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
2014.6
專題報導

發行人：張國鎮
本期主編：王仁佐、張慰慈

訊

第九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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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功能性支承橋梁數值模擬分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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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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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功能性支承元素(FBM)，模擬縮尺橋梁模型裝設橡膠支承墊之振動台
試驗。FBM 模擬方法可有效模擬功能性支承滑移量。本文亦比較傳統單一支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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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研究橡膠支承墊是否有相同於 921 集集大地震中，發生支承滑動後降低橋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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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與數值模擬分析
在 1999 年集集地震中實屬少見，因結構系統配置之差異，取而代之的是支承的
摩擦滑移現象，但橋柱並無嚴重受損。因此，耐震評估與補強策略亦應因地制宜，
若允許支承摩擦滑移後可降低傳遞至下部結構的慣性力，橋柱與基礎的地震力設計
需求因而減小，大規模補強的作業就可避免。本研究模擬橋梁振動台試驗模型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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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配置，為一端為純橡膠支承(簡稱 RB 端)，另一端為表面塗有鐵氟龍（PTFE）之支
承墊(簡稱 PTFE 端)，如圖一所示。根據其試驗尺寸配置資料，可以計算出功能性支

․專題報導：

承模型之各個元素相關參數，如表一所示。圖二為功能性橋梁數值模擬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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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功能性支承橋梁振動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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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l Centro 地表加速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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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功能性橋梁數值模擬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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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圖六 RB 端 FBM 各自支承元素相對位移歷時
由圖四至圖六顯示兩種模擬方式與試驗結果之比對，不論使
用何種模擬方式，其分析結果所推測之最大位移與試驗結果相當

表一 縮尺橋梁模型振動台試驗之相關參數

貼近，證明了在此研究中所提出之功能性支承模型在動力分析下
之可行性，且透過功能性支承模型，可以根據分析結果來判斷兩
端支承墊各自的滑動量，以 ELX200 為例，可發現在 RB 端幾乎
沒有發生摩擦滑動行為，而在 PTFE 端在地震過程中確實有發生
摩擦滑動，而最大為滑動量為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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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橋面板位移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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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二》

三維等效單軸混凝土組成材料之研究
一、 摘要

五、Closure Menetrey Willam 破壞曲面

本研究主要為研究混凝土結構之非線性行為，透過 Darwin &

假設主應力空間中一點 M c ( 1 , 2 ,  3 ) 位於加載路徑上，表示

Pecknold 的等效單軸應變概念與 Balan et al.建置的系統性方法建

現時的應力狀態，之後，連接點與原點得一直線並延伸至與破壞

構混凝土材料亞塑性模型。透過將材料多軸行為轉化為多個單軸

曲面相較，此時之交點 M r ( 1c ,  2 c ,  3c ) 即為各方向之現時混凝土

行為的方式，簡化了混凝土塑性行為中複雜的數學計算。混凝亞

強度，如圖一(a)，圖一(b)則為 cap model 將模型封閉後之曲面。

塑性材料模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材料破壞曲面與單軸應
力應變曲線，本文選用由 Menetrey &Willam 修正 Willam-Warnke

M r ( 1c ,  2 c ,  3c )

 3

 2

 2

模型得到的 Menetrey &Willam 模型，同時，為了考慮材料之三維


壓力強度極限，加入 Cap model 修正，提出封閉 Menetrey &Willam

 3

模型(CMW model)；單軸應力應變曲線部分則使用 Saenz 提出的
單軸應力應變曲線公式。本文之數值算例，驗證混凝土之單軸、

M c ( 1 ,  2 , 3 )

雙軸與三軸行為。透過本研究的完成，可與有線元素法或向量式
 1

 1

圖一(a)

圖一(b)

有限元法結合，並有效地預測混凝土結構之非線性行為。

二、混凝土材料模型

圖一 三維混凝土破壞面

本 文 採 用 的 混 凝 土 材 料 模 型為 三 維 亞 塑 性各 向 異 性 模 型(3D
hypoplastic orthotropic model)。考慮小變形的情況下，應力應變本
構關係將以增量向量形式表示:

六、數值與實驗結果比對
將本方法與 Kupfer et al.單軸壓力實驗比對，可得到吻合的結

(1)

dσ=D L dε

果，如下圖：
1.2

由於式(1)的 D L 的參考座標為主應力座標系(local coordinate，相對
於絕對座標系)，必須透過旋轉座標 T 轉換至絕對座標系(global

0.8

(2)

s 1/f 'c

coordinate)得到 DG ，才能做矩陣疊加進而得到元素之進度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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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效單軸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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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win & Pecknold[2]提出等效單軸應變概念。等效單軸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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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式(3)可得到等效單軸應變與實際應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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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 單軸壓力

