家共 70 餘人參加。會中發表
特約演講 8 篇，一般演講 55 篇。大會共計發表論文 67 篇並出
版研討會論文集 I、II 兩冊。於會議期間各國與會人員除以簡報
方式分享交流最新關於結構實驗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研究成果外，
並參訪本中心實驗設施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新館隔震層，成果
豐碩。

及 5 月 31 日分別於台北、高雄舉辦兩場講習會，說明規範修訂
之內容，迄今已逾 2 年，期間本中心邀集之「規範研究發展委
員會」亦已提出若干耐震設計規範修訂條文草案，送請內政部
營建署審議中，為使業界工程師了解規範修訂內容，提早因應
於新建建案中，本中心特於 11 月 7 日舉辦「2013 耐震設計規範
研討會」。

研討會於 11 月 9 日順利圓滿落幕。第六屆實驗結構工程進
展國際會議將於 2015 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舉辦。

本次研討會主要議題有：近斷層地區之設計地震檢討、液
化潛能評估用地震規模、非結構之耐震設計與性能驗證、外島
地區設計地震檢討、速度型被動消能元件試驗與檢核項目初期
修訂、耐震設計規範 Q&A 彙編等。其中「近斷層設計地震」為
因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新公布之台灣地區第一類活動斷層
分布而修訂，對部分鄰近斷層地區之結構物其設計地震力影響
十分顯著。「液化潛能評估之地震規模」增加了判定土壤液化
所需之規模大小並加以分區，避免工程師於設計時發生誤用之
情況。其它如「非結構之耐震設計與性能驗證」、「速度型被
動消能元件試驗與檢核項目」之修訂皆與近年來之地震工程發
展息息相關。「外島設計地震」則重新檢討外島地區之設計地

與會學者合影留念

震力，使其符合學理的依據。
技師師 王孔君

會後並召開座談會，與會工程師提出許多有關規範以及設
計實務上的疑問與建議，如山腳斷層是否需納入耐震規範考量、
台北盆地設計地震微分區與行政劃分不符、耐震規範公告版本
與設計時程落差問題、建築物地下部分設計時之主被動土壓力
考量、非建築結構之設計地震力問題等等，除由主講者解釋、
說明外，與會工程師之間更提出不同意見及建議，彼此經驗交
流，讓主辦者與參與者皆收穫良多。
助理研究員 邱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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