為一個虛擬假想應變，其本身並無實質的物理意義。等效單軸應
變主要是為了用來轉化材料之多軸行為，使其成為多個單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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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軸包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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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nz 提出了單軸應力應變曲線。此曲線之方程式在使用上
非常方便，僅透過一方程式便可描述曲線之上升與下降段。公式
如下: 而鋼骨斜撐之形式改為鑽石型(PFD-M16)，可讓力量分散在
斜撐接合處，減少集中在角隅的缺點，因此韌性稍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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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三》

利用雲端運算技術輔助槽接式挫屈束制支撐設計
一、槽接式挫屈束制支撐 (WES-BRB)

三、提升設計工作的「質」與「量」

以結構系統而言，挫屈束制支撐構架與同心斜撐構架同樣具

為保有資訊透明與雙重檢核機制，因此所有 BOD 運算所得到

有高側向勁度的特性，而挫屈束制支撐(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的設計檢核結果，使用者可下載結構計算書，詳細檢視其運算流

BRB)與同心斜撐構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BRB 受壓時可達降伏而

程；另外可以下載試算表，由於試算表格中已預先嵌入對應之計

不發生挫屈，且受拉與受壓強度差異小且行為相當對稱，這種特

算公式，透過試算表計算結果與 BOD 系統設計結果的兩相對照，

性可以增加抗側力系統的整體韌性，產生飽滿的遲滯行為來消散

除了可以讓使用者進行雙重檢核驗算，同時也是使用者了解 BOD

地震所帶來的能量，因此 BRBF 系統近幾年來受到國內外高度關

運算內容的最佳索引。最後，透過結構計算書與試算表，再搭配

注並且已經被廣泛地應用。

國震中心設計的標準圖說，工程師可快速將自動化結果與後續製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最新研發完成之
槽接式挫屈束制支撐(Welded End-Slot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 ,

圖 工 作 連 結 。 因 此 ， BOD 可 充 分 協 助 結 構 設 計 人 員 提 升
WES-BRB 構件與接合設計工作的「質」與「量」。

WES-BRB) (圖一)，其主要特點在核心單元以及其端部接合段型
式，利用 WES-BRB 核心單元其端部的開槽，可在安裝時將構件
End‐Slot

插入接合板，並在開槽側與加勁板側進行銲接接合，因此可有效
降低材料、製造與安裝的成本。相較於習見之採用螺栓接合型式

Mortar

的 BRB，WES-BRB 特有的端部開槽接合型式除了能夠創造省工
省料的優勢，並能有效縮短端部接合的長度，大幅提升構件端部
Unbonding
Layer

以及接合板之穩定性。此外，消能段長度亦可因此增加，進而提

Steel Casing

升構件疲勞壽命。為確保 WES-BRB 可被正確設計且完整發揮消
能作用。因此，國震中心研究人員根據實驗結果，針對槽接式挫
屈束制支撐本體以及隅板接合細節，提出對應的設計與檢核方

Core Member

WES‐BRB

Buckling Restrainer

圖一 槽接式挫屈束制支撐(WES-BRB)

法。而前述的設計方法內容涵蓋七大項的檢核內容，所需要計算
量十分可觀，故需要輔以計算機以利設計工作的進行。因此，國
震中心在提供硬體技術外，以執行結構設計的工程師為服務對

Client

HTTP
Port:80
Port:8080

Server

象，提供 Brace on Demand (簡稱 BOD)雲端設計服務支援。

二、BOD 雲端設計服務
為協助工程師進行 WES-BRB 的設計工作，國震中心自行開發
Brace on Demand (BOD)的雲端設計服務(http://BOD.ncree.org.tw)。

圖二 BOD 主從式系統架構

如圖二所示，BOD 雲端設計服務係採用主從式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作為系統架構設計基礎，使用者僅需於專屬 BOD 客
戶端瀏覽器(圖三)，輸入構架幾何資料、梁柱尺寸、WES-BRB 規
格以及與等效勁度 Keff 等設計需求，即可透過瀏覽器對 BOD 伺
服器發出計算請求，伺服器可根據客戶端需求，進行 WES-BRB
的自動化設計以及檢核工作，並將設計結果回傳至客戶端。經統
計，使用一般電腦在家用連線環境(ADSL 8M/640K)的設備條件
下，自客戶端發出需求，經伺服器端處理完成雲端運算，至最後
客戶端回收計算結果並完成顯示，整體耗時通常低於 0.1 秒。換

圖三 BOD 客戶端瀏覽器

言之，完成雲端運算的過程十分快速，且其餘操作流程無異於一

助理研究員 莊明介、吳安傑、專案助理研究員 林保均

般商用設計軟體。故此項雲端設計服務，可在不改變工程師操作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蔡克銓

結構分析設計軟體習慣的前提下，將此雲端服務導入於現行的工
作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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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四》

多用途工程模擬環境之研發
一、前言

的工作、並讓 VESEN 能保有適當的擴充性。
具體的設計方法是採用軟體工程中的物件導向設計

隨著工程技術的日新月異，土木工程產品的功能性與複雜度
均非過去所能想像，但如何以電腦模擬來評估新一代工程產品的
性能卻是一大挑戰。拜資訊軟硬體技術的進展之賜，結合多種數
值方法的耦合模擬（hybrid simulation）開始為土木工程師所重視，
本中心自 2011 年起著手研究各類數值模擬技術的耦合方法，目標
在分析土木工程結構在多重複合災害下的動態行為；其所考量的
災害類型包括地震、海嘯、山崩、土石流等，結構物的動態行為
則涵蓋受衝擊反應、破壞及崩解等。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縮寫為 OOP）與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s）（Gamma, et al., 1995）中的橋模式（bridge pattern），
將上述八類模型一一拆解為資料（data）與求解器（solver）
。VESEN
設計了專屬的動態資料庫來容納各類的求解器 — 名為求解池
（solver pool），經實際測試：前述八類模型的設計者依據 VESEN
的介面規範僅需撰寫數百行的程式碼即可將其與 VESEN 接合，
而接合時僅需撰寫兩行程式碼即可（如圖二所示），可大幅降低
數值模型設計者在程式寫作上所需花費的心力。

由於土木工程結構物的生命週期自完成後將歷經穩態及小變
形、受外力侵襲後發生損傷、乃至最終的崩塌毀壞等過程，是一
種由連續體（如未破壞的結構）轉化為離散體（如破壞後的結構

#include <sandbox/interfaces/ESMembrane.h>

元件及土石）的現象，涉及的知識包含連體力學、材料力學、破

void CreateSolverPool ()
{

壞力學、接觸理論與離散力學等（如圖一所示），因此必須慎選

:
SolverPool* spp = SolverPool::Instance ();
spp -> AddElementSolver (new ESMembrane3P);
:

適當的數值方法與相關理論。本研究初步納入兩種顯性數值法
（explicit numerical method）：向量式有限元素法（Vector Form
Intrinsic Finite Element method，縮寫為 VFIFE method）與離散元
素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縮寫為 DEM），前者是考量其
具備描述結構大變形乃至破壞崩解行為的能力，後者則是借重其
離散體接觸偵測與衝擊力的理論，將此二者以適當的軟體工程技

};
圖二 VESEN 加入新數值模型時的程式碼範例：模型設計者僅需
撰寫兩行程式碼（紅字部份）即可

術加以整合重構，打造一國人自行開發的多用途工程模擬環境
（Versatile Engineering Simulation ENvironment，縮寫為 VESEN）
。

三、VESEN 發展現況
目前 VESEN 已完成第一版的雛型平台，並實作出前述八類
數值模型的示範程式碼；經由桁架與構架的大尺度變形及破壞案
例測試（如圖三所示），已確認 VESEN 的設計確可忠實呈現耦
合模擬所需。後續將著手進行功能性支承橋梁及結構物在強震下
之反應測試，其結果將與本中心之實驗進行比對。未來 VESEN
的發展會分為三部份來執行：(a) 各類數值模型的擴充；(b) 提昇
分析精確度及效能；(c) 建置測試案例庫及進行教育訓練與推廣。

圖一 土木結構物的生命歷程需由不同的數值模擬來進行分析

二、多方協同開發的考量
VFIFE 與 DEM 在耦合模擬時包含了八類數值模型：(1) 材
料的建構關係；(2) 控制點；(3) 元素；(4) 元素的幾何外型；(5)
結構元件的斷面；(6) 元素破壞準則；(7) 元素間的接觸偵測法；

(a) 平面桁架

(8) 元素間的互動機制。各種模型的知識來自國內外不同的研究
單位或實驗室，本中心欲讓 VESEN 易用於多方協同開發，使其
扮演一協作平臺，因此在軟體設計上亦著重於簡化各模型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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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2014 抗震盃活動預告
為增進學生地震工程之防災知識，藉由競賽活動及互動式參
與增進結構抗震觀念，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1 年起舉辦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校際競賽」，至本年度為止，已歷
經 13 屆競賽，參加學生人數已超過 5100 多人，參賽國際隊伍包
含英國、美國、日本、韓國、紐西蘭、香港、菲律賓、新加坡、
越南、印尼、印度、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為世界上規模最大

(b) 大變形動力反應

之抗震競賽之ㄧ。
今年比賽延續往年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組，
亦邀請國內外學生隊伍參賽。活動內容則朝創意提升與工程應用
結合邁進，高中、大專之參賽隊伍需在活動期間製作抗震結構模
型，通過相關耐震測試。另在研究生隊伍部分，舉辦研究生國際
初始狀態

時間：0.01 秒

研討會，每隊參賽隊伍須簡報該隊之設計原理與隔減震方式，並
經由與裁判及國內外參賽隊伍之討論，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2014 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19～21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舉辦（活動網址：http://w3.ncree.org/ideers/2014/），19 日舉行
研究生組國際研討會，各隊簡報其設計與構想並討論、溝通規則，
20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21 日則為模型測試、比賽日。此外對

時間：0.02 秒

時間：0.04 秒

(c) 桁架破壞模擬
圖三 VESEN 模擬測試案例

參觀 921 地震教育園區、石崗壩、集集震害景點等，以瞭解台灣
的地震歷史及背景。期望透過這些活動的舉辦，能讓國內青年學
子有更多國際交流機會，增進地震工程之相關知識，同時對耐結
構震設計產生興趣，進而於未來投入地震工程相關領域貢獻一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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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臺俄雙邊學術交流暨國合計畫工作會議
代表團亦排定行程，分別參訪了莫斯科門德烈夫化工大學及

一、前言

莫斯科土木大學，均由兩校校長親自接待並進行雙方交流座談。
5 月 12 日至 16 日俄羅斯科學院於莫斯科總部舉辦第三屆全

莫斯科門德烈夫化工大學安排代表團參觀該校富有盛名的化工實

俄羅斯暨國際混凝土研討會議，透過俄羅斯國際工程院台灣分會

驗室及相關技術研發產品，並就混凝土材料近期研究議題由雙方

協助籌組台灣代表團，規劃台方代表出席該研討會議並進行台俄

專家學者直接面對面討論交流，研擬未來可能的研究合作議題與

雙邊交流活動。本次交流活動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國

方向。參訪莫斯科土木大學時，校方安排代表團參觀該校結構監

鎮教授為召集人，張主任亦為俄羅斯國際工程院台灣分會理事長

測實驗室之外，並與校長和副校長進行座談會議，會中就台俄雙

以及本中心執行中的台俄國合計畫之計畫主持人，除國家地震中

邊學術交流合作工作，包含簽署校際合作協議及相關共同研究等

心研究成員外，並邀集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

議題進行討論，建立雙邊合作共識有利於未來持續交流與實質合

交通大學及潤弘精密工程等專家和研究學者共計 14 人組成台灣

作。

代表團赴俄羅斯。

二、俄羅斯國際混凝土研討會暨雙邊交流活動
本次台灣代表團出席第三屆全俄羅斯暨國際混凝土研討會
議，共計發表 12 篇研究論文，議題包含混凝土創新式預鑄工法、
混凝土材料相關試驗及分析研究、混凝土結構之健康監測診斷與
評估方法等，獲得俄羅斯相關專家及研究學者相當多的回響與交
流意見，使其對台方國際研究能力與成果留下深刻印象，有利於
台俄雙邊後續研究合作發展。會議期間代表團並參訪俄羅斯國際
工程院進行雙邊交流會議，俄方相當期待相關研發之技術後續能
與台灣產學界有進一步的合作。

圖三 本中心台俄國合計畫成員與俄方主要研究學者合照

三、台俄國合計畫工作會議
於前述雙邊交流活動後，因本中心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
分院共同申請行政院科技部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原國科會國
合處)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業經審
核通過(計畫編號:103-2923-E-492-001-MY3)，執行期限自 2014 年
起至 2016 年止，計畫內容為高樓建築結構耐震穩定性實驗與理論
分析方法及其監測技術研究。今年為核定執行計劃之第一年度，
依照計畫期程規劃，由台方研究團隊赴俄羅斯進行雙邊交流暨工
作會議，遂接續前述雙邊交流活動行程，由台方研究成員赴新西
伯利亞市，針對研究合作計畫工作進行細部工作規畫與討論，會

圖一 代表團與莫斯科門德烈夫化工大學校長合照

中研究團隊成員均個別就計畫執行內容進行工作簡報，雙邊討論
熱絡並達成具體合作交流內容，包括文獻資料分享及合作實驗資
料庫規劃等，對於未來為期三年之合作研究建構實質交流項目，
同時期待持續之交流活動。俄方並安排台方研究成員參訪該分院
所屬地質調查研究所之地震觀測站，強化雙邊研究與試驗技術合
作之交流平台。

四、結語
透過本次交流活動及計畫工作會議，除加強既有台俄國合計
圖二 代表團與莫斯科土木大學校長及副校長合照

畫之研究工作成果內容，並有效增進台俄雙邊學術交流合作的共
識，對於未來雙邊更多相關議題之互惠合作，創造出更多的可能
並建立起交流管道。
副研究員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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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台日紐地震危害度評估研討會

2014 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

地震危害度評估是現今地震災害防治之基礎，然而近年發生

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之影響，颱風、洪水及地震已成為我國

之數個地震事件，例如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及紐西蘭基督城地

歷年來最大天然災害，尤其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規模 10

震，都因事發前未曾預期其發生而造成嚴重傷亡損失，顯示考量

的大地震，引發海嘯及造成橋梁與建築物之重大災情，更讓大家

不夠完善之地震危害度評估，可能使大眾暴露於地震災害陰影

重視極端氣候下之災害防救與整治。另外，台灣橋梁總數超過

中。因此，如何透過資料更新及技術推進以重新精確評估地震危

28,000 座，橋齡超過 30 年佔 50%以上，結構逐漸老舊，須進行檢

害度之分佈，以防範未來可能的地震災害，成為各國地震防災之

測、耐震評估及補強，以確保橋梁安全。「2014 台日橋梁暨結構

重點工作。

工程研討會(2014Taiwan-Japan Workshop on Structural and Bridge

為促進亞洲地震危害度評估之技術交流，臺灣地震模型

Engineering)」於 2014 年 5 月 21-22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Taiwan Earthquake Model; TEM）、日本地球科學與災害防治研

101 會議室舉辦，研討會主題包括：(1)橋梁工程；(2)結構工程；

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arth Science and Disaster

(3)橋梁沖刷及(4)未來橋梁及結構工程必須面對的課題等。

Prevention; NIED）與紐西蘭 GNS 科學研究所（GNS Science）合

本研討會特別邀請日本京都大學 M. SUGIURA 教授與 C.W.

作，推動台日紐地震危害度評估研討會（2014 Taiwan-Japan-New

KIM 教授、大阪市立大學 M. MATSUMURA 教授、九州大學 Y.

Zealand Seismic Hazard Assessment Meeting,）。此次研討會由台灣

KAJITA 教授、岩手大學 H. ONISHI 教授、金沢大學 C. XU 教授、

方面多個組織，包括台灣地震模型、台灣地震科學中心、科技部、

獨立行政法人土木研究所 I. SASAKI 博士、阪神高速道路株式會

國立成功大學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於 5 月 19 至

社 K. FUJIBAYASHI 先生、東京建設株式會社 M. USUKURA 先

23 日在本中心舉辦。

生及 SHO-BOND 建設株式會社 H. KIDA 先生與國內台灣大學黃

會議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羅清華院長致詞後開始，會

尹男教授、廖文正教授、中央大學王仲宇教授、中興大學林呈教

議中依序安排八大主題討論，包括各國地震危害度評估發展現

授、台北科技大學廖文義教授、楊元森教授、台灣科技大學歐昱

況、活動斷層和古地震學、大地應變、地下構造推估、地震動預

辰教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蘇進國博士及本中心林詠彬博士

估、地震境況模擬、機率式地震危害度評估（PSHA）與其應用等，

與葉芳耀博士等學者專家們，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橋梁受多

每個主題都由各國學者輪流簡報說明其研究現況與成果，並透過

重災害之損害模式，國內外橋梁工程與結構工程之最新技術發展

廣泛討論交流，彼此切磋學習，共同促進地震危害度評估技術之

趨勢與耐震防災因應之道。期望藉由本次研討會活動，提供各界

研發與應用。此外，有鑑於此次會議所建立之友誼及卓越成果，

對橋梁受多重災害之損害、橋梁工程及結構工程之最新發展技術

此三邊交流會議將持續舉辦，會後並商定明年將由紐西蘭 GNS

及研發成果之瞭解，做為極端氣候下之災害防救與整治之參考。

科學研究所舉辦下屆研討會。
本中心長年投入地震危害度評估相關研究，並將成果廣泛應
用於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訂定、地震災情評估及防災政策規劃等
方面，未來也將持續參與此國際交流合作模式，精進相關研究技
術，從基礎提升我國地震工程防災能力。

圖一 2014 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
研究員 葉芳耀

台日紐地震危害度評估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留念
副研究員 林哲民、郭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